
附件1：  现场处置应急卡 

表1  丙酮泄漏事故现场处置应急卡 

风险点位（源）名

称 
危化品库 风险单元名称 长安志阳公司 

步骤 应急处置 责任人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储存桶破损、倾倒、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 当班班长 

事件原因 包装桶倾倒，从而发生泄漏事故 当班班长 

危害程度 对外环境基本无影响，对周边人员有一定刺激 /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当班组长→应急办公室 应急保障组 

现场隔离 

影响范围不超过 100m，根据影响范围设置隔离

区。泄漏区域无关人员严禁入内，现场操作人员

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 

现场处置组 

排险措施 

①当工作人员发现丙酮泄漏，应第一时间通知车

间负责人，观察并初步排查事故原因； 

②发生少量泄漏时采用消防砂进行吸附； 

③发生较多泄漏时，泄漏液进入接油盘内，另用

空桶及时进行收集。 

现场处置组 

污染处置 
事故得到控制后，使用后的消防砂及收集的油品

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现场处置组 

应急撤离 撤离至危化品库外 20m 现场处置组 

现场洗消 对地面进行清洗，清洗废水送入废水处理站处理 现场处置组 

防护救援 
应急人员穿戴好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防护品，

进入事故现场 
应急保障组 

应急联络方式 

公司岗位 应急时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总经理 总指挥 陈伟 13908385153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李维红 13368080902 

总经理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伟 13908385153 

生产部部长 现场处置组组长 赵天然 15086979991 

计划物控部长 警戒疏散组组长 敖玉兰 13594062687 

行政人事部长 综合组（含应急监测组）组长 舒文举 13896195776 

 

 



表2  柴油泄漏事故现场处置应急卡 

风险点位（源）名

称 
发电机房 风险单元名称 长安志阳公司 

步骤 应急处置 责任人 

事件 

情景 

异常状况 储存桶破损、倾倒、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 当班班长 

事件原因 包装桶倾倒，从而发生泄漏事故 当班班长 

危害程度 对外环境基本无影响，对周边人员有一定刺激 / 

处置 

措施 

应急报告 发现者→当班组长→应急办公室 应急保障组 

现场隔离 

影响范围不超过 100m，根据影响范围设置隔离

区。泄漏区域无关人员严禁入内，现场操作人员

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 

现场处置组 

排险措施 

①当工作人员发现柴油泄漏，应第一时间通知车

间负责人，观察并初步排查事故原因； 

②发生少量泄漏时采用消防砂进行吸附； 

③发生较多泄漏时，泄漏油进入接油盘内，另用

空桶及时进行收集。 

现场处置组 

污染处置 
事故得到控制后，使用后的消防砂及收集的油品

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现场处置组 

应急撤离 撤离至发电机房外 20m 现场处置组 

现场洗消 对地面进行清洗，清洗废水送入废水处理站处理 现场处置组 

防护救援 
应急人员穿戴好防毒面具、防护手套等防护品，

进入事故现场 
应急保障组 

应急联络方式 

公司岗位 应急时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总经理 总指挥 陈伟 13908385153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李维红 13368080902 

总经理 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 陈伟 13908385153 

生产部部长 现场处置组组长 赵天然 15086979991 

计划物控部长 警戒疏散组组长 敖玉兰 13594062687 

行政人事部长 综合组（含应急监测组）组长 舒文举 13896195776 

 

 



附件 2：公司内部应急处置人员联系电话表 
 
 

应急队伍组成 企业职位 应急职位 姓名 联系方式 

现场应急救援

指挥部 
总经理 总指挥 陈伟 13908385153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李维红 13368080902 
应急管理办公

室 总经理 
应急管理办

公室主任 陈伟 13908385153 

现场处置组 

生产部部长 组长 赵天然 15086979991 

安全环保专员 
组员 

姚兵 13883131479 

总经理助理 周涛 13648353351 

警戒疏散组 

计划物控部长 组长 敖玉兰 13594062687 

质量部部长 
组员 

刘中郡 13628459126 

物流室主任 凌春梅 15215196336 

综合组（含应

急监测组） 

行政人事部长 组长 舒文举 13896195776 

设备管理员 
组员 

郑小勇 13436143766 

代理财务部长 杨蓉 13983945023 
 



附件3：外部应急处置单位、部门联系电话表 

 

表 3-1  重庆长安志阳汽车电气有限责任公司外部应急组织机构及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备注 

1 消防 119 
 

2 公安 110 
 

3 急救 120 
 

4 渝北区空港医院 023-67182877 
 

5 渝北区卫生局 023-67821062 
 

6 渝北区人民医院 023-67821213 
 

7 渝北区双凤桥派出所 023-67800110 
 

8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12369 
 

9 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023-67821201 
 

10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023-67821732 
 

11 渝北区生态环境局 023-86006200 
 

12 渝北区经委 023-67812479 
 

13 渝北区安监局 023-67816222 
 

14 区生态环境局接警电话 023-86006699 
 

15 区质监局接警电话 023-89232008 
 

16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 023- 67838476 
 

17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 023-67171111 
 

18 联合汽车电子公司 023-88663688 
 

19 中意减振器 023-67995663 / 

 

 

表 3-2  周边居民联系电话 

序号 方位 环境风险受体名称 联系方式 

1 北侧 仁睦初中 023-67834588 

2 北侧 仁睦完全小学 023-67834154 

3 北侧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23-61879110 

4 东侧 重庆市蜀都职业技术学校 15923571548 

5 东侧 重庆市育仁中学校 023-67341039 

6 西南侧 渝北中学 023-6782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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