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船舶防污染协会文件 

 
津船防污协【2019】011 号 

 

 

关于船舶污染清除作业能力的公告 

 

各会员单位及社会相关单位： 

天津市船舶防污染协会于 2019 年 4 月，根据本协会制

定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要求》（2019 版），组

织协会专家，组织南通市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进行应急清污能

力自查和现场复核工作。专家组对有关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

应急清污能力现场复核结果满意。 

依照南通市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申请，现就船舶污染清

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公告如下： 

一、声明符合应急清污能力一级资质的单位： 

中文名称：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antong Yiyang Marine Logistics & Engineering Co., Ltd. 

证书编号：05-1002 

应急能力： 一级 

有 效 期 ： 2019-2020 年度 



 

二、声明符合应急清污能力三级资质的单位： 

1） 

中文名称 ：江苏通津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 05-3001 

应急能力 ： 三级 

有 效 期 ： 2019-2020 年度 

2） 

中文名称 ：启东市华荣船舶劳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idong Huarong Ship Service Co., Ltd. 

证书编号 ：05-3002 

应急能力 ：三级 

有 效 期 ：2019-2020年度 

 

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污染清除作业能力自查结果见

链接附件，详细资料请联系协会索取。 

本公告及附件信息基于上述会员单位的自行申报，协会

对其声明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不承担法律责任。欢迎社会

各界对上述会员单位的声明予以监督指导，监督举报邮箱: 

office@sppa-tj.com 

 

                                                       

mailto:office@sppa-tj.com


 

 

 

 

 

 

 

天津市船舶防污染协会 

2019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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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声明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

预案（下称应急预案）依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

力评价导则》编制，是规定本公司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的范围和应用，阐明

本公司船舶污染清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明确各项船舶污染清除工作应遵循的

原则和要求的强制性文件。

本应急预案由我负责审批，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

本公司各部门、各船舶及全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本应急预案的各项要

求，确保应急预案有效运行，以实现船舶污染清除的方针和目标，确保船舶污

染清除应急反应行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级主管机关文件规定的要求，

并为本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

我郑重授权尤思远经理全权负责应急预案的建立、运行和保持及与应急反

应有关的对外联络工作，并报告应急预案的运行情况。

董事长：唐卫东

2018年 12 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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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 编制目的

1.1.1 贯彻执行国家相关防污染法律、法规，有效履行船舶污染清除协议；

1.1.2 补充南通市海上船舶污染应急体系，配备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在船舶

发生海上污染事故时，做出快速、有效的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污染，将损失

和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1.1.3 保护南通市海上生态环境和资源，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的污

染损害，保障人命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科学发展。

1.2 编制法律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反应管理规定》、《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及《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1

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1.3.1 地理区域

南通港及其近海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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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适用物质

（1）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2）类油物质：指《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附则П有关条款的统一解释中所指不溶于水且比重小于 1 的类油物质；

（3）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

1.3.3 适用污染事故

（1）适用于协议船舶对海洋造成的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

漏污染事故；

（2）适用于超出公司应急反应能力，需启动《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进行处置的溢油污染事故；

（3）适用于南通沿海港口协议船舶对海洋造成的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

危害性货物泄漏污染事故；

（4）适用于本公司作业船舶发生的溢油污染事故。

1.3.4 适用于参加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公司所有单位、船舶、设施和人员。

1.4 权利义务

1.4.1 协议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船舶及有关作业

单位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

报告，通知签订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并根据应急预案采取

污染控制和清除措施。

1.4.2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接到船舶污染事故通知后，应当根据船舶污染清除协

议及时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作业，并及时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污染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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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工作的进展情况。海事管理机构经核实有关情况、评估船舶污染事故等级

后按规定启动《海上溢油应急预案》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有义务在南通市海

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参与应急反应行动，并有权利就适当、合理的

清污费用向肇事方提出索赔。

1.4.3 船舶在终止清污行动前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经海事管理机构同

意后方可停止应急反应行动。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在应急反应的各个环节，把人命安全放在首位。

1.5.2 预防为主。加强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过程中危险源的识别、监测、

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

提高对船舶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应急反应能力，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3 统一指挥。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由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参加现场

应急反应的部门和个人必须服从中心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

1.5.4 快速反应。建立污染预警及控制的快速反应机制，进行必要的物质储备，

加强演练，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及时采取措施，迅速控制事态。

1.5.5 分级控制。船舶污染事故实行分级控制的原则，发生协议船舶污染事故

时，及时启动相应级别的专项应急预案，同时强调部门间的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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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组织机构和岗位职责

2.1 应急反应的组织机构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应急反应的组织机构分为：应急反应一级组织

机构、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和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

2.2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2.1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

本公司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为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是执行应急反应

的最高组织、决策、指挥机构。主要成员有本公司曾接受有关机构专业培训并

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领导兼任，包括：应急反应总指挥、应急反应副总指挥、

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后勤保障组长、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等。应急反应一级组织

机构图如下：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指挥员

应急对外协调组长 应急反应副总指挥 后勤保障组长 应急反应技术专家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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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资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总指挥 熊光辉 高级指挥员 总经理 13773659378

2 副总指挥 尤思远 高级指挥员 经 理 13912208959

3 对外协调组长 葛坤生 现场指挥员 经 理 13625233728

4 后勤保障组长 郁朋朋 现场指挥员 经 理 18251358834

5 技术专家组长 郑宏程 高级指挥员 经 理 13776901348

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组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技术专业 职称 单 位 联系电话

1 吴 亮 溢油应急 高级工程师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

限公司
13821770797

2 霍然 溢油应急 培训师
中海石油环保服务（天津）有

限公司
13602166865

3 黄永菊 法律法规 高级工程师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

所
13912280561

4 童宝华 法律、索赔 律师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

所
13862782377

2.2.3.1 熊光辉（应急反应一级组织机构总指挥）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审核公司《应急反应预案》并报董事长批准；

b) 批准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批准作业人员培训、演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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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批准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预警或上级部门指令后，立即宣布启动“应

急反应预案”；

b) 按应急反应级别组织应急反应组织机构成员于应急反应指挥中心集合；

c) 批准“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并及时呈报上级应急反应指挥机构

批准；

d) “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批准后，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

e) 参与上级部门指定或其他机构、单位的应急指挥机构，接收由上级部门

指定或应其他机构、单位请求动用本公司应急资源或协助；

f) 批准本公司应急反应情况报告的对外公布；

g) 确认应急反应现场工作情况，宣布结束现场应急反应命令；

h)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工作；

i) 主持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总结会议。

2.2.3.2 尤思远（经理）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主持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培训、演习计划：

d) 组织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培训、演练；

e) 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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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负责组织污染应急反应各部门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调查；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

令后，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通知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实施应急待命；

c) 汇集各方情报，组织“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按应急反应级别制

定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d) 将拟定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呈报总指挥审核批准；

e)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将制定的

“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通知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组织实施；

f)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并通报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

g)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汇集各方情报，组织“应急反应指挥

中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h)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组织应急反应效果评估，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i) 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2.3.3葛坤生（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对外协调程序部分的新编和定期修订；

b) 负责各类联合演习、学习、培训和会议交流的对外联系、协调和计划：

c) 负责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所需各类记录设备、材料的配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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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负责制订各类应急反应联合演习、学习、培训、各类记录设备材料和会

议交流的资金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组织搜集外来各方情报，及时呈报副总指挥；

c) 协助“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其他成员按应急反应级别制定相应的“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d) 将总指挥审核批准后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与外协方或应

急反应主管方交流；

e) 对外发布经总指挥批准的本公司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f)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各协助方的信息，并通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主要成员；

g)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对外的相关工作和总

结会议。

2.2.3.4郁朋朋（后勤保障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后勤保障程序部分的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职业伤害防护、卫生防疫培训和定期体检计划；

d) 组织后勤保障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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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协助副总指挥拟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后勤保障方案和实

施计划”部分；

c)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将制定的

“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及时通知船舶队长、车队长和现场后勤保障组长

组织实施；

d)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

e)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汇集各方情报，协助“应急

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组织实

施应急反应后期后勤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2.3.5 郑宏程（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组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负责《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技术运用程序的部分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演练计划；

d) 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研发备用金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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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宣布启动“应急反应预案”的指令后，

在规定时限内到达“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b) 协助副总指挥汇集各方技术情报，拟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

“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

c)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及时获取应

急反应现场指挥员关于“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告”；

d) 根据“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告”及各方情报，协助“应急反应

指挥中心”主要成员制订各阶段相应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e) 总指挥发布本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协

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f) 及时组织实施后期相关技术工作和总结会议。

2.3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3.1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执行应急反应现场的组

织和指挥，机构如下：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指挥员

现场记录主管 技术主管 后勤保障主管 安全主管 车辆队长 船舶队长作业主管

现场应急反应作业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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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 务 成员姓名 资 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现场总指挥 吴海燕 高级指挥 经理 13813623825

2 现场记录主管 吴文文 现场指挥 职员 13776929894

3 作业主管 涂熊凯 现场指挥 主 管 13646287148

4 技术主管 陈佩 现场指挥 主 管 13626298938

5 后勤保障主管 唐婧 现场指挥 经理助理 13625238517

6 安全主管 于爱国 现场操作 职员 13584608131

7 船舶队长 沈十平 现场指挥 副经理 15251374016

8 车队队长 吴功山 现场操作 队 长 13912863509

9 仓库主管 王海青 现场操作 职 员 18662851356

2.3.3 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岗位职责

2.3.3.1 吴海燕（应急反应二级机构现场总指挥）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制定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主持《应急反应预案》中二级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

d) 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和组织实施；

e) 协助制订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并协助组织实施；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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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实施应急待命通知后，按应急反应

级别立即通知应急反应二级组织机构成员于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接受到“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施计划”后，按“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

实施计划”要求立即组织应急反应资源待命；

c) 接受总指挥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立即组织实施；

d) 确认“应急反应现场情况报告”，按《应急预案》要求及时向应急反应

一级组织机构报告；

e) 应急反应现场突发情况的应急反应组织、决策、指挥；

f)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2 涂熊凯（应急反应作业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制定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

b) 协助《应急反应预案》中二级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管理；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储备、采购；

d)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和协助组织实施；

e) 协助制订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并协助组织实施；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接到“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施计划”后，按“应急反应方案和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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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计划”要求立即组织应急反应班组人员待命，填写“参与应急反应作业人员

信息表”；

c) 接收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发布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立即组织实施；

d) 执行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反应现场突发情况的应急反应组织、决

策、指挥；

e) 应急反应结束后，组织应急反应班组人员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和

总结会议。

2.3.4.3 陈佩（应急反应技术主管）岗位职责

(1)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技术运用程序的部分新编和定期修订；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技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计划；

d) 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技术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填写相关报告；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人员专业技术培训、演练计划；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新技术研发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要求立即组织技术组人员准备应急反应技术设备、物资，填写“应急反应技

术设备、物资信息表”；

c) 组织技术组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车，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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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实施“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设备、物资和材料的消耗情况；

f) 做好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设备、器材和材料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

反应现场技术设备、物资使用情况报告”，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g) 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汇集各方技术情报；

h)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获取应急反应技术信息，按规定时限报告；

i) 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按应急反应现场情况，及时修正“应急反应方

案和实施计划”；

j) 接到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现场技术运用情况报

告”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k) 及时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l)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技术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4 唐婧（应急反应后勤保障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后勤保障程序部分的内容；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作业人员职业伤害防护卫生防预培训和定期体检计划；

d) 协助组织后勤保障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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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组

织后勤保障组人员准备相应的后勤保障设备、物资，填写“后勤保障设备、物

资信息表”：

c) 组织后勤保障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车，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

指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组织实施“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设备、器材和材料的消耗情况，制

定各阶段后勤保障设备、器材和材料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现场后

勤保障情况报告”，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现场后勤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后勤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5 吴文文（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现场记录程序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和材料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人员培训计划；

d) 协助组织现场记录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和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f) 协助整理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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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现场记录方案和实施计划”部分组

织现场记录组人员准备相应的现场记录设备、物资，填写“现场记录设备、物

资信息表”，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待命；

c)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及时搜集统计动用应急资源情况，及时填写

“应急反应实际动用应急资源情况表”；

d)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获取应急反应现场录像和照片资料，及时传送至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并安全保管原始资料；

e) 汇集处置现场各方情报，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制订下阶段的“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立即汇集处置现场各方情报；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h) 协助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和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6 于爱国（应急反应安全主管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程序

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设备、物资和材料的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作业设备、物资和材料的日常检查、检测、

维护保养计划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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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监督人员培训计划；

e) 协助组织现场安全监督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f)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现场安全设备、物资和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g) 协助整理应急反应情况报告；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现场安全管理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组织安全监督员准备相应的现场安全管理设备、物资，填写“现场安全管理

设备、物资信息表”，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待命：

c)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及时搜集统计动用安全管理设备、物资情况，

及时填写“应急反应实际动用管理设备、物资情况表”；

d) 应急反应行动中及时对应急反应现场每一环节进行安全检查和监督，如

果发现安全隐患，必须立即要求停止作业，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e) 汇集处置现场各方安全检查情报，协助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制订下阶段

的“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后，立即汇集处置现场各方安全管理情报；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h) 协助编写“应急反应情况报告”和后期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7 吴功山（应急反应车队长岗位职责）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协助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运输车辆管理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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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储备、采购计划；

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日常维护和保养计划和实施；

d.) 协助组织运输车辆驾驶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运输车辆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应急反应基地集结；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运输车辆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组织车队驾驶人员准备相应的运输车辆，填写“运输车辆信息表”：

c) 配合各组人员，按车队长安排的车辆装载应急资源，及时报告应急反应

二级指挥员待命；

d) 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实施“运输车辆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和油料的消耗情况，制定各阶段运

输车辆保障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情况报告”，报告

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运输车辆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运输车辆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3.4.8 沈十平（应急反应船舶队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新编和定期修订《应急反应预案》中，船舶管理程序部分；

b)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辅助设备、材料储备、采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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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日常维护和保养计划和实施；

d) 协助组织作业船舶人员参与定期演习；

e) 协助制订应急反应作业船舶辅助设备、材料储备、备用金储备计划；

f) 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图、海况、通航信息的收集管理；

(2) 应急反应状态管理职责

a) 接到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实施应急待命通知后，立即到船舶基地待命；

b) 按“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中“作业船舶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部

分，通知船舶人员准备相应的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图、海况、通航信息，填写“填

写应急反应作业航海日志”，及时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备车起锚待命；

c) 应急行动命令发布后，立即通知有关船舶起航实施“作业船舶保障方案

和实施计划”；

d) 及时获取应急反应作业区海况、通航信息，报告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e) 及时统计获取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和油料的消耗情况，制定各阶段作

业船舶保障的补充计划，填写关于“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情况报告”，报告

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

f) 应急反应行动结束命令后，及时将“应急反应作业船舶保障情况报告”

通报应急反应现场记录主管汇总；

g) 协助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作业船舶保障相关工作和总结会议。

2.4 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和成员岗位职责

2.4.1 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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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污染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名单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资 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作业主管 郑宏程 现场指挥 经理 13776901348

2 作业 1班长 冯志兵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218282156

3 作业 2班长 周林 现场操作 职员 15996500382

4 作业 3班长 黄达军 现场操作 职员 15371778173

5 作业 4班长 俞永夫 现场操作 职员 13732533951

6 仓库管理员 王海青 现场操作 职员 18662851356

2.4.3 应急反应三级组织机构主要成员岗位职责

2.4.3.1 应急反应作业班长岗位职责：

(1) 日常管理职责

a) 按要求执行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计划；

b) 协助组织作业人员培训、演练计划；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管理职责

a) 作业主管宣布应急待命后，立即通知本班人员到应急反应基地集合；

作业 1 班长

作业主管

作业 2 班长 作业 3 班长 作业 4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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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要求组织装运应急反应设备、物资；

c) 应急反应作业开始前，按作业要求科学分配作业任务；

d) 及时对每个作业岗位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e)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

2.4.3.2 应急反应作业人员岗位职责

(1) 日常职责

a) 按要求执行应急反应设备、物资的日常维护保养；

b) 积极参加作业人员岗位培训、演练；

c) 熟练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2) 应急反应行动状态职责

a) 一切行动听从作业主管和班长的指挥；

b) 作业主管宣布应急待命后，按班长要求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待命；

c) 按要求组织装运应急反应设备、物资；

d) 应急反应作业开始前，按作业要求科学分配作业任务；

e) 及时对每个作业岗位进行安全监督和检查；

f) 应急反应工作结束后，组织实施应急反应后期相关工作。

3．海上船舶污染风险和应急反应行动的分级

3.1 服务海域海上船舶污染风险

3.1.1服务海域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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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港地处长江和沿海“T”字型的交汇点，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十

一五”期间，南通深入实施“沿江开发、江海联动”战略，在加快沿江港口开

发建设的同时，沿海港口的开发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2008 年，洋口港区、吕

四港区均实现初步通航，南通港由“江河时代”迈入“江海时代”。《南通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建设综合性、公用性、工业

性三类港区。其中，综合性港区包括狼山、通海、如皋、洋口、吕四、通州湾

等六大港区，是南通港综合运输的核心枢纽，为长江中上游和中西部地区提供

服务；公用港区包括南通、江海等两大港区，主要为腹地经济发展提供公共运

输服务；工业港区包括天生港、任港、富民、启海等四大港区，主要为后方开

发区或工业园区的临港工业发展服务。到“十二五”期末，南通港沿江港区吞

吐量要实现突破 2 亿吨，南通港江海港区吞吐总量要突破 2.5 亿吨以上。

3.1.2 服务海域船舶溢油事故风险分析

通常船舶污染事故可分为操作性事故和海损性事故。

操作性事故按事故发生的环节又可分为装/卸货油、加燃油、其他作业和违

章排放。海损性事故一般是伴随着船舶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事故原因与船舶

交通事故大体相同，但同时发生油品、化学品泄露，分为碰撞、触礁、搁浅、

船体随坏、火灾爆炸等主要类型。操作性溢油事故多发地点是港口码头。海损

性溢油事故多发地点在航道和锚地，火灾爆炸在码头、航道、锚地上都有可能

发生。根据以往南通港辖区污染事故的统计分析，均为操作性事故，无论是油

船进行接卸作业，还是散货船燃油舱加油作业过程发生的操作性事故，溢油规

模均较小，通过本公司采取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措施，可以将污染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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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操作性事故的溢油量估算

船舶吨位
1.5 万吨

级

2 万吨

级

3.5 万吨

级

5 万吨

级
10 万吨级

溢油量 44 47 53 60 125

海损性事故污染量预测。本公司协议服务船舶可能发生海损性事故的船舶

为载运散装油类货物的船舶和 1 万总吨以上的载运非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

的船舶。

根据《港口建设项目船舶污染环境风险评价专项技术导则（试用稿）》推

荐方法，预测载运散装油类货物的船舶货油、载运非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

的船舶燃料油最可能发生的泄漏量。

（1）油船货油泄漏量

油轮实载率一般为85-95%，按油船所装货油的1%计算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

按油船所装货油的 10%计算最大溢油量，估算结果见下表。2 万吨、5 万吨级的

油船发生海损性事故，最可能的货油泄漏量范围为 180 吨～450 吨，最大溢油量

范围 1800 吨～4500 吨，货油泄漏量较大。

油船海损事故货油泄漏量估算

船舶吨级 2万吨级 5万吨级

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 180 450

最大溢油量 1800 4500

（2）散杂货船燃料油泄漏量

燃料油最大携带量约为船舶总吨的 6～8％，按船舶燃料油总量的 1%计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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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的溢油量；按照一个燃油舱的燃料油全部泄漏计算最大溢油量，估算

结果见下表。1.5 万吨、3.5 万吨、5万吨、10 万吨的散货船发生海损性事故，

最可能的燃料油泄漏量范围为 10吨～67 吨，燃料油泄漏量较小，最大的燃料油

泄漏量范围为 175 吨～900 吨，燃料油泄漏量较大。

散货船海损事故燃料油泄漏量估算

船舶吨级 1.5 万吨

级

3. 5 万吨

级

5万吨级 10 万吨级

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 10 23 33 67

最大溢油量 175 400 600 900

将本公司可能协议服务的污染清除作业船舶的溢油规模事故分级对照，若发生

属于本公司应对能力范围内的事故，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预案响应程序，

组织实施污染清除作业，同时将应急响应行动的进展情况汇报当地海事管理机

构；若发生本公司自身应对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故，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当按照

预案响应程序，及时上报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并在海事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

挥下进行清除作业。

3.2 应急反应等级划分

3.2.1 应急反应等级

根据海上船舶污染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事态发展趋势，结

合国家有关规定，及南通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将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分

为一般、较大和重（特）大污染事故三个等级。

3.2.1.1一般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不足50吨，

且事故发生在非敏感区域，水面污染不威胁环境敏感区和岸线，动用本应急

预案污染应急反应队伍和设备能够控制污染源，并能围控和清除海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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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较大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大于 50吨

不足 100 吨，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

①污染事故发生在敏感区内或距离敏感区有一定距离但极有可能对敏感区域或

岸线造成污染损害；

②围控和清除水面污染所需资源超出公司应急清污能力，需启动《南通市海上

溢油应急预案》处置。

3.2.1.3 重（特）大污染事故：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量在

100 吨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①污染对环境敏感区及岸线构成一般或严重威胁，动用本辖区资源较难防护敏

感区和清除污染；

②污染源不能控制，围控和清除水面污染所需资源明显超出本辖区应急清污能

力，需启动《东海海区溢油应急预案》处置。

3.2 应急反应等级确定

3.2.1 应急反应等级一般由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员根据险情报告和核实的情

况，对照应急反应等级的标准进行初步评估，确定相应的应急反应等级。

3.2.2 因各种情况导致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员不能直接判断应急反应等级的，

应立即报告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总指挥根据险情初步评估情况及时确定应急反应

等级，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险情进行评估。

3.2.3 根据险情情况无法确定应急反应等级的，报总指挥决定。

3.2.4 应急反应等级确定后，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应急反应等级发生变更

的，应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反应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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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接警和待命

4.l 应急反应的接警

4.1.1应急反应的接警方式

4.1.1.1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全天侯 24小时人员值班接警

应急反应值班领导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公司职务 值班日期 联系电话

1 总指挥 熊光辉 总经理 星期一 13773659378

2 副总指挥 尤思远 经 理 星期二 13912208959

3 对外协调组长 葛坤生 经 理 星期三 13625233728

4 后勤保障组长 郁朋朋 经 理 星期四 18251358834

5 技术专家组长 郑宏程 经 理 星期五 13776901348

6 现场总指挥 吴海燕 经 理 星期六 13813623825

7 作业主管 陆玉明 主 管 星期日 13962759177

应急反应值班人员

序号 职务 成员姓名 公司职务 值班日期 联系电话

1 作业主管 郑宏程 现场指挥 经理 13776901348

2 作业 1班长 冯志兵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218282156

3 作业 2班长 周林 现场操作 职员 15996500382



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

32

4 车队队长 吴功山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912863509

5 船舶队长 沈十平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5251374016

6 仓库管理员 王海青 现场操作 职员 18662851356

7 作业主管 涂熊凯 现场指挥 职员 13646287148

4.1.1.2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全天候 24小时接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3—84901179；13912208959

联系传真：0513—84900990

电子邮件：dyktwd666@163.com

4.1.1.3 其他应急联系方式

南通海事局： 报险电话： 12395

政务中心： 85167862

执法支队： 83529347、35167846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水上消防支队：85166048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港口派出所： 84902110

消 防： 119

救 护： 120

4.2 应急反应接警信息报送

4.2.1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接到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或指令后，应

尽可能按《应急反应接警信息记录表》详细准确地记录，立即电话向值班领导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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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值班领导立即电话向总指挥汇报，总指挥发布启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

预案命令，召集应急反应指挥中心成员初步判断事件的严重性，必要时以电话

或传真方式，报告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4.2.3 应急指挥中心会同应急专家组根据反馈的信息确定事件级别。

4.2.4 接到应急反应待命通知后，应急对外协调组长负责组织收集应急反应相关

信息，填写《应急反应信息情况表》，每 30分钟（特殊或紧急事件即时）报送

副总指挥；

4.2.5 对外报送相关信息时，应急对外协调组长填制《应急反应对外相关信息报

送表》，报请副总指挥核查，总指挥负责审批、签署后，报送；

4.2.6 现场记录主管负责组织相关岗位人员进行现场应急反应信息收集，填写

《应急反应现场信息表》；

4.2.7 现场记录主管负责填写《应急反应现场内部信息报送表》，每 30分钟（特

殊或紧急事件即时报送）向应急对外协调组报送；

4.2.8 信息报送时限和方式

4.2.8.1 信息报送时限和程序

4.2.8.1.1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接到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报警或指令

后，应在 5 分钟内，以电话或当面向值班领导汇报，及时呈交《应急反应接警

信息记录表》；

4.2.8.1.2 值班领导收到《应急反应接警信息记录表》后应在 5 分钟内电话向总

指挥汇报；

4.2.8.1.3 重（特）大事件由总指挥批示，在 1 小时内由对外协调组长以电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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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方式向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报告。

4.2.8.2 报送内容

突发船舶污染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从发现事

故后 l小时内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事

故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报告应采用适当方式，避免在事发地公众中造成不利

影响。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

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质、人员受害情况、自然保护区受害面积和程度、事故潜

在的危害和程度、转化方式趋向等初步情况。

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的数据，事故

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事故的措

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参

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出具有关危害与损失的证明文件等详细情

况。

4.2.9 报送内容表格

4.2.9.1《应急反应信息情况表》

4.2.9.3《应急反应对外相关信息报送表》

4.2.9.4《应急反应现场信息表》

4.2.9.5《应急反应现场内部信息报送表》

4.2.9.6 相关原始记录按档案管理要求存档于公司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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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急反应待命

4.3.1 应急反应待命的级别

船舶污染清除应急防备待命级别资源配置要求（见附件 1）

4.3.2 应急反应待命的方式为:

应急反应待命的方式为

（1）应急反应一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待命；

（2）应急反应二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待命；

（3）应急反应三级指挥机构应急反应待命；

（4） 船舶、车辆等原地待命。

5．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

5.1 应急反应的总方针

5.1.1 应急反应总方针

污染事故发生的情形及其周围环境多种多样，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根据具

体情况采用可行的措施制定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

5.1.2 污染应急反应对策

污染应急反应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事故的地点、污染物及其数

量、可动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等，没有一种措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来说，

污染应急反应措施包括以下几种：

（1）监控但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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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污染发生在海上且没有对海岸或敏感区造成威胁时可以这样做。

（2）围控并回收

用围油栏围控溢油，然后用撇油器回收，用围油栏保护敏感区域，用吸油

毡吸油并回收等；使用这些设备和器材前应考虑风、流和海况条件是否许可。

（3）使用消油剂

化学消油剂需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要有效地使用消油剂必须

及时决策，以便在溢油到达岸边之前将油消除。

（4）生物降解和现场焚烧

南通为敏感海域，一般禁止采用生物降解和现场焚烧方式处置溢油。

5.1.3 化学品污染应急对策化学品污染对策应根据化学品的特性决定，同时需监

控其对环境的影响，并及时告知公众，相关应急措施包括：

（1）气体和蒸汽

气体或蒸汽的泄漏可导致易燃或有毒物质的快速扩散，也有可能导致吸入

危险，应尽量快根据现场气象情况预测其扩散模式并评估其潜在影响，还应监

测气体浓度以评估泄漏的严重程度，必要时疏散群众；

（2）溶于水的化学品

分散稀释可能是这类物质泄漏唯一可用的应急措施，个别情况下也可使用

中和剂，但须考虑使用的后果，如需使用须经慎重评估；

（3）易挥发的化学品

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疏散人群，如果化学品易燃，可喷洒水以控制火源，

同时要监控其挥发情况以便警告公众并预测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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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漂浮的化学品

其应急措施与溢油应急措施类似，但要考虑其是否会与应急设备发生反应；

（5）易沉降的化学品

在浅水区可用挖掘或真空设备吸取回收，可行的情况下用遥控潜水摄像机

监控以便作业。包装化学品可用机械抓斗、船吊、渔网等方法回收，成功与否

取决于包装的大小及其是漂浮于水面或沉在海底。

5.2 应急反应优先保护原则

5.2.1 任何情况下都应最先保障人的安全与健康；

5.2.2 一旦污染发生，首要目标是保护重要区域和限制污染扩散，其次是清除

污染；

5.2.3 如果设备、材料和人力不足于对敏感区域提供有力的保护，则必须按优先

次序对重要区域优先作出保护；

5.2.4 决定哪些区域必须优先保护，可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该区域遭受污染损害的程度；

（2）保护敏感区域的实际效果；

（3）清除工作的能力和可能性；

（4）季节性因素影响的程度。

5.3 应急反应优先保护次序

本应急预案对敏感资源优先保护的基本次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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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保护区；

（2）水产资源及养殖区；

（3）旅游资源；

（4）岸线和港口设施。

5.4 应急反应安全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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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安全风险评价

5.4.1.1 为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的安全管理，确保应急反应作业的安

全性，严格按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安全风险评价制度进行安全风险评价；

5.4.1.2 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对本次污染应急反应行动进

行安全风险评价，填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表》（下称评价表），

报请总指挥负责审批、核准、签署；

5.4.1.3 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超出应急反应能力范围，总指挥有权

报请南通海事局建议启动《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预案》；

5.4.1.4 污染应急反应作业区安全风险评价结果在可控范围内，制定《污染应急

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下称实施计划）；

5.4.1.5 根据评价表结果和实施计划内容，对各岗位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

价，由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填制《污染应急反应作业中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表》

和《应急反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报请总指挥负责审批、核准、签署。

5.4.2 制定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方案和实施计划、评估

5.4.2.1 为切实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的管理，确保应急反应作业组织

科学、安全、快速、有效，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负责组织制订实施

计划；

5.4.2.2 副总指挥组织应急反应技术专家组制定《应急反应技术方案和实施计

划》和《应急反应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案和实施计划》；

5.4.2.3 后勤保障组长组织制定《应急反应后勤保障方案和实施计划》；

5.4.2.4 填制分阶段实施计划，报请总指挥审批、核准、签署，并报送上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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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5.4.2.5 总指挥宣布执行应急反应行动命令后，副总指挥负责发送至应急反应二

级指挥员；

5.4.2.6 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负责实施计划的具体实施；

5.4.2.7 应急反应二级指挥员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有权根据应急反应现场实际

情况，对拟定的实施计划进行适当修改，但必须及时报送（电话或传真）污染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副总指挥，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在通讯不畅的紧急状态下

可免责，先执行后报告。

5.5 污染清除作业安全方案

5.5.1 油品的基本特性

油不仅具有易燃易爆危险性，还具有一定的毒性，当其溢出后，涉及的安

全问题是多方面的，既可能影响到个人，也可能影响到公共场所和社会群体，

一旦处理不当，对应急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公共安全都可能造成威胁。因此，在

溢油应急作业中注意安全防护，采取相当的作业安全措施以及提供必要的安全

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5.5.2 污染清除作业个人安全方案

安全防护是保障溢油应急作业人员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要做好这一点，

溢油应急组织者和应急作业人员，都要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认识应急作业每

一个环节的潜在危险，并掌握避免这种危险的相关知识，采取预防性措施。对

于溢油应急作业人员来说，至少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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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力保护，长时间在产生噪声的机器旁工作时应戴耳朵保护装置；

（2）头部保护，在作业的全过程都应戴安全帽，以防坠落物件砸伤头部或

因头部撞到硬物上造成伤害；

（3）眼睛保护，在所有的工作场所都要带上合适的防护眼镜，以防各种作

业对眼睛造成伤害。有时一般性的防护镜还达不到安全要求，可根据实际危险

性配戴特殊防护镜；

（4）配戴呼吸器或口罩，以防止油蒸气的吸入；

（5）配戴防油手套，以防止溢油的接触危害，减少皮肤的暴露和磨损（不

推荐棉线或橡胶手套）；

（6）保护靴，通常以带有纹理底并在足趾处带有钢性支撑的橡胶靴为宜，

可以防滑、耐油，以防止砸伤；

（7）穿着带有阻油层的衣服，以防止油渗透污染；

（8）在近海、近岸、码头或在船舶甲板上操作，作业人员都要穿上经过认

可的救生衣；

（9）在寒冷、恶劣天气下工作应穿着保温服；

（10）作业时，尽管注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但也难免出现意外伤害情况。

因此，在作业前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伤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如作业人

员出现油蒸气中毒症状，应立即撤离作业区，严重的应送到医院急救；如油滴

溅入眼睛内，应立即用洗眼器清洗；如发生皮肤擦伤，应立即包扎，避免接触

油污。

5.5.3 污染清除作业安全是多方面的，它既有污染带来的自然危害，也有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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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危害，根据服务区的作业情况总结了以下各种安全危害及防范措施。

5.6.3.1 防止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处置措施

溢油对人体的危害途径有油蒸气的吸入、皮肤接触和摄取，当出现味觉迟

钝、昏迷、丧失知觉、反应迟缓、头痛或眼睛流泪时，就要意识到可能发生了

溢油中毒，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在初始反应期间，作业人员接触的是新鲜油，油气浓度较高，应尽量

在上风处工作，以减少对油蒸气的吸入。如果存在溢油蒸气吸入可能，有必要

使用带有过滤功能的呼吸器．来阻止油气的吸入。对此还应注意的是，不要因

为那些气体没有气味，或气味并不讨厌就认为它们是无害的。在作业现场不得

吸烟。在岸线清除作业时，通常不需要呼吸保护装置；

(2) 石油蒸气通常比空气重，油蒸气会流动并聚集在低洼的地方，如码头岸

壁附近和防护堤附近。因此，在油蒸气浓度较高的区域作业时，要待蒸气彻底

消散后，再进入现场：

(3) 如果皮肤沾上油，用肥皂或特殊清洗液清洗尽快擦掉，不能用汽油作为

清洗剂；

(4) 应急作业人员应在饭前洗手，减少对油的摄取量；

(5) 由于风化油毒性影响会增大，在处理时应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

(6) 如果采用化学剂或其他清洁品如清洁剂、分散剂以及生物制剂等溢油处

理措施，应使用完好的保护装置，防止皮肤接触和蒸气的吸入；

(7) 溢油应急作业期间，要着防护服，并保持完好，以保证对人体的防护 5，

5.5.4 污染清除作业中火灾和爆炸危险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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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油、汽油或其他轻质燃料油溢出的初始阶段（未风化），由于其轻组

分的蒸发，在油膜附近存在易燃气体，火灾和爆炸危险很大。油风化后轻组分

已挥发掉，危险程度减少。风也能减少火灾和爆炸危险，它能分散易燃气体，

降低易燃气体浓度。进行溢油应急作业时应事先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作业前，应查阅或测定溢油的相关参数，对火灾和爆炸的潜在危险进

行评估；

（2）如果一定要在具有可燃气体的区域进行作业，应推迟反应时间，采用

测爆仪进行现场多点检测，确认无火灾、爆炸危险时，才可以进行作业。作业

时，应在溢油区域的上风向进行；

（3）当作业区域内存在易燃气体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不得使用明火，不得吸烟；

b) 不得使用非防爆电器，不得进行摄录像；

c) 不得使用内燃机械，如汽油机；

d) 作业人员应穿着防静电服装，不得穿带有钉子的鞋；

e) 对所有的螺丝刀、锤子、扳手等普通工具应进行特殊处理，以防止产生

火花；

f) 在此区域作业的船舶，应装有火星熄灭器．或带防火帽；

g) 作业船舶要关闭门窗，不得在甲板进行无关作业；

h) 进出作业区域的车辆应加防火帽。

5.5.5 污染围控与回收作业的注意事项

(1)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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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镜、安全鞋、呼吸面具等。如果有

人没有或拒绝穿戴安全装备，不得让其进入现场；

(3) 作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通信；

(4) 在甲板上操作围油栏时，卷轴应事先加固，防止将作业人员拖入海中；

(5) 布放和回收撇油器时，要注意不要被撇油器碰伤；

(6) 作业人员应与泵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7) 不要在场地上乱扔工具、软管、绳子等；

(8) 船舶甲板上应备有适量的吸油毡，以擦净洒落的油污。

5.5.6 溢油分散剂喷洒时的危害防范

溢油分散剂是化学制剂，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因此，使用时要注意个人

安全，穿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如 PVC 防护手套、防护眼镜，为防止吸入分

散剂雾滴，还要戴上呼吸面罩。喷洒作业后，要用肥皂洗净手和脸，特别是饭

前一定要洗手。严禁使用存放时间过长超过有效期的溢油分散剂。

5.5.7 岸线作业安全注意事项岸线类型随海岸的延伸而变化，有些岸线具有一

定的潜在危险，初始应急人员熟悉工作环境是很重要的。进入这些岸线前，应

考虑所有危险因素，以便确认潜在的危害，如：野生动物、岸线类型、在水中

工作、不利的气象条件。在岸线作业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1) 小鹅卵石或鹅卵石海滨凹凸不平，而且光滑，在这样区域工作的人员应

穿着防滑水靴；

(2) 在悬崖、沼泽地和泥泞的海岸线工作，应急人员活动不便，作业困难，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带来危险，应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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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水上清除悬崖区域污染时，船长要考虑船舶的可操纵性，确定船舶能

否安全接近悬崖；

(4) 如果作业人员从悬崖顶部开始清除作业，应系牢安全绳；

(5) 在水中作业时，作业人员一定要穿着救生衣，不得单独行动。在有急流、

涨潮、回头潮和潮汐的水域作业，应格外小心；

(6) 在岸线清除作业中，安全与健康最为重要，指挥人员必须向作业人员讲

明安全规定，对那些不能遵守操作程序的人员，应劝其离开工作区域，因为不

遵守安全操作程序会损害他人安全。

5.5.8 驳载和运输的安全措施

大型车辆的进入，作业人员的增多，或很滑的油污地面，都可能对人员和

设备安全带来影响，因此应注意如下事项：

(1) 任何进入现场的车辆应熟知行车路线和目的地，司机应有相应的地图或

说明；

(2) 应有专门人员负责与司机联系；

(3) 应在清除作业区域标明汽车进出路线，即使在夜间，标志也应明显可见；

(4) 为使汽车能有效刹车，汽车行驶区域不能被油污染；

(5) 为防止汽车驶入坑中，储油的坑应设置围堰；

(6) 如果夜间工作，工作区域应有足够的照明，所有工作人员应配戴可视反

光标志物，以使司机能够辨认；

(8) 在发生人员受伤的情况下，负责人员应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5.5.9 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的作业安全恶劣的天气条件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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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长期在炎热或寒冷的天气下作业，会对作业人员造成生

理上和心理上的不利影响，继续工作可能造成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甚至发生

意外事故和伤害。为保证作业的安全，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合理安排任务；

(2) 安排休息时间，准备休息场所

(3) 准备充足的饮料和食品、药品

(4) 恶劣天气下的防护装备

(5) 指挥人员与现场工作人员保持无线电话联系

(6) 注意最新天气预报

5.5.10 安全保障

在污染事故应急处理中，为了避免对作业人员造成伤害或对公共安全造成

危险，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指挥人员应在应急作业前向作业人员宣布作业计划、作业方案和注意事

项；应急作业人员应听从指挥，严格按照作业程序和设备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2) 海上交通保障。对海上船舶污染区域进行警戒，发布航行警告，以保证

应急作业的正常进行；

(3) 现场管制。应有专人负责和秩序的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场；

(4) 后勤保障，这对污染应急作业的顺利进行是十分重要的。后勤保障应包

括人事和设备支持的所有方面：

a)准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包括安全防护装备、通信设备、必备的药品食物、

临时休息的帐篷、必要的灭火设施、清洁眼睛和身体的洗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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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立与医疗急救部门的联系，一旦发生事故，能立即得到支援；

c)规定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在安全方面的相互责任；

d)保障作业安全是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的共同责任，现场监督人员有

权阻止不安全的操作行动。应急作业机构与雇用作业人员之间应明确安全责任；

e)指挥人员应识别清除行动和有关行动的危险性，提供安全防护装备以减

少危险性，提供安全知识培训；

f)现场操作人员应使用提供的安全装备，遵守操作程序和指挥人员的指令，

报告不安全的情况，如能自行进行处置的，及时采取措施。

溢油应急安全问题事关重大，应急人员必须对此引起足够重视，了解安全

作业常识，掌握相关防范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对个人和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5.6 服务区域典型污染应急反应方案

5.6.l 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船舶

污染应急防备方案。

5.6.1.1 制定本“应急防备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港内作业时船舶污染应急清除能力，控制、减轻船舶

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1.2 制定本“应急防备方案”的依据

(1)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 服务海域内码头及靠港船舶吨位（船型）具体情况；

(3) 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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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业船舶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特性情况；

(5) 服务海域内或码头、船方要求的其他情况。

5.6.1.3 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方案和步骤

5.6.l.3.1 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方案

(1) 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a)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廊桥码头围油栏围控污染防备方案

b)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防备方案

（2) 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采用 WGV1500 型浮子

式围油栏（主要技术参数见表）围控污染防备。

型号 WGV1500 生产厂家 苏州海宝环保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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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参数

总高度

（MM）

干铉

（MM）

吃水

（MM）

节长

（MM）

允许工作拉

力（KN）

最大抗

波高（M）

最大抗风

速（m/s)

最大抗流

速（kn)

1500 520 760 20 130 3.0 20 3.0

5.6.1.3.2 应急防备具体实施步骤

（1）了解作业码头和船舶

a) 了解船舶作业码头类型、码头附近海域海况、风、流、潮汐等情况；

b) 提前了解作业船舶吨位和载运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情况。

（2）制定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和作业人员防护方案

a) 当船舶停靠泊位后，按船舶停靠泊位情况，选定浮子式围油栏栏绳固定

桩位，并固定围油栏栏绳；

b) 按拟定浮子式围油栏围控方案连接适当长度的浮予式围油栏；

c) 围油栏防备准备就绪后，通知船舶方和码头方；

d) 得到船舶方和码头方确认后，由监护船舶拖带围油栏布放围控船舶作业

区域，实施污染防备作业；

e) 围油栏布放围控船舶作业区域结束后，及时通知船舶方和码头方；

f) 监护船舶定时对布放围油栏情况进行检查；

g) 收到船舶方和码头方解除污染防备离港通知后，监护船舶立即解除围油

栏围控，作业人员将围油栏回收至码头，清洗围油栏，结束此次污染防备作业，

待命。

5.6.1.3.3 主要应急防备资源情况一览表（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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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3.4 应急防备值班制度

（1）目的

为加强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

船舶污染一应急防备作业各工种、岗位安全管理，规范操作，保障作业安全。

制定本值班制度。

（2）适用范围

适用于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

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作业的规范化。

（3）职责

a) 作业响应部负责本制度的制订、修订和日常管理；

b) 主管副总经理负责监督；

c) 财务行管部门负责对记录的检查；

d) 总经理负责仓库安全管理的重大决策。

（4）应急防备作业值班制度

a) 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进港作业时船

舶污染应急防备作业为全天 24小时值守，分三班作业，每班 8 小时，按应急防

各级别配备相应数量作业人员；

b) 各工种、岗位人员接班时需提前 10分钟到达接班岗位，签署到岗记录；

c) 接交班人员，交接班时需对设施、设备、工具及辅助材料进行清点，填

写《设施、设备、工具及生产辅助材料交接班记录表》；

d) 接交班时需对载运油类和油类之外的其他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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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港作业时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作业情况进行交接，填写《应急防备作业交接班

记录表》；

e) 上下班交接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实物交接；

f) 交接班人员需对实物及相关记录核实确定后签字确认。

5.6.2 船舶港内作业时发生船舶污染的应急反应方案

5.6.2.1 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港口作业发生船舶污染应急清除能力，有效控制、减

轻船舶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2.2 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依据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靠港码头及海域内具体情况；

（3）事故码头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2.3 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2.3.1 溢油应急围控

（1）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a)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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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品码头围油栏围控污染清除方案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b)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2）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船舶港内作业时发生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围油栏，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

风、流等情况，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3）浮子式围油栏的施放方式：

浮子式围油栏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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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2 溢油应急回收

船舶港内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码头海域内海况、

风、流等情况，采用工作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2.3.3 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工作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水面少量

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1）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工作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

小范围的溢油。

（3）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小范围的溢油，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

效果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下，可采用适量溢油分散剂喷洒清除

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溢油应急清除按《海上船舶污染清除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3 距岸 20 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的应

急反应方案

5.6.3.1 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发生船舶污染时应急反应能力，有效控制、减轻船舶

污染事故造成服务海域内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5.6.3.2 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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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及海域具体情况；

（3）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3.3 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3.3.1 按程序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和信息，请求发布事故海域通航警告并实施

监管；

5.6.3.3.2 溢油应急围控

(1) 事故船舶污染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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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2

(2) 围油栏的布放方式

a) 围油栏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1配合辅助船舶1施放上图方案1所示J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1回收水面溢油。

b)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1、2配合施放上图方案 2所示 U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1回收水面溢油。

(3) 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船舶距岸20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溢油污染时应急围控

围油栏，根据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情况，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

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4)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应急卸载

在溢油应急围控的同时，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2 上的卸载装置应急卸载事

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减少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溢漏。辅助

船舶 3过驳运输。

5.6.3.3.3 溢油应急回收

(1) 船舶距岸 20 海里内船舶发生交通事故或触礁、搁浅发生溢油污染时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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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采用 J型（或 U型）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海域内海况、

风、流等情况，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

急回收。

(2)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

行。

5.6.3.3.4 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

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1) 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配合辅助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

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采用快艇、辅助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

范围的溢油。

(3) 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小量的溢油，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效果

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下，可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溢油分散剂喷

洒系统喷洒适量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 溢油应急清除按《海上船舶污染清除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5.6.4 船舶污染发生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国家级旅游渡假区）

的应急防护处置方案

5.6.4.1 制定本“应急反应方案”的目的

为提高服务区内船舶发生船舶污染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

国家级旅游渡假区）的应急防护处置能力，有效控制、减轻船舶污染事故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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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敏感资源区海域内海洋环境和陆地污染损害。

5.6.4.2 制定本“应急防护处置方案”的依据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

(2)事故船舶吨位（船型）及海域具体情况；

(3)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特定情况；

(4)事故船舶载运货物的污染危害性特性情况；

(5)船舶污染发生时岸边敏感资源区（水产资源及养殖区、国家级旅游渡假

区）的情况；

(6)事故船方、码头要求的其他情况。

5.6.4.3.应急反应的具体实施方案

5.6.4.3.1 按程序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和信息，请求发布事故海域通航警告并实施

监管。

5.6.4.3.2 溢油应急围控

（1）事故船舶污染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2）围油栏的布放方式

a) 围油栏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l 配合辅助船舶 l 施放上图方案 1所示 J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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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l回收水面溢油。

b)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1、2配合施放上图方案 2所示 U 型，

以便污染应急反应船 l回收水面溢油。

c)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4、5配合施放上图方案所示广 U 型，

以便防护、导流溢油，阻止进入敏感资源区。

(3)溢油应急围控和导流设备的选用

船舶发生溢油污染时应急围控围油栏，根据事故海域海况、风、流等情况，

按《海上船舶污染围控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

(4)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应急卸载

在溢油应急围控的同时，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 2 上的卸载装置应急卸载事

敌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减少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溢漏。辅助

船舶 3过驳运输。

5.6.4.3.3溢油应急回收

(1) 船舶发生溢油污染时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海域

内海况、风、流等情况，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

油进行应急回收。

(2) 相应撇油器的选用按《海上船舶污染回收技术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执

行。

5.6.4.3.4溢油应急清除

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后，

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应急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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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辅助船施放吸油索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辅助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3) 禁止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

为保护敏感资源禁止喷洒溢油分散剂清除水面溢油。

5.6.5 岸线的保护及溢油清除

5.6.5.1不同岸线相对敏感性

岸线相对敏感性的划分应考虑下列因素：

(1) 岸线类型；

(2) 岸线的暴露程度；

(3) 波浪和潮汐对岸线作用的强度；

(4) 生物潜在损害程度，生物的生产率和对油的敏感性；

(5) 清除难易程度。

根据上述因素，岸线的相对敏感性可用敏感指数(ESI)来表示，敏感指数(ESI)

分为 10级，也可以粗略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来表示，具体见下表。在确

定保护和清除优先次序时，还应考虑野生动物和人类对岸线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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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指数（ESI）分级表

敏感性 海湾岸线类型 说明

低

1
暴露的岩石海岸和垂直、

坚硬的人工构筑物

◆波浪反射作用有助于使油离岸

◆不需要清除

2 暴露的浪蚀岩平台
◆波浪掠过，侵蚀

◆在几周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中

3 细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不渗入海滩

◆用机械方法清除有效

◆在 12 个月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4 中、粗粒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可能渗入海滩或很快被沙掩埋，不宜清除

◆大多数油需经数月后才会自然的消除

5 沙和砾石混合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移易动的（动态的）沉积物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大约一年油可自然的消除

6 防冲乱石砌岸线、砾石滩

◆油迅速的渗入海滩、不易清除

◆清除应集中在离潮汐冲刷区

◆在掩蔽处油可能要存留数年

7 暴露的潮间带

◆中等生物量受影响

◆沉积物较少移动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油可能存留一年左右

8
掩蔽的岩石海岸和沿岸人

工构筑物

◆中等到高生物量受影响

◆该地区波浪作用较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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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高

9 掩蔽的潮间带

◆高生物量受影响

◆波浪作用极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带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10 沼泽地、湿地、红树林

◆肥沃的水栖动植物环境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灰带入沉积物中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会带入沉积物中

◆油可能存留多年

◆清除的损害可能要比油自然降解的损害大

◆不应改造红树林

◆用分散剂或清洁剂比用机械清除更有益

◆各地区应最优先保护

5.6.5.2不同岸线溢油清除技术及步骤

岸线清除技术的应用与岸线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岸线，在受到

溢油污染时，所采取的清除方法是不同的。

5.6.5.2.1岩石和人造结构

裸露在浪潮中的岩石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建议不对其进行清除作业。

但对浪潮冲击较弱或人们经常活动的人造建筑（海港、码头），应进行清除。

这种情况的作业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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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使用撇油器、泵等设备回收被围控的水面飘浮溢油。在潮汐

地带，油被汐从岩石上冲洗下来流向围油栏与撇油器结合使用的围控区域。

(2) 第二阶段，使用高压清洗设备清洗岩石／混凝土结构物。清洗时可使用

海水，使用热水清洗时，应考虑环境中的微生物是否会因高温而遭破坏。这些

微生物群体是其他更复杂生物生存的基础，使用热水清除会造成比微生物生活

在油中或比冷水清洗更严重的问题。使用围油栏和撇油器回收冲洗下来的溢油。

(3) 第三阶段，在涨潮前将分散剂喷洒在潮汐带上，但这种作业需要得到批

准。这种情况也推荐使用吸油材料回收油膜。

5.6.5.2.2圆石、小鹅卵石、鹅卵石

由于大量溢油会渗透到石头缝隙中，所以清洁这些类型的岸线是非常困难

的。这些石头常被重要的植物群体覆盖，因此应细心清洁。

(1) 第一阶段，使用的技术与岩石、人造建筑的清洁技术相同。但是，由于

这种岸线承载能力差，会损害植物群体，不能使用重型机械。

(2) 第二阶段，使用海水高压清洗设备，将石头表面溢油冲入布放有围油栏

和撇油器的水中。在这种操作过程中，有些溢油会渗透到更深的岸线中，溢油

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只有在移开石头后才能进行清洁的地方，应考虑海岸线受

到侵蚀的影响。

(3) 第三阶段，将清洗过但仍粘有油的石头推入海中，这些石头将被海浪冲

刷干净。这一过程应考虑海岸线可能受到的侵蚀。应使用围油栏将需清洁的区

域围起来，不推荐使用分散剂，因为溢油会渗透到沙滩的深处。

5.6.5.2.3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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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沙滩往往受强烈的海浪和潮流作用，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沙滩具有较

高的娱乐价值。在夏季，通常采取立即清除措施，并尽可能的回收污染的沙子，

防止进一步侵蚀沙滩。回收沙子应慎重考虑，进入娱乐性沙滩的通道要求路况

良好，并用石头铺好，以使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第一阶段，回收污染的表面沙子。这种操作既可以使用重型机械设备也

可以使用铁锹和塑料袋。

(2) 第二阶段，人力收集油污沙子，直接装入车辆，运送到临时储存场地，

如果车辆不能进入沙滩，收集的沙子应装在塑料袋里，并防止直接在太阳下曝

晒，以免塑料快速老化。如果将所有油污染的沙子都移走，那工作量会很大。

在涨潮前，应用岸摊围油栏将一段沙滩围控起来，围油栏距离沙滩约 20 米。这

些围油栏正好布放在高于涨潮区并横穿整个岸线前沿，岸滩围油栏应与围控围

油栏相连，在高潮时，犁起或搅拌被潮淹没的污染沙滩。由于搅拌的区域在水

面以下，溢油会再浮到水面上来，可用喷水装置直接向搅拌起来的区域喷射水

流，以使油与沙子分开。

(3) 第三阶段，对于残存的油，可在涨潮前 30 分钟喷洒分散剂，用海水清

洗没有潮汐的岸线，收集焦油球，清除变色的沙子后，覆盖上一层新沙。

5.6.5.2.4有沉积物的岸线

(1) 在多数遮蔽区域，沉积物中含有少量泥和大量的海洋生物。这些区域还

通常是鸟类的重要觅食地，生物对油污非常敏感，泥泞区域和遮蔽区域不宜接

近，这些特点都会给清污工作带来不便，如果进行溢油清除作业，对其造成的

损害可能比溢油本身造成的污染损害还要大，任何清除污染的决定都应经过细



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

64

致的讨论。

(2) 如在这些区域进行清除作业，要挖排泄沟以使低压海水冲洗出来的油流

入收集池中，然后将油泵走。人工对上层油污的清除仅仅适用于非常柔软的泥

沙岸线。盐沼泽和红树林是两个非常特殊的生物种群，对油污染和机械清除非

常敏感。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不采取行动就是最好的处理措施，即使油污损害

的恢复时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5.6.6 有毒液体物质的应急反应措施

由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针对有毒液体物质的相关的应急处理措施，所以一旦发

生有毒液体物质溢漏事故，我们首要解决的就是维护应急反应人员及公众的安

全问题，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民众发出警示，并封锁相

关区域，遵守主管机关采取的疏散警戒与交通控制要求，实施泄漏源控制和泄

漏物处置，并对泄漏危险化学品的分布、扩散范围及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不间

断地监测和评估。具体见《危险化学品污染应急处置方案》。

5.6.7 溢油分散剂的使用

5.6.7.1分散剂的组成、分类及作用

分散剂主要由两种组分组成，即表面活性剂和溶剂。按照 2000 年国家的溢

油分散剂标准( GB18188. 1-2000)，依据其所含表面活性剂和溶剂的比例，溢油

分散剂分为常规型（也称普通型）和浓缩型。

(1) 常规型分散剂溶解溢油能力强，处理高粘度油及风化油的效果好，使用

时应直接喷洒，但喷洒后要搅拌。该类分散剂使用前不能用水稀释，使用比率

（分散剂／油）在 1：1 至 1：3 之间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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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浓缩型分散剂分散溢油效率高，处理高粘度油效果差，使用时可直接

喷洒，也可以与海水混合喷洒，但前者效果更好。该类分散剂喷洒后不需搅拌，

使用比率（分散剂／油）在 1：10 至 1：30 为宜。

5.6.7.2使用分散剂的管理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船舶，码头、设施

使用化学消油剂应事先按照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溢油事故

发生时，如需使用分散剂，按有关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的同时，还应

附送由中国海事局签发的《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2) 根据我国分散剂生产和使用管理的实际情况，为了减少和防止使用海面

溢油处理剂造成二次污染，中国海事局于 2000 年又制订了《消油剂产品检验管

理办法》，对海上使用分散剂、凝聚剂、沉降剂的生产、检验和发证做出了规

定。

(3)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可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a) 溢油发生或可能发生火灾、爆炸，危及人命安全或造成财产重大损失；

b) 溢油用其他方法处理非常困难，而使用分散剂将对生态及社会经济的影

响小于不处理的情况。

(4) 《溢油分散剂使用准则》中规定禁止使用分散剂的情况有：

a) 溢油为易挥发性的汽油、煤油等轻质油品；

b) 溢油已被强烈乳化，形成了含 50%以上水分的油包水乳状液或在环境温

度下呈块状；

c) 溢油发生在对水产资源的生存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海域。



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预案

66

5.6.7.3分散剂的使用及其限制

不同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要求也不同，根据水域的水深、水体交换能力以

及海洋生物等情况将使用分散剂的水域分成三种情况；

(1) 允许使用分散剂。当被分散的油能均匀的混合进入水体，并能发生大范

围的混合稀释，使得分散油的浓度很低，对该水域的任何生物都不会造成影响，

这种水域对分散剂的使用可不做任何限制，使用量根据油量确定。如水深在 20

米以上的开阔海洋属于这一类。

(2) 允许使用分散剂，但使用时间受限或使用量受限，像封闭的海湾和港湾，

如这类水域具有较强的水体交换能力，一天内可以交换 90%以上，就允许使用，

但在使用时还要考虑季节、水深和潮汐特点，如在敏感生物产卵季节就要限制

使用或限量使用。

（3）愿通常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分散剂，如敏感岸线不宜使用分散剂。但当

油的影响周期很长的话，也可以考虑使用。

使用或不使用分散剂的建议

水域或敏感区 建 议

开阔的海洋，水深在 20 米以上 A.可以使用分散剂，并且可能是较好的方法

封闭的海湾和海港

与不稳定的潮间带相邻的水域

与海滨相临的水域

近岸的沙滩、卵石、沙砾区

B.使用分散剂是减轻溢油的一种可行的方法，但

有水体交换能力和水深的限制，还可以优先采用

其他方法，有事可以几种方法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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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地

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

盐滩

潮间带、海草床

掩蔽的岩石性潮间带

掩蔽的卵石海滩

卵石

流砂

C.原则上不宜使用或避免使用分散剂。但在某些

情况下允许使用，如在哪里使用分散剂可被潮和

流充分的冲洗，为了避免油对这些环境的长期影

响，使用分散剂可能被批准。

如在溢油的威胁对一处或几处敏感区有长期的

影响，可以考虑使用分散剂。

5.6.7.4分散剂的用量

在不同水域允许用量是依据分散及产品对生物的毒性确定的。目前，美国

确定分散剂的允许使用量的方法：

（1）根据已被普遍接受的扩散和混合原理，短时间内被分散的油能否均匀

的混合于水体；

（2）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所用的分散剂以及被处理的油决定“油一分散剂”

在水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多少；

（3）“油—分散剂”的最高允许浓度对使用分散剂的水域规定的水质标准

是否可接受；

（4）另外，也可采用现场观察的方法。

5.6.7.5分散剂与溢油的使用比率

（1）一分散剂的使用比率取决于溢油的类型和分散剂本身的特征。不同类

型溢油的可分散性不同，不同分散剂对同一类型溢油的分散能力也不同。因此，

要确定分散剂阿使用比率：既要考虑溢油的比重、粘度、倾点，又要考虑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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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种类和其组分，还要考虑油膜的厚度及其流动状态等因素。

（2）根据经验，分散剂／油的使用比率在 1/10 0—1/10之间，视油的类型、

油膜的厚度而定。相同规模的溢油，比重大、粘度高、倾点高、油层厚，分散

剂的使用比率大；同一规模、同一类型的溢油，油膜越厚，分散剂中的表面活

性剂越不容易进入油层，分散剂的使用比率越大。因此，通常对厚油层进行回

收之后，对海面的飘浮油膜使用分散剂进行处理，表面活性剂容易进入油层，

使分散剂保持正常的使用比率。按照分散剂的实验和使用经验，分散剂与溢油

的使用比率为：

a) 常规型的分散剂／油：1:3—1:1

b) 浓缩型的分散剂／油：1:30—1:10

c) 稀释型的分散剂与水的比率为 1:10，直接使用与清洗油污。

5.6.7.6分散剂的喷洒

分散剂可通过船舶喷洒、空中喷洒和人工喷洒。选用何种喷洒方法，主要

取决于分散剂的类型、溢油的位置、面积的大小以及喷洒分散剂的船舶或飞机

的有效利用率。

5.6.7.6.1船舶喷洒系统

（1）船舶喷洒系统包括下列设备：一个装消油剂的防腐蚀舱、一个消油剂

泵／水泵（纯／稀释的消油剂）、一套测量系统、有喷嘴的喷洒杆、连接的管

系。

（2）使用船舶的优点是操作灵敏性高，可对大面积溢油直接喷洒。喷洒杆

的长度从几米到 8~10 米不等。喷嘴常通过可伸缩的水管与喷洒杆相连以使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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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接近水面。

（3）虽然系统的喷洒量相差非常大，大多数喷洒系统的设计结构既可以满

足喷洒纯消油剂，又可以满足喷洒稀释的消油剂的要求。

5.6.7.6.2手持喷洒

手持喷洒是采用人工手持喷洒系统喷洒用具进行喷洒，这只能由一个人来

操作。

5.6.7.7喷洒作业的控制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海上进行喷洒作业，都要求客观的、连续的评价喷洒

工作的有效程度，以防浪费价格昂贵的分散剂。为此，在船舶或飞机进行喷洒

作业时应给予有效的引导。喷洒作业时注意如下几点：

（1）通常，喷洒次序要从油膜的较厚部分以及油膜的外部边缘开始，不要

从中间或油膜较薄的地方开始。

（2）如果油膜在近岸海域，最好的作业方式是尽可能与岸线平行作业。

（3）船舶顺着风向作业以避免分散剂被吹到甲板上，飞机最好逆风作业。

（4）如果油带为一窄条，与风向垂直，则飞机或船舶都应在油膜的上风向

沿着油带喷洒。鉴于分散剂因为受风的影响而横向偏移，船舶只能用下风侧单

臂喷洒。

（5）分散剂的喷洒作业应尽可能在溢油事故发生后的短时间内进行，因为

时间过长，油的风化会造成“乳化”，降低分散效果。

5.6. 7. 8分散剂喷洒时的安全措施

（1）消油剂是化学品，这就需要人们在操作消油剂时注意安全。在使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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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剂时一定戴好安全眼镜和 PVC 手套，同时建议使用呼吸面具以防吸入消油剂

的蒸气。

（2）使用消油剂后，一定要用肥皂清洗手和脸。特别是在吃东西之前一定

要洗手。

（3）在使用旧消油剂（保存时间多于十年）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们

可能分解成毒性更大的组分。现行法规也可能不允许它们的使用了。

（4）当合理使用后，消油剂将油从海水表面清除并使它分布于下层水中。

海水表层三米的水中，油／消油剂的含量可能达到有毒程度。通常这只持续很

短一段时间，因为海水的运动会使油滴不断迅速的被稀释。

（5）在允许使用消油剂的国家，消油剂的使用通常遵守特定的法规。在水

深不小于 10 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使用消油剂，一些国家要求 20 米。消油剂

要经过检验和允许后方可使用。消油剂和油反应后的毒性不能大于油的毒性。

即使允许使用，消油剂也不能用于静水海域及工厂的进水口（如脱盐，电厂的

冷却水，盐田）。

5.7 应急反应中回收污染物处理方案

5.7.1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回收污染物处理的总体要求和策略

为了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中污染物的临时储存、接收运输和送

岸处置管理，保障接收运输作业安全，防止环境二次污染的发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南

通市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和交通部制定的《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规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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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运输的特殊性制定处理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

5.7.2回收到的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5.7.2.1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1）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一般为油类和非油类危险品。

（2）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的种类为油类的危废类别为：HW08，HW09。

5.7.2.2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和类别

（1）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一般为含油类、生活垃圾和非油类危险品。

（2）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种类为含油类的危废类别为：HW08。

5.7.3回收到的污染物的临时储存方案

5.7.3.1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回收到的液态污染物采用污染应急反应船或溢油

应急辅助船的污油水舱临时储存，各船污油水舱临时储存容量情况见附件三。

5.7.3.2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回收到的固态污染物的临时储存采用“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篮”袋装后临

时储存，“固态污染物临时储存篮”需配备帆布盖，以防雨水。

5.7.4 应急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方案

5.7. 4.1应急清污船舶的清洗

（1）应急清污船舶外侧壁的清洗可采用适量消油剂擦拭后，用高压清洗机

清洗；

（2）应急清污船舶甲板可采用适量消油剂擦拭后，用高压清洗机清洗，清

洗废水收集后运送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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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2应急清污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

5.8 应急反应结束

5.8.1应急反应结束的条件

(1) 污染事件现场已经得到控制，事件装置已处于安全状态。

(2) 已采取保护公众免受污染危害的有效措施，造成的危害已经消除且无继

发的可能。

(3) 环境质量处于恢复之中。

(4) 事件现场的应急反应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8.2宣布应急结束

(1) 重（特）大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由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

心报请市或省政府部门批准后，下达结束应急工作指令；一般、较大船舶污染

事故由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指挥中心报请南通市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批准

后，下达结束应急工作指令；

(2) 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收到结束应急反应工作指令后，

下达本公司结束应急反应工作指令。

5.8.3应急结束后的其它工作

(1) 相关专业应急人员对遭受污染的应急装备、器材实施消毒去污处理。

(2) 现场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应急人员有序撤离。

(3) 应急反应工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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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对外信息发布

公司作业船舶如发生重（特）大污染事故，对外相关公众信息由海上船舶

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请示上级批准后，由公司授权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发

布，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应急信息或接受媒体采访。

6．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保障

6.1 应急反应的外部支持保障

6.1.1 安全保障

6.1.1.1污染清除作业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是溢油清除作业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部门应加以重视，

因为这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即使很小的岸线清除活动也要处理好这一问题。

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作业时应划定作业区，并设定警示标志。应有专门人员对作业区进行

警戒，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公众应与作业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妨碍有关

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

（2）相关部门对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可能扩散到的地方进行监测，并设置

警示标志；

（3）志愿者必须进行简短的培训后方可参与一些简单的作业；

（4）如果允许记者和摄影者到溢油现场，应告知他们要采取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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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污染应急反应专家组在溢油应急指挥中心领导下开展工作，成员主要是

法律、环保、水产、污染物清除、化学品处理、航运、保险等方面的专家，主

要职责是为污染应急反应提供技术支持，为污染事故的防治对策、应急反应行

动、污染损害评估、索赔等方面提供技术建议，并对溢油事故总结和本预案的

修改完善提出参考意见；

6.1.1.3 在南通海事主管部门按防护和应急反应作业的不同要求，将海上船舶污

染可能涉及的范围划分为应急反应作业区域、防护区域和安全区域，提出各区

域监控点位的布局要求，及时发布通航警示、警告或交通管制后，实时调整警

戒区域范围，并明确各专业应急人员在各区域、各时段的应急重点。

6.1.2 交通运输保障

6.1.2.1 提请交通道路主管部门根据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的需要，保证应急处理运

输车辆途径道路的畅通，确保应急车辆和所运输应急资源顺利快捷到达。

6.1.2.2 提请港口码头为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和辅助船舶提供应急资源装载专

用通道。

6.1.2.3 海上船舶污染的快速监测和跟踪

针对海上船舶污染的分布情况及特点，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中心由应急

指挥中心专业技术方明确监测方法，装备监测仪器，配备专业监测人员，制定

应急监测方案，以保证在海上船舶溢油后，通过现场监测布点、采样、分析化

验等快速反应行动，尽快将监测数据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为应急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

6.1.4 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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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卫生主管部门明确承担医疗卫生保障的医院，配备足够的技术力量和

医疗物质，保证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过程中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

6.1.5 海洋气象预报

根据南通市气象局针对事故海域提供的气象信息及近期气象预报趋势，及

时制定相关处置技术方案，并避免气象灾害带来的风险。

6.1.6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的外部支持保障应急联系一览表

序号 支持保障部门 支持保障内容 联系电话

1
南通海上搜寻救助

中心海巡五大队

设立事故应急反应海域警戒警区域和通

航警示、警告或交通管制。
0513-84513879

2
江苏洋口港港务有

限公司

交通运输保障、港口码头为海上船舶污染

应急反应和辅助船舶提供应急资源装载

专用通道。

0513—80860092

3 如东县人民医院

医疗卫生保障，保证在海上船舶污染应急

反应过程中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

120

5 如东县气象局
及时提供事故海域气象信息及近期气象

趋势。
0513-55080622

6
污染应急反应专家

组

应急反应技术支持，为污染事故的防治对

策、应急反应行动、污染损害评估、索赔

等方面提供技术建议，并对溢油事故总结

和本预案的修改完善提出参考意见。

1382177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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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司应急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

6.2.1公司应急物资储备保障

6.2.1.1 各责任单位结合其应急职能，根据服务海域主要环境污染物种类、性质

以及辖区海域内船舶特点，提出应急反应技术装备和消耗材料的储备计划，列

明所需应急物资品种、数量等，经应急反应专家组审查，报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总指挥审定后予以配置；

6.2.1.2 各责任单位负责对本单位应急反应物资储备的管理。

6.2.2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情况（见附件 2、3、4）

6.2.2.1 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储备方式为：直接购置仓库、处置船储

存储备和与供应商协议生产储备；

6.2.2.2 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资源储存仓库地点和值守电话

序号 仓库名称 地 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溢油应急设备库
洋口港开发区中心路与中隔

堤路交叉口
王海青 13862777053

6.2.2.3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物资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 支持保障内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苏州海宝有限

公司

围油栏系列、收油机、消油剂、

吸油材料、相关辅助设备
沈丹凤 13776051707

6.2.3 公司根据需要建立应急反应专项资金账号，常备 50 万元专项资金，并日

常储备 10万元现金，确保应急物资及时到位和后勤保障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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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应急反应通讯保障

6.3.1 应急反应行动通讯设备

6.3.1.1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通讯设备

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设立固定电话 2 部，移动电话 6 部，无线电高频电话 1

台，（VHF）1 和（VHF）2频道上常开。

6.3.1.2 现场指挥人员通讯设备

移动电话 8部，手持对讲机 20部，无线上网笔记本电脑一台。

以上设备由现场指挥人员赴现场时携带，用于现场与应急指挥部的通信联

络，以及将现场情况（包括图像、图片资料）传输至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6.3.2 应急反应通讯方式

指挥系统由有线电话、手机和对讲机组成，采取有线通讯与无线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应急通知的下达与接收，以有线通讯为主，利用有线电话和网

络实现与事发现场的应急人员联络，以无线通讯为主，通过手机、对讲机通讯

系统实现。

7．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后期处置和管理

7.1 应急反应效果评估

7.1.1应急监测队伍继续监测事故现场和评价环境污染状况，直至基本恢复，必

要时，对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应作跟踪监测。

7.1.2 应急指挥中心组织专家进行应急反应效果评估，责成责任单位予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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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对应急过程实施评估

7.1.3.1评估的依据：

（1）应急反应过程记录；

（2）各应急反应机构的总结报告；

（3）现场应急过程的其它应急信息；

（4）应急的实际效果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5）公众的反应等。

7.1.3.2评估的主要结论包括：

（1）事件等级；

（2）应急各项任务完成情况；

（3）是否符合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要求；

（4）人员的出动是否及时；

（5）应急保障物质是否充分、有效；

（6）应急反应机构、人员之间的协作是否高效；

（7）应急反应是否科学合理；

（8）发布的公众信息内容是否真实、时机是否得当，公众的反应如何；

（9）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

（10）需得出的其它结论等。

7.2 应急反应费用结算和索赔

7.2.1 索赔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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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可以向南通海事局提交索赔调解申请，要求进行调解；

7.2.1.2向船舶污染事故责任方直接提交索赔；

7.2.1.3也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

7.2.2 申请索赔应提供的资料

7.2.2.1 污染清除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污染事件的情况概述；本单位（部

门）参与应急反应行动的情况介绍；污染清除费用的详细说明（包括计算方法

和计算依据、标准等）等。

7.2.2.2关于污染损害和清污工作的详细记录、日志、图片、录音、录像资料等。

8．海上船舶污染培训和演习

8.1 培训计划

8.1.1 组织单位：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8.1.2 参与单位、人员：公司所有单位及相关人员

8.1.3 培训类别：

（1）应急预案培训

（2）应急预案内容更新培训

（3）应急预案演习培训

8.1.4 应急预案培训内容：

（1）污染事故的相关知识；

（2）建立污染应急反应预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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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预案》的组成及各环节的主要内容；

（4）各类污染应急反应设备的使用方法及适用范围；

（5）污染应急反应策略的相关知识；

． （6）其他有关知识。

8.1.5 培训时间：

（1）每年组织二次培训

（2）应急预案内容更新后三个月内组织知识更新培训

（3）应急演习结束后针对演习内容及问题可组织培训

8.2 演习计划

8.2.1 组织单位：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

8.2.2 参与单位、人员：公司所有单位及参加过应急预案培训的工作人员

8.2.3 演习频次： 每年 2 次适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综合

演练。

8.2.4 演习目的

（1）促进公司各单位及相关人员熟练掌握各自应急职责；

（2）促进应急反应各个环节快速、协调、有效地运作；

（3）检查应急设施设备的性能；

（4）检验和考核各级应急反应人员业务技能水平，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应

急反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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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演习内容

8.3.1 桌面演习

桌面演习是一假定的溢油情景，在参与应急反应的成员间开展相互讨论，

不需动用设备。演习的重点在于各参演人员在演习中的作用和行动、不同成员

间的相互影响、有关信息的形成和反应策略等。主要检验下述几个方面的应急

能力：

（1）报警通知

（2）快速、准确地传送信息

（3）各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初期简单的室内演习形式可以针对某一种情景，由参演人员按照应急计划

的内容，开展各自应反应行动。

复杂的学习可以如今成员单位参与，各单位成员参与扮演应急反应中各自

的角色。

桌面演习应该事先做好通知，以确保人员到位，通常持续 2到 8个小时。

8.3.2 现场模拟演习

现场模拟演习是假设某一溢油情景，按照预案提供的反应策略开展应急反

应。主要演练和检验下述几方面内容：

（1）反应速度

（2）应急反应资源调配

（3）人员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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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操作

（5）反应人员能力

根据污染规模可将现场模拟学习分为两类：

（1）中小规模污染的应急演习，模拟情景可以是一起较小的海事或油管道

事故，演习行动通常只动用公司资源。通常需要半天时间。

（2）重大污染事故的应急演习，模拟情景可以是重大海上事故，演习行动

需要动用当地资源，必要时动用国家资源。大规模的应急演习较为复杂，需要

模拟溢油事故中多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和各成员单位的参与，而且可能需要成立

一个演习指导委员会来组织和开展演习。通常需要持续一整天，第二天再进行

汇总。

尽管演习的规模和内容不同，但都应遵循以下指导性原则：

（1）严密的组织和管理

（2）设定明确、逼真和可量化的演习目标

（3）初期经常开展简单的学习有助于迅速提高演习水平

（4）在参演人员缺乏经验时不要开展复杂的演习

（5）演习行动、地点和参演人员不宜过于复杂

（6）演习后的评估与演习同等重要

8.4 演习评估

8.4.1评估演习情况对继续提高反应能力至关重要，演习的这一分阶段包括对演

习数据和报告的收集和分析、整理演习结果、做出对有关应急计划、设备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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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及队伍培训方面的改进意见。

8.4.2演习信息来自演习指导人员的报告、指定评估人员的报告，以及所有参演

者和在演习中扮演有关角色的人员反馈的意见。

8.4.3演习情况分析工作应基于演习结果是否与事先确定的演习目标相吻合，以

及每个参演人员在各自担任的角色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应根据应急队伍及

个人在演习中表现以及各成员内部的关系推断出实际发生溢油时的可能情形。

分析内容还应包括影响演习目标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因素,分析各成员对一些重

大问题的不同认识,并做出解释。

8.4.4 整理演习结果就是用适当的报告格式汇总演习情况,公平的反应评估人和

协调人员的一致意见，向各成员单位和所有参演人员反馈演习情况，并报备南

通海事局。

8.4.5经过上述过程后，根据演习报告对整个溢油反应工作提出建议，这些建议

可包括对应急计划的修订、增加培训、人员调整、设备维护或重新布置、增加

通讯设施等内容。

8.4.6最后由应急预案编制单位落实修改意见。

8.4.7所有培训和演习应按要求做好记录。

9．奖励与责任追究

9.1 对积极参加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由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给予表彰、奖励，并报南通海上搜救分中心、南通市

海上溢油应急指挥中心建议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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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推诿、故意拖延、不服从、干扰公司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和南通搜救分中心

协调指挥，未按照本应急预案规定履行职责的单位、责任人，由公司应急反应

指挥中心给予通报批评，并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或给予处分。

9.3 有关人员因参加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行动导致伤亡的，按相关规定和政策

给予抚恤优待。

10.应急预案的管理

10.1 预案编制与运行管理

10.1.1 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负责应急预

案的编制、修订和管理，并按规定报送南通海事局批准备案。

10.1.2 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主要成员负责应急预案的日常运行管理和监督。

10.2 预案修订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污染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应组织修订预案：

（1）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对应急组织机构、政策和管理做出了调整；

（2）应急反应的技术和对策有新的发展；

（3）环境敏感区发生变化；

（4）演习、演练、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和日常工作过程中发现应当修改、完

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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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11.附则

11.1 名词术语解释

11.1.1 污染事故：是指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发生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它有

毒有害物质排放、泄漏或释放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11.1.2 应急反应：旨在防止、控制、清除、监视、监测等防治船舶溢油污染所

采取的任何行动。

11.1.3 应急预案：是指按规定报南通海事局批准、备案的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

限公司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反应预案。

11.2 实施时间

本应急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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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船舶污染清除应急防备待命级别资源配置要求

序

号

应急防备待命资源 待命级别防务资源数量

应急资源名称 单位 1级 2 级 3级 4级

1
应急

船舶

溢油应急反应船
艘

2 1 0 0

溢油应急辅助船 8 6 3 2

2 卸载泵
高粘度

T/h
150 100 50 15

中、低粘度 150 100 50 10

3 收油机
高粘度

M
3
/h

300 150 30 15

中、低粘度 100 100 50 10

4

围

油

栏

900 型固体浮子

米

3000 1000 1000 1000

1500 型固体浮子 2000 1000 0 0

WQV750T 岸滩式 4000 2000 1000 400

FW900 防火式 400 200 200 0

5
消耗

材料

吸油拖栏 米 4000 1000 500 300

吸油毡 吨 12 6 3 1

溢油分散剂 吨 20 10 2 1

6 临时储存装置 吨 1600 1000 400 100

7
清洁

装置

热水型 台 4 2 1 1

冷水型 台 2 1 1 1

8
喷洒

装置

船用 台 4 2 0 0

手持 台 8 4 2 1

9
应急

人员

高级指挥员 名 4 3 2 2

现场指挥员 名 10 6 4 3

现场作业人员 名 45 30 20 15

10 通讯保障 按计划配置

11 后勤保障 按计划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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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人员名单

序号 职务 姓名 资质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1. 总指挥 唐卫东 高级指挥 董事长 13806279839

2. 副总指挥 熊光辉 高级指挥 总经理 13773659378

3. 对外协调组长 吴海燕 高级指挥 经 理 13813623825

4. 后勤保障组长 尤思远 高级指挥 经 理 13912208959

5. 专家技术组组长 陆玉明 现场指挥 副总经理 13962759177

6. 技术主管 郑宏程 现场指挥 经理 13776901348

7. 现场记录主管 徐美霞 现场指挥 经理助理 13813735199

8. 技术主管 陈 佩 现场指挥 主 管 13626298938

9. 后勤保障主管 唐 婧 现场指挥 职 员 13625238517

10. 对外协调主管 葛坤生 现场指挥 经理 13625233728

11. 现场记录 吴文文 现场指挥 职员 13776929894

12. 仓库主管 王海青 现场指挥 职员 13862777053

13. 后勤保障主管 郁鹏鹏 现场指挥 职员 18251358834

14. 作业主管 涂熊凯 现场指挥 职员 13646287148

15. 船舶队长 沈十平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5251374016

16. 作业 1班长 冯志兵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218282156

17. 车队队长 吴功山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3912863509

18. 作业 3班长 黄达军 现场操作 作业班长 1531777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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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作业 2班长 周 林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996500382

20. 安全主管 于爱国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584608131

21. 现场作业人员 周新明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345127222

22. 现场作业人员 孙雪峰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12866681

23. 现场作业人员 徐美霞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813735199

24. 现场作业人员 李青青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921696551

25. 现场作业人员 朱新锋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862475313

26. 现场作业人员 陶晨晨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352694555

27. 现场作业人员 吴欢州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162818838

28. 现场作业人员 陈磊彪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862785670

29. 现场作业人员 陈网楠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994166092

30. 现场作业人员 宋亚军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862784789

31. 现场作业人员 刘雪东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62933062

32. 现场作业人员 钱国涛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252641201

33. 现场作业人员 杨 洋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016720610

34. 现场作业人员 张祥阳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063583901

35. 现场作业人员 晁卫兵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240590669

36. 现场作业人员 朱 军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260538173

37. 现场作业人员 管阳阳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251355564

38. 现场作业人员 邢 皓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862788887

39. 现场作业人员 秦 兵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235229618

40. 现场作业人员 冒 军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2168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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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场作业人员 朱晓杰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262748548

42. 现场作业人员 季 律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301433275

43. 现场作业人员 陶爱泉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358777579

44. 现场作业人员 谢世荣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584632777

45. 现场作业人员 刘志勇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252806868

46. 现场作业人员 刘 沛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62755228

47. 现场作业人员 李栋燚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251946925

48. 现场作业人员 仲玮珉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62756568

49. 现场作业人员 吴思昱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094389256

50. 现场作业人员 涂志强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79117992

51. 作业 4班长 俞永夫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732533951

52. 现场作业人员 徐中和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3962727672

53. 现场作业人员 琚荣伟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8761750077

54. 现场作业人员 任俊飞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996686030

55. 现场作业人员 但红远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722513376

56. 现场作业人员 王国辉 现场操作 普通职工 1524059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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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船舶污染清除设备设施、器材一览表

项目 名称 型号 数量 具体要求

围油栏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1500D

2000

米

1、如果根据当地水域的特点，需要调整围油

栏类型或总高要求的，应当经过国家海事管

理机构的认可。

2、对防火围油栏的要求仅适用于为油轮及石

油开采平台过驳提供污染清除服务的船舶污

染清除单位。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900D

3000

米

岸滩式围油

栏
WGV600T

4000

米

橡胶浮子式

围油栏
TXW1000

1000

米

防火围油栏 WGJ900H 400米

围油栏配

套设施

充气机 CQ 2 台

充水机 CH 2 台

收油机

动态斜面收

油机
DXS250 1 台

1、回收能力指单套或多套收油机每小时回收

油水混合物的总量。

2、高粘度收油机应具备回收以下油品的能

力：

（1）在 15℃时密度大于等于 900 kg/ m3

的原油；

（2）在 15℃时密度大于等于 900 kg/ m3

或 50℃时流动粘度大于等于 180 mm2/s 的燃

油。

3、中、低粘度油收油机应具备回收以下油品

的能力：

（1）在 15℃时密度小于 900 kg/ m3的原

油；

（2）在 15℃时密度小于 900 kg/ m3或 50℃

时流动粘度小于 180 mm2/s 的燃油。

侧挂式高粘

度收油机
DSX300 1 台

转盘式收油

机
ZS100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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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洒装置

船上固定式

喷洒装置
PSB140 4 台 1、船上固定式喷洒装置应具有不低于

135L/min/套的喷洒量。

2、便捷喷洒装置应具有不低于 18 L/min/套

的喷洒量。
便携式喷洒

装置
PSC40 8 台

清洁装置

热水清洗机 BCH0717A 4 台

1、热水清洁装置温度应不低于 80℃、压力至

少达到 8mpa。

2、冷水清洁装置压力应至少达到 8mpa。

3、热水清洁装置可替代冷水清洁装置。

4、如果根据服务水域的气候特点，需要调整

冷热水清洁装置的比例和数量要求的，应当

经过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的认可。

冷水清洗机 QX18 2 台

吸油材料

吸油拖栏 XTL200
4000

米
吸油拖栏直径大于等于 200mm。

吸油毡 PP-2 12 吨

环保型消油剂 20 吨

溢油分散

剂

化学吸收剂 3吨 1、如配备浓缩型溢油分散剂，应按浓缩比例

换算成常规型溢油分散剂的配备量。

2、如配备溢油凝聚剂，可按照其处理能力替

代相应数量的溢油分散剂。化学吸附剂 2吨

卸载装置
卸载泵

（进口）
XZB300 1 套

1、卸载能力指单套或多套卸载装置每小时卸

载油品的总量。

2、一级单位应至少配备 1套 150 m3/h 及以上

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卸载泵；二级单位应

至少配备 1套 100 m3/h 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

品能力的卸载泵；三级单位应至少配备 1 套

50m3/h 及以上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卸载

泵；四级单位应至少配备 1套 15m3/h 及以上

卸载高粘度油品能力的卸载泵。

临时储存

装置
储存架 WGJ900HCJ 40 个

临时储存能力指单套或多套临时储存装置的

总存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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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船舶一览表

序号 船名 船舶类型 总吨（T） 净吨（T） 主动功率（KW） 位置 备注

1 洋口港油 1
溢油应急处

置船
312 174 220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2 洋口港油 2
溢油应急处

置船
263 147 202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3 洋口油 558 辅助船舶 497 278 218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4 洋口油 8 辅助船舶 47 26 91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5 洋口油 10 辅助船舶 47 26 91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6 洋口油 16 辅助船舶 39 21 77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7 泰昌 1 辅助船舶 161 48 193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8 海交 006 辅助船舶 95 28 184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9 海交 008 辅助船舶 164 49 397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10 海交 69 辅助船舶 495 277 290 南通港及近海水域 沿海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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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岸线溢油清除技术

序号 清除方法 适用岸线类型 何时采用

1 无需行动 所有类型的岸线
清除行动较之油自然消除损害

更大

2 人工清除 所有类型的岸线 中、轻度油污

3 吸附清除
所有类型的岸线，特别是防冲乱

石

在大量油污清除后，流动的易

被吸附的油，其黏度和厚度应

能被吸附材料吸附

4
清除沾油垃圾

和漂浮物
能安全进入的任何类型的岸线

不断释放油污的沾油垃圾和漂

浮物

5 挖沟 细沙滩；中、粗粒沙滩；砾石滩 表面冲洗无法清除时，液态油

6 清除沉积物 有表面沉积物的岸线 清楚有限的油污沉积物

7 用附近水冲刷 缓坡岩质岸线 油仍然流动，油渗入砾石时

8a
用附近水/高

压冲洗

砾石滩、防冲乱石和海墙、沼泽

和红树林
新鲜油污呈液态

8b
用附近水/高

压冲洗
防冲乱石和海墙 当低压水冲洗无效时

9
热水/中、高压

冲洗

严重污染的砾石滩、防冲乱石和

海墙

油被风化，附近水低压冲洗无

效时

10
热水/高压冲

洗

严重污染的砾石滩、防冲乱石和

海墙

油杯风化，附近水高压冲洗无

效时

11 沙浆冲洗 防冲乱石和海墙 重质残油，热水冲洗无效时

12 真空回收 能进入的任何类型的岸线 流动的液态油

13
沉积物重新改

造利用
暴露于海浪频繁汹涌的滩涂 滩涂表层下有大量油污

14
沉积物清除、

净化和复位
沙质滩、砾石滩 滩涂表层下有大量油污

15 剪除植被
长有草本植被的沼泽地、海草地、

不包括红树林

油污植被污染野生生物的风险

大于剪除植被的价值

16 化学处理

A、用弹性胶固化油

B、化学制品保护海滩

C、化学制品清洗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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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船舶污染应急处置的总体策略

1.1 服务区域特点及船舶污染风险

南通港地处长江和沿海“T”字型的交汇点，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十一五”期间，南通深入实施“沿江开发、江海联动”战略，在加快沿

江港口开发建设的同时，沿海港口的开发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2008 年，

洋口港区、吕四港区均实现初步通航，南通港由“江河时代”迈入“江海

时代”。《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划建设综

合性、公用性、工业性三类港区。其中，综合性港区包括狼山、通海、如

皋、洋口、吕四、通州湾等六大港区，是南通港综合运输的核心枢纽，为

长江中上游和中西部地区提供服务；公用港区包括南通、江海等两大港区，

主要为腹地经济发展提供公共运输服务；工业港区包括天生港、任港、富

民、启海等四大港区，主要为后方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的临港工业发展服务。

到“十二五”期末，南通港沿江港区吞吐量要实现突破 2 亿吨，南通港江

海港区吞吐总量要突破 2.5 亿吨以上。

本公司作为具有一级清污资质的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有能力在南通港

及其近海水域为船舶提供溢油和其它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泄漏污染事

故应急服务。

本公司从应急反应程序、清污方案选择、典型场景三方面提出总体应

急策略。在典型场景中分船型和油种分列浦污策略。对于某一次特定的溢

油事故，根据事故发生时的船型、泄漏油种、气象海况选择清污措施。

1.1.1区域内船舶污染物质种类主要有：



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5

◆燃油、润滑油污染

◆货油污染

◆液体有毒有害性物质污染

1.1.2区域内船舶污染风险主要有：

◆操作性污染

包括船舶供受油作业，装卸污染危险性货物，排放舱底水、压载水造

成的污染等。

◆事故性污染

包括船舶发生碰撞、搁浅、沉没等事故后，船舶破损泄漏污染物。

1.2 应急处置的总方针

维护人员、设施随时可用，保持 24小时应急值班，服从主管机关指挥

调遣，不断提高清污作业技能。

1.3 应急处置的总策略

控制扩散为先，物理回收为主，化学清除为辅。

1.3.1首先控制污染源，防止进一步泄漏，使用围油栏等工具围控污染物，

防止进一步扩散；

1.3.2随后，采用回收船、吸附材料或人工捞取的方式回收污染物；

1.3.3为防止污染影响敏感区域，在主管机关许可的情况下，可采用焚烧处

理、化学消油剂处理等方式处理不能回收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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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区内主要船舶类型及其载货种类的应急

堵漏、卸载等污染控制方案

在对海面污染采取围控和清除等措施的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污染源，防止和阻止污染物的进一步泄漏。污染源控制措施包括：堵漏、

卸载转驳、船舶脱浅等。

2.1 服务区内主要船舶类型及其载货种类

普通货船（载运普通干散货和集装箱），油船（载运柴油、沥青和燃料

油）、散装液体化学品船（载运植物油、液体化工品）、客船、施工船。在

堵漏和卸载中，应根据污染物的危险特性，采取防火、防爆、防人员伤害

等措施，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2.2 应急堵漏方案

2.2.1关闭有关开口和阀门，围控船舶污染。船舶破损进水后，协助船方将

各层甲板及货舱的水密舱室界限上的一切开口迅速关闭，关闭有关控制阀。

同时使用围油栏对船舶进行围控。

2.2.2查明损漏情况。协助船方查明破损位置及大小。

2.2.3保持船体平衡。协助船方采取移载法（将油、水调驳到损漏相反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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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排出法（排出倾斜一侧的油、水以达到平衡）、对称灌注法（向损漏

舱室对称位置灌注海水以恢复平衡）保持船体平衡。

2.2.4应急堵漏。根据破损位置和大小形状，协助船方采用堵漏毯、堵漏板

等堵漏材料堵塞漏洞。

2.2.5在船舶作业中发生污染物溢漏或柴油机滑油冷却器带油造成污染的，

迅速协助船方关闭有关机器、泵、阀门，用围油栏围控船舶。

2.3 应急卸载方案

当船舶发生破损或搁浅事故，控制污染源另一主要措施是卸载转驳。

根据船舶所载污染物情况，采用应急处置船搭载的专用应急卸载装置或船

舶自有卸载装置，将事故船污染物卸载转驳至应急处置船或其他辅助油船。

卸载要确保船舶平衡和船舶强度，不致造成船舶倾覆或断裂。卸载前，

查看船舶稳性资料，制定各舱卸载顺序；卸载过程中，勤测船舶吃水、各

舱内液位和船体受力情况，防止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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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区内主要敏感资源的围护方案

3.1 服务区主要敏感资源：

敏感资源
清除技术

优先采用的 可采用的 不建议采用的 避免采用的

软底潮间带 自然恢复 人工清除
清除底质真空

／泵吸
沉降剂

潮间带海草床 自然恢复

低压冲洗

生物挽救

分散剂

人工清除

吸油材料

沉降剂

清除底质

高压冲洗

真空／泵吸

人工割除

盐碱沼泽地

围油栏、撇

油器

低压冲水

加强排水

自然恢复

分散剂

吸油材料

生物挽救

人工割除

焚烧

高压冲洗

人工清除

沉降剂

清除底质

对于生态敏感区，污染清除分为优先采用的、可采用的、不可行的和

避免采用的几种方案，见下表，分别说明如下：

优先采用的——引起最小的生态影响

可采用的——可以采用，但能引起某些生态影响

不可行的——可能会引起严重有害的生态影响

避免采用的——生态上不能接受的，通常会引起严重有害的生态影响

3.2 服务区主要敏感资源保护原则

3.1.1 任何情况下，都应最先保障人命安全与健康；

3.1.2 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向敏感区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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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由于设备、材料和人力限制，不能对所有敏感区域提供保护时，按优

先次序对重要区域优先作出保护；

3.1.4 决定优先保护次序，可以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1)该区域可能遭受油污染损害的程度；

(2)围护该敏感区域可能达到的效果；

(3)清除工作的能力和效果；

(4)敏感资源撤离的可能性。

3.3 服务区主要敏感资源围护方案

3.3.1 尽可能围控住污染源，防止和减少污染物扩散，必要时加双层或多层

围油栏；

3.3.2 围护包住敏感资源区域，将污染物挡在区域之外；对连岛海滨浴场、

核电站取水口、在海一方公园、内港区等较小区域可采取本方式；

3.3.3 当区域过大、不能完全围护时，根据潮流、风向采取拦截导向围护

方式，将污染物导向敏感资源区以外的区域。对港外养殖区、水上体育训

练中心、海州湾渔场等较大区域可采取本方式；

3.3.4 根据开阔水域、非开阔水域、岸线防护需要分别选用不同的围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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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上污染物回收和清除方案

4.1 海上污染控制和清除技术

对于持久性的油类，应以围控、回收为主。对于非持久性油类，应以围控、

清除为主。

◆围油栏，一种作用是将溢油围控和集中，便于回收；另一种作用是将溢

油进行拦截和导向。围油栏有多个种类和多个规格，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目

的和工作环境，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回收装置，包括收油机、撇油器等，独立设备或是配备在专用船上，主

要回收较厚溢油。

◆吸附材料，包括吸油毡、吸油拖拦及草席等，主要用于吸附较薄溢油。

应用场合包括：油未扩散时清除围油栏以外的油，吸附较薄油层，溢油到

达岸边不易处理时。吸附材料注意在油未扩散前集中密集使用，并及时回

收。

◆溢油处理剂，主要用于处理大面积厚度较薄溢油，厚度大于 1毫米不宜

采用。另外，水温低于 15℃，风浪较大的海况下，使用效果不理想。使用

应获得主管机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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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港内船舶污染的应急处置方案

4.2.1 溢油应急围控

4.2.1.1 围控方案

◆廊桥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岸基码头船舶污染围控方案

4.2.1.2 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情况及溢油情况合理选用适用种类

和规格的围油栏。

4.2.1.3 围油栏的施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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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可采用单船布放、双船布放、三船布放、沿岸

布放等适用方式。必要时，可布放双层或多层围油栏，确保溢油不会扩散。

4.2.2 溢油应急回收

船舶港内溢油污染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码头海域内海况、

风、流等情况，采用工作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收油机、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

行应急回收。

4.2.3 溢油应急清除

对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4.2.3.1 吸油绳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吸油拖栏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4.2.3.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工作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2.3.3 喷洒溢油处理剂清除水面溢油

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效果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可

采用适量溢油分散剂喷洒清除水面溢油。

4.3 港外开阔水域发生船舶污染的应急处置方案

4.3.1 溢油应急围控

4.3.1.1 事故船舶污染围油栏围控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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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1

围油栏围控船舶污染清除方案 2

4.3.1.2 围油栏的布放方式

围油栏采用溢油应急处置船 1 配合辅助船舶 1施放上图方案 1所示 J

型，以便溢油应急处置船 1 回收水面溢油。

围油栏采用两艘溢油应急辅助船舶 1、2配合施放上图方案 2所示 U型，

以便溢油应急处置船 1回收水面溢油。

4.3.1.3 溢油应急围控设备的选用

根据服务海域内码头海况、风、流等情况及溢油情况合理选用适用种

类和规格的围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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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事故船舶内燃油或货油（液）的应急卸载

在溢油应急围控的同时，对需要卸载转驳的，按应急卸载方案执行。

4.3.3 溢油应急回收

溢油污染采用 J 型（或 U型）应急围控后，根据污染物特性和事故海

域内海况、风、流等情况，采用溢油应急处置船搭载选用相应的收油机、

撇油器对围控溢油进行应急回收。

4.3.4 溢油应急清除

对水面少量或不能集中回收的溢油，采用以下方式应急清除：

4.2.4.1 吸油拖栏围控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配合工作船施放吸油拖栏围控吸附清除较大面积水面溢油。

4.2.4.2 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溢油

采用快艇、工作船投放吸油毡吸附清除水面小范围的溢油。

4.2.4.3 喷洒溢油处理剂清除水面溢油

在确认溢油分散剂清除效果良好的情况下，经海事主管部门许可，可

采用适量溢油分散剂喷洒清除水面溢油。

4.2.4.4 其他清除方法

（1）现场焚烧，在难以回收而环境条件允许燃烧处理时，可使用焚烧

方法处理，焚烧点应与海岸、附近船舶、敏感区保持适当距离。

（2）生物除解，选用能有效降解石油产品的微生物，清理海上污染物。

（3）沉除处理，把比重大的亲油物质撒布于油面上，与油一起沉降到

海底。常用的材料有液体：四氯乙烯，固体：石膏、沙子、硅藻土、砖瓦

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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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敏感资源区的应急防护处置方案

对污染可能危胁敏感资源区，按敏感资源区围护方案执行。下图为可

选方案之一：

4.5 危险化学品污染应急处置方案

危险化学品种类繁多，由于其性质不同，应急处置方法各不相同，总

体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4.5.1 遵守主管机关采取的疏散警戒与交通控制要求

根据化学品泄漏的扩散情况、火焰辐射热、爆炸所涉及的范围建立警

戒区，主管机关会实施疏散警戒，包括：迅速撤离疏散警戒内受影响的公

众和船舶，对事故现场附近水域和陆地发布警告，实行交通管制，防止无

关人员进入，保证交通顺畅。

应注意以下事项：

——海上警戒区域定时发布的航行警告，陆地警戒区域的边界设置的

警示标志和专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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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应急救援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进入警戒区；

——泄漏的危险化学品为易燃品时，区域内应严禁火种；

——如事故物质有毒有害时，需要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并有相应的监

护措施；

——应向上风方向转移；指定专人引导和护送疏散人员到安全区，并

在疏散或撤离的路线上设立哨位，指明方向；

——不要在低洼处滞留；

——要查清是否有人留在污染区与着火区。

4.5.2 泄漏源控制

包装化学品：可迅速进行安全打捞清除，防止包装破损。

散装化学品：可采取关闭阀门、停止作业或改变工艺流程、物料走副

线、局部停车、打循环、减负荷运行等措施控制泄漏；或采取堵漏的方法，

对破损的容器进行堵漏；或采取转移的方法，从泄漏或损坏的容器中转移

出危险化学品。

4.5.3 泄漏物处置

围护堵截：采用护栏围护堵截泄漏液体，或者将其引流到安全地点。

稀释与覆盖：向有害物蒸气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对

于可燃物，也可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氮气破坏燃烧条件。对于液体

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

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也可选用分散剂等进行稀

释。

中和：使用中和物质对酸性和碱性有害物进行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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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对于大型泄漏，可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

当泄漏量小时，可用吸附材料等进行吸收。

废弃物处置：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置。用消防水冲洗

剩下的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污水系统处理。

4.5.4 监视与监测

对泄漏危险化学品的分布、扩散范围及对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不间断地

监测和评估，及时报应急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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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务区内岸线清污方案

5.1 不同岸线相对敏感性

岸线相对敏感性的划分应考虑下列因素：

◆岸线类型；

◆岸线的暴露程度；

◆波浪和潮汐对岸线作用的强度；

◆生物潜在损害程度，生物的生产率和对油的敏感性；

◆清除难易程度。

根据上述因素，岸线的相对敏感性可用敏感指数(ESI)来表示，敏感指

数(ESI)分为 10 级，也可以粗略的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来表示，具体

见下表。在确定保护和清除优先次序时，还应考虑野生动物和人类对岸线

的使用情况。

敏感性 海岸线类型 说明

低

1
暴露的岩石海岸和垂

直、坚硬的人工构筑物

◆波浪反射作用有助于使油离岸

◆不需要清除

2 暴露的浪蚀岩平台
◆波浪掠过，侵蚀

◆在几周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中

3 细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不渗入海滩

◆用机械方法清除有效

◆在 12 个月内油可自然的除去

4 中、粗粒沙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油可能渗入海滩或很快被沙掩埋，不宜清除

◆大多数油需经数月后才会自然的消除

5 沙和砾石混合滩

◆低生物量受影响

◆移动的（动态的）沉积物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大约一年油可自然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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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冲乱石砌岸线、砾石

滩

◆油迅速的渗入海滩、不易清除

◆清除应集中在潮汐冲刷区

◆在掩蔽处油可能要存留数年

7 暴露的潮间带

◆中等生物量受影响

◆沉积物较少移动

◆大部分油不渗入沉积物

◆油可能存留一年左右

8
掩蔽的岩石海岸和沿

岸人工构筑物

◆中等到高生物量受影响

◆该地区波浪作用较少

◆油可能损害中间潮汐地带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集中在一起的重质油

◆需优先保护和清除

高

9 掩蔽的潮间带

◆高生物量受影响

◆波浪作用极少

◆油可能存留多年

◆必须除去积累的重质油

◆该地区应优先保护

10 沼泽地、湿地

◆肥沃的水栖动植物环境

◆非常低的能量

◆沉降速度高的油灰带入沉积物中

◆油可能存留多年

◆清除的损害可能要比油自然降解的损害大

◆用分散剂或清洁剂比用机械清除更有益

◆各地区应最优先保护

5.2 不同岸线溢油清除技术及步骤

岸线清除技术的应用与岸线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岸线，在

受到溢油污染时，所采取的清除方法是不同的。

5.2.1 岩石和人造结构

裸露在浪潮中的岩石一般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建议不对其进行清除

作业。但对浪潮冲击较弱或人们经常活动的人造建筑（海港、码头），应进

行清除。这种情况的作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使用撇油器、泵等设备回收被围控的水面飘浮溢油。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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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地带，油被潮汐从岩石上冲洗下来流向围油栏与撇油器结合使用的围控

区域。

第二阶段，使用高压清洗设备清洗岩石／混凝土结构物。清洗时可使

用海水，使用热水清洗时，应考虑环境中的微生物是否会因高温而遭破坏。

这些微生物群体是其他更复杂生物生存的基础，使用热水清除会造成比微

生物生活在油中或比冷水清就更严重的问题。使用围油栏和撇油器回收冲

洗下来的溢油。

第三阶段，在涨潮前将分散剂喷洒在潮汐带上，但这种作业需要得到

批准。这种情况也推荐使用吸油材料回收油膜。

5.2.2 圆石、小鹅卵石、鹅卵石

由于大量溢油会渗透到石头缝隙中，所以清洁这些类型的岸线是非常

困难的。这些石头通常被重要的植物群体覆盖，因此应细心清洁。

第一阶段．使用的技术与岩石、人造建筑的清洁技术相同。但是，由

于这种岸线承载能力差，会损害植物群体，不能使用重型机械。

第二阶段，使用海水高压清洗设备，将石头表面溢油冲入布放有围油

栏和撇油器的水中。在这种操作过程中，有些溢油会渗透到更深的岸线中，

溢油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慢慢的渗出。只有在移开石头后才能进行清洁的

地方，应考虑海岸线受到侵蚀的影响。

第三阶段，将清洗过但仍粘有油的石头推入海中，这些石头将被海浪

冲刷干净。这一过程应考虑海岸线可能受到的侵蚀。应使用围油栏将需清

洁的区域围起来，不推荐使用分散剂，因为溢油会渗透到沙滩的深处。

5.2.3 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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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沙滩往往受强烈的海浪和潮流作用，具有较高的自洁能力。沙滩具

有较高的娱乐价值。在夏季，通常采取立即清除措施，并尽可能的回收污

染的沙子，防止进一步侵蚀沙滩。回收沙子应慎重考虑，进入娱乐性沙滩

的通道要求路况良好，并用石头铺好，以使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第一阶段，回收污染的表面沙子。这种操作既可以使用重型机械设备

也可以使用铁锹和塑料袋。

第二阶段，人力收集油污沙子，直接装入车辆，运送到临时储存场地，

如果车辆不能进入沙滩，收集的沙子应装在塑料袋里，并防止直接在太阳

下曝晒，以免塑料快速老化。如果将所有油污染的沙子都移走，那工作量

会很大。

在涨潮前，应用岸摊围油栏将一段沙滩围控起来，围油栏距离沙滩约

20米。这些围油栏正好布放在高于涨潮区并横穿整个岸线前沿，岸滩围油

栏应与围控围油栏相连，在高潮时，犁起或搅拌被潮淹没的污染沙滩。由

于搅拌的区域在水面以下，溢油会再浮到水面上来，可用喷水装置直接向

搅拌起来的区域喷射水流，以使油与沙子分开。

第三阶段，对于残存的油，可在涨潮前 30分钟喷洒分散剂，用海水清

洗没有潮汐的岸线，收集焦油球，清除变色的沙子后，覆盖上一层新沙。

5.2.4 有沉积物的岸线

在多数遮蔽区域，沉积物中含有少量泥和大量的海洋生物。这些区域

还通常是鸟类的重要觅食地，生物对油污非常敏感，泥泞区域和遮蔽区域

不宜接近，这些特点都会给清污工作带来不便，如果进行溢油清除作业，

对其造成的损害可能比溢油本身造成的污染损害还要大，任何清除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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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都应经过细致的讨论。

如在这些区域进行清除作业，要挖排泄沟以使低压海水冲洗出来的油

流入收集池中，然后将油泵走。人工对上层油污的清除仅仅适用于非常柔

软的泥沙岸线。盐沼泽是个非常特殊的生物种群，对油污染和机械清除非

常敏感。经验表明，一般情况下不采取行动就是最好的处理措施，即使油

污损害的恢复时间需要十年，甚至更长。



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污染清除作业方案

23

6．污染清除作业安全方案

6.1 污染物的危险特性

油品不仅具有易燃易爆危险性，还具有一定的毒性，当其溢出后，涉

及的安全问题是多方面的，既可能影响到个人，也可能影响到公共场所和

社会群体，一旦处理不当，对应急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公共安全都可能造成

威胁。因此，在溢油应急作业中注意安全防护、采取相当的作业安全措施

以及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是十分重要的。

危险化学品可能具有毒性，可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眼睛对人

体产生危害，有的危险化学品具有腐蚀性，可腐蚀人体和物体，多数危险

品还具有易燃易爆危险性。

6.2 污染清除作业个人安全方案

6.2.1 个人安全防护

安全防护是保障污染应急作业人员健康和安全的必要措施。要做好这

一点，污染应急组织者和应急作业人员，都要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认识

应急作业每一个环节的潜在危险，并掌握避免这种危险的相关知识，采取

预防性措施。对于污染应急作业人员来说，至少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防

护：

◆听力保护，长时间在产生噪声的机器旁工作时应戴耳朵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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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保护，在作业的全过程都应戴安全帽，以防坠落物件砸伤头部或因

头部撞到硬物上造成伤害；

◆眼睛保护，在所有的工作场所都要带上合适的防护眼镜，以防各种作业

对眼睛造成伤害。有时，一般性的防护镜还达不到安全要求，可根据实际

危险性配戴特殊防护镜；

◆配戴呼吸器或口罩，防止有害气体的吸入：

◆配戴防油手套，防止溢油的接触危害，减少皮肤的暴露和磨损（不推荐棉

线或橡胶手套）；

◆保护靴，通常以带有纹理底并在足趾处带有钢性支撑的橡胶靴为宜，可以

防滑、耐油，防止砸伤；

◆穿着带有阻油层的衣服，防止油渗透污染；

◆在近海、近岸、码头或在船舶甲板上操作，作业人员都要穿上经过认可的

救生衣；

◆在寒冷、恶劣天气下工作，应穿着保温服。

◆作业时，尽管注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但也难免出现意外伤害情况。因此，

在作业前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伤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如作业人员

出现油蒸气中毒症状，应立即撤离作业区，严重的应送到医院急救；如油

滴溅入眼睛内，应立即用洗眼器清洗；如发生皮肤擦伤，应立即包扎，避

免接触油污。

6.2.2 防止溢油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处置措施

溢油对人体的危害途径有油蒸气的吸入、皮肤接触和摄取，当出现味

觉迟钝、昏迷、丧失知觉、反应迟缓、头痛或眼睛流泪时，就要意识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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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了溢油中毒，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在初始反应期间，作业人员接触的是新鲜油，油气浓度较高，应

尽量在上风处工作，以减少对油蒸气的吸入。如果存在溢油蒸气吸入可能，

有必要使用带有过滤功能的呼吸器，来阻止油气的吸入。对此还应注意的

是，不要因为那些气体没有气味，或气味并不讨厌就认为它们是无害的。

在作业现场不得吸烟。在岸线清除作业时，通常不需要呼吸保护装置；

（2）石油蒸气通常比空气重，油蒸气会流动并聚集在低洼的地方，如

码头岸壁附近和防护堤附近。因此，在油蒸气浓度较高的区域作业时，要

待蒸气彻底消散后，再进入现场；

（3）如果皮肤沾上油，用肥皂或特殊清洗液清洗尽快擦掉，不能用汽

油作为清剂；

（4）应急作业人员应在饭前洗手，减少对油的摄取量；

（5）如果采用化学剂或其他清洁品如清洁剂、分散剂以及生物制剂等

溢油处理措施，应使用完好的保护装置，防止皮肤接触和蒸气的吸入；

6.3 污染清除作业公共安全方案

公共安全是溢油清除作业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加以重视，因为

这最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即使很小的岸线清除活动也要处理好这一问题。

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 作业时应划定作业区，并设定警示标志。应有专门人员对作业区

进行警戒，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公众应与作业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

妨碍有关人员、材料、设备的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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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部门对易燃气体或有毒气体可能扩散到的地方进行监测，并

设置警示标志：

(3) 志愿者必须进行简短的培训后，方参与一些简单的作业；

(4) 如果允许记者和摄影者到溢油现场，应告知他们要采取的安全措

施。

6.4 污染清除作业中火灾和爆炸危险的防范措施

在原油、汽油或其他轻质燃料油溢出的初始阶段（未风化），由于其轻

组分的蒸发，在油膜附近存在易燃气体，火灾和爆炸危险很大。油风化后

轻组分已挥发掉，危险程度减少。风也能减少火灾和爆炸危险，它能分散

易燃气体，降低易燃气体浓度。进行溢油应急作业时应事先采取相应的防

范措施。

(1)作业前，应查阅或测定溢油的相关参数，对火灾和爆炸的潜在危险

进行评估；

(2)如果一定要在具有可燃气体的区域进行作业，应推迟反应时间，采

用测爆仪进行现场多点检测，确认无火灾、爆炸危险时，才可以进行作业。

作业时，应在溢油区域的上风向进行；

(3)当作业区域内存在易燃气体时，应注意一下事项：

●不得使用明火，不得吸烟；

●不得使用非防爆电器，不得进行摄录像；

●不得使用内燃机械，如汽油机；

●作业人员应穿着防静电服装，不得穿带有钉子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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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螺丝刀、锤子、扳手等普通工具应进行特殊处理，以防止产生

火花；

●在此区域作业的船舶，应装有火星熄灭器，或带防火帽；

●作业船舶要关闭门窗，不得在甲板进行无关作业；

●进出作业区域的车辆应加防火帽。

6.5 围控与回收作业的注意事项

(1)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2) 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如手套、防护镜、安全鞋、呼吸面具等。

如果有人没有或拒绝穿戴安全装备，不得让其进入现场；

(3) 作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通信；

(4) 在甲板上操作围油栏时，卷轴应事先加固，防止将作业人员拖入

海中；

(5) 布放和回收撇油器时，要注意不要被撇油器碰伤；

(6) 作业人员应与泵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7) 不要在场地上乱扔工具、软管、绳子等；

(8) 船舶甲板上应备有适量的吸油毡，以擦净洒落的油污。

6.6 溢油处理剂喷洒时的危害防范

溢油分散剂是化学制剂，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因此，使用时要注意

个人安全，穿戴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如 PVC 防护手套、防护眼镜，为防

止吸入分散剂雾滴，还要戴上呼吸面罩。喷洒作业后，要用肥皂洗净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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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特别是饭前一定要洗手。

严禁使用存放时间过长超过有效期的溢油分散剂。

6.7 岸线作业安全注意事项

岸线类型随海岸的延伸而变化，有些岸线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初始

应急人员熟悉工作环境是很重要的。进入这些岸线前，应考虑所有危险因

素，以便确认潜在的危害，如：野生动物、岸线类型、在水中工作、不利

的气象条件。在岸线作业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1) 小鹅卵石或鹅卵石海滨凹凸不平，而且光滑，在这样区域工作的

人员应穿着防滑水靴；

(2) 在悬崖、沼泽地和泥泞的海岸线工作，应急人员活动不便，作业

困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带来危险，应格外小心；

(3) 从水上清除悬崖区域溢油时，船长要考虑船舶的可操纵性，确定

船舶能否安全接近悬崖；

(4) 如果作业人员从悬崖项部开始清除作业，应系牢安全绳；

(5) 在水中作业时，作业人员一定要穿着救生衣，不得单独行动。在

有急流、涨潮、回头潮和潮汐的水域作业，应格外小心；

(6) 在岸线清除作业中，安全与健康最为重要，指挥人员必须向作业

人员讲明安全规定，对那些不能遵守操作程序的人员，应劝其离开工作区

域，因为不遵守安全操作程序会损害他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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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的作业安全

恶劣的天气条件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长期

在炎热或寒冷的天气下作业，会对作业人员造成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利影

响，继续工作可能造成身体不适，效率低下，甚至发生意外事故和伤害。

为保证作业的安全，应做好以下工作：

(1) 合理安排任务；

(2) 安排休息时间，准备休息场所；

(3) 准备充足的饮料和食品、药品；

(4) 恶劣天气下的防护装备；

(5) 指挥人员与现场工作人员保持无线电联系；

(6) 注意最新天气预报。

6.9 安全保障

在溢油事故应急处理中，为了避免对作业人员造成伤害或对公共安全

造成危险，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应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1)指挥人员应在应急作业前向作业人员宣布作业计划、作业方案和注

意事项；应急作业人员应听从指挥，严格按照作业程序和设备操作规程进

行作业；

(2)海上交通保障。对海上溢油区域进行警戒，发布航行警告，以保证

应急作业的正常进行；

(3)现场管制。应有专人负责和秩序的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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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勤保障，这对溢油应急作业的顺利进行是十分重要的。后勤保障

应包括人事和设备支持的所有方面：

●准备必要的安全设备，包括安全防护装备、通信设备、必备的药品

食物、临时休息的帐篷、必要的灭火设施、清洁眼睛和身体的洗浴措施；

●建立与医疗急救部门的联系，一旦发生事故，能立即得到支援；

●规定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在安全方面的相互责任；保障作业安

全是指挥人员与现场操作人员的共同责任，现场监督人员有权阻止不安全

的操作行动。应急作业机构与雇用作业人员之间应明确安全责任；

●指挥人员应识别清除行动和有关行动的危险性，提供安全防护装备

以减少危险性，提供安全知识培训；

●现场操作人员应使用提供的安全装备，遵守操作程序和指挥人员的

指令，报告不安全情况，如能自行进行处置的，及时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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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根据本公司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为了确保在船舶污染事故应急中防止

二次污染，及时有效地处理好船舶污染事故中回收到的污染物，特制定本方案。

2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本公司在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行动中，合法、有效地处理回

收到的污染物的活动。

本方案作为本公司开展船舶污染应急行动的指导性文件，本方案的制定不影

响本公司根据事故应急的实际需要，制定具体的污染清除方案。

3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

《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

《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

《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

《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港口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

当地环保部门关于污染物处理的规定，包括固体废弃物和污水处理。

本方案的制定特别注意到了与当地政府的船舶污染应急预案、本公司的应急

预案的衔接。

4危险物质应急处理处置措施

危险物质泄漏事故控制一般分为泄漏源控制和泄漏物处置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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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泄漏源控制

关闭有关阀门、停止作业或通过物料走副线、局部停止作业、打循环、减负

荷运行等方法。

容器发生泄漏后，根据泄漏点的危险程度、泄漏孔的尺寸、泄漏点处实际的

或潜在的压力、泄漏物质的特性，采取措施修补和堵塞裂口,制止进一步泄漏。

对于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立即关闭罐区围堰雨水阀，将泄漏物限制在

围堰内，如果没有围堰，采用泥沙、活性炭等吸附物质设立临时围堰。

②泄漏物处置

泄漏被控制后，要及时将现场泄漏物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使泄漏物

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地面上泄漏物处置主要有以下方法：

液体化学品泄漏到地面上时会四处蔓延扩散，难以收集处理。为此需要筑堤

堵截或者引流到安全地点。对于贮罐区发生液体泄漏时，要及时关闭罐区围堰雨

水阀，防止物料沿明沟外流。

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

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有条件的可采用低温冷却来降低泄漏物

的蒸发。

泄漏液体常常易蒸发形成蒸气云，存在火灾爆炸危险，通常是采用水枪或消

防水带向有害物蒸汽云喷射雾状水，加速气体向高空扩散，使其在安全地带扩散。

其间产生大量的被污染水，应导入污水排放系统，防止进入清下水系统。对于可

燃物，也可以在现场施放大量水蒸气或泡沫覆盖，破坏燃烧条件。

对于大型液体泄漏，可选择用隔膜泵将泄漏出的物料抽入容器内或槽车内；

当泄漏量小时，可用沙子、吸附材料 、中和材料等吸收中和。或者用固化法处

理泄漏物。

将收集的泄漏物运至废物处理场所或污水处理站处置。用消防水冲洗剩下的

少量物料，冲洗水排入企业污水管网进入污水站处理。

③泄漏处理注意事项

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应注意以下几项：

进入现场人员应根据泄漏物质性质必须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器具；

http://www.hxpaq.com.cn/yjcl.4.1.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2.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2.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3.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4.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5.htm
http://www.hxpaq.com.cn/yjcl.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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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化品多为易燃易爆的，应严禁火种。扑灭任何明火及任何其它形式的热源

和火源，以降低发生火灾爆炸危险性；

应急处理人员严禁单独行动，至少两人一组进出泄漏区域，必要时用水枪、

水炮掩护。

应从上风、上坡处或侧风处接近现场，严禁盲目进入。

5 污染物处理策略

5.1 及时、有效地回收船舶污染事故中产生的污染物

5.2 对于清污现场收集起来的废油（含油污水）、油泥和各种清污废弃物、

岸线清除后产生的含油污砂石，交由与本公司签订了委托处置协议，并经环保局

批准、具有相应污染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

理，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上述废油（含油污水）和各种清污废弃物、化工危险品，其中废油送至南通

信炜油品公司，化工危险品固废送至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单位接收

和处置后，其必须按规定要求出具相应污染物的接收处置证明。

6 污染物临时储存方案

在溢油回收处理过程中，要有足够的回收装置，这应包括在应急预案的计划

中，并在应急行动前予以落实。在清污作业中，采用哪一种储存装置或储存方式，

要根据现场能够提供的设施情况而定，要考虑后续运输和处置的方便。污染物回

收储存分为海上储存和岸上储存两种方案。

6.1 海上储存方案

在开阔水域回收处理溢油时，必须要配备足够的溢油回收储存装置，使回收

作业连续进行。实施方案有以下几种：

船舶，在溢油回收处理的过程中，要根据溢油量、溢油的含水 量和溢出的

时间，使用有足够仓容的船舶，进行回收储存。

油船， 使用油船作为回收溢油的临时储存装置之一，见附件

临时容器， 使用大小容积不同的容器，比如废旧油桶、塑料桶、塑料袋等，

安放在回收船上，使用这种装置来进行近岸水域的溢油回收，进行就地驳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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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应急船舶表：

序号 船 名 船舶类型 总吨（T） 主机功率（KW）

1
洋口港油 1

应急处置船

（主船） 312 220

2
洋口港油 2

应急处置船

（主船） 263 202

3
洋口油 558

辅助船
497 218

4
洋口油 8

辅助船
47 91

5
洋口油 10

辅助船
47 91

6
洋口油 16

辅助船
39 77

7
泰昌 1

辅助船
161 193

8
海交 006

辅助船
95 184

9
海交 008

辅助船
164 397

10
海交 69

辅助船
495 290

公司拥有的溢油应急处置船和溢油应急辅助船均有污油水舱，如遇有重大或特

大应急清污事故，船舱无法储存大量污油水时，回收上来的污油水由溢油应急处

置船舶运送至就近码头通过泵输送到南通亿安汽运发展有限公司污油水接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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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运送至南通信炜油品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6.2 岸上储存方案

在岸上进行溢油、油沾物等废弃物的临时储存，要考虑所回收到的溢油和固

态废弃物的分离、分类储存以及运输的问题。为解决清污作业中的溢油回收运输

的时间问题，可采取先将多回收到的溢油和油沾物临时储存起来的方案，再考虑

选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理。岸上的储存装置有如下几种：

油罐车， 可以将回收到的溢油直接泵入油罐车，运输到处理场所。这样既

可以节约时间，也可以减少回收油的处理环节。

储油罐， 使用储油罐储存回收的溢油。

临时储油坑， 使用临时储油坑是一种很好的临时储存方式。在使用储存坑

时，要加固坑的外沿，坑内使用合适不漏的材料铺垫，防止油渗入地下，污染地

下水。如果采用塑料膜铺垫，要在下面先铺上一层细软的沙子，以防止被划破。

桶、大塑料袋， 采用体积较大的桶和强度高的塑料袋作为临时储存设施。

装满油和废弃物的塑料袋要避免烈日直晒，防止袋子老化破碎而无法搬运。

开口桶， 用来储存少量的回收溢油，也可以用于收集少量的海滩油沾废弃

物。

存储地点；南通亿洋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溢油应急设备库。

7 污染物运输方案

回收到的溢油和废弃物，不能在现场进行处理的，要使用车辆运到专门的、

有环保资质的南通信伟油品公司处理厂进行处理。

a.在岸线处理溢油时，要把受污染的沙子、小石头、海藻等收集到合适的容

器内，搬运到停靠在附近的车辆，来进行运输。

b. 储存在储油罐或临时储存坑设施内的溢油，要用真空油罐车抽空运走。

c 确定对各种污染物运输车辆的要求，合理安排车辆运输。

d．确定从污油、垃圾等废弃物回收地点到处理厂家之间的运输路线和程序，

以保证废弃物的运输安全有序。

e. 对运输过程中采取防污染措施，避免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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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对运输车辆和人员提供保护措施，保障运输安全。

对回收到的溢油和废弃物的最终处理，是溢油清除作业关键问题。要考虑到

法律法规的许可、减少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以及专业可行的处理技术等方面，

使回收油和废弃物的处理合法、有效、省时、节约。

把回收储存的溢油、废弃物，通过车辆运输到有环保资质和处理资格公司进

行送岸处理。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要按规定进行取样、标签， 做好运输和处

理情况的详细记录。

海面回收的废油送至南通信炜油品公司，固废送至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

8 应急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清洗或销毁方案

在清污行动结束后，清污船舶、设施、设备和器材会沾有大量油污，如何合

理的清洗和销毁这些设备，不造成二次污染，有以下几个方案：

8.1 船舶，在甲板上会有很多的油污，如果用清洗机进行清洗，势必会使清

除掉的油污流进海里，造成二次污染。需要使用人工用抹布擦拭，然后用分散剂、

清洁剂等进行擦拭的方法最后清除干净。最后用淡水将甲板等部位冲刷干净。

8.2 围油栏，围油栏在回收时，要用专用清洗装置清洗好。也可以先将围油

栏回收上来，然后在岸上、陆地进行清洁。人工清洗围油栏，应先用刮片将粘在

围油栏表面的厚油轻轻刮去，再用温水清洗或分散剂刷洗。最后经淡水冲洗干净

后，放在阴凉处晾干在入库存放。

8.3 吸油毡， 将吸过油的吸油毡收集起来，可先挤压出所吸附的溢油，然

后集中焚烧销毁处理。

8.4 岸滩围油栏，使用过的岸滩围油栏沾有油污，必须及时清洗。清洗时，

可用清水冲刷；或用消油剂刷洗后，清水洗净。注意刷洗时不要用硬刷，可用软

毛刷和软布等材料。

8.5 充气式围油栏， 使用过的充气式围油栏沾有油污，因此必须及时清洗。

清洗时使用专用清洗装置进行热水及清水清洗。晾干后，再缠绕回卷染架里去。

8.6 防火围油栏， 使用过的防火围油栏会沾有油污，清污作业结束后，必

须及时清洗。清洗时可用毛刷及清水冲刷；或用专用高压清洗机冲洗；或用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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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去油污的稀料洗刷，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后，排列整齐放入专用托架。

各种收油机， 在清污作业中，必然会使用像堰式收油机、 动态斜面收油机

以及齿盘收油机等。使用后，会沾有粘度较高的油污，对此类收油机的清洗，要

将各连接部分（液压油管、抽送输油管、连接绳等）拆开，用清洗机、清洗剂或

消油剂进行分别清洗。清洗干净后，在接头、阀、泵等处抹上防锈脂，入库储存。

9 污染物送岸处理方案

将回收到的海上和岸滩上的溢油废弃物，临时储存、分类，装入合适的容器

中，通过车辆运输到有环保资质和处理资格的江苏东江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按照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处置方式进行集中处理。

溢油清除作业，特别是发生在码头、锚地等近岸的油污，都要涉及到对回收

溢油及沾油废弃物等污染物如何处理和处置的问题。处理和处置方法的选择，取

决于溢油及沾油废弃物等污染物的数量和类型、溢油地点、区域环境等方面的因

素。对非持久性的油类的处理方法，一般不采用回收处理方式，因为这种油大部

分会被风化挥发掉。但在敏感资源海域，可视情况利用围油栏拦截和导向，使用

符合标准的溢油处理剂进行沉降或分解处理。对持久性油类等污染物，像液体污

染物（石油及其油污水等液体污染物）和固态污染物（船舶废弃物、生活垃圾、

海上清污作业产生的固体废物等）的处理处置方法可以使用人工回收、机械回收

和吸油材料吸附回收。

10个人防护急救

（1）个人安全

● 头部保护：要戴安全帽，防止坠落物件对头部造成伤害。

● 眼睛保护：要戴合适的防护眼镜，防止油品熏、溅入人的眼球造成伤害。

● 配戴呼吸器或口罩：防止油蒸气的吸入。

● 配戴防油手套、穿阻油防护服：避免油品的接触危害。

● 穿防护靴：保护脚部受伤，防油、防滑。

● 在水上作业的人员要穿救生衣。

● 清污作业人员在现场如出现油蒸气中毒症状，应立即撤离作业区，严重

的需送医院治疗。如污油溅入眼睛应立即用水清洗，如皮肤擦破应立即包扎，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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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碰到油污引起感染。

（2）作业安全

● 划定作业区，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无关人员不得进入作业现场。

● 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油气浓度较高区域，应

尽量在上风头作业。

● 作业人员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否则不得进入现场。

● 在布设围油栏作业时，严防人员落江事故；在布放和回收撇油器时，要

注意不被碰伤；在喷洒消油剂时，要防止吸入消油剂的雾滴。作业后要洗净手和

脸。

● 在易燃易爆场所清污要严禁烟火，应穿戴防静电服和不得穿带铁钉的工

作鞋，也不得使用非防爆的任何通讯工具。

（3）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就医。

食入：尽快彻底洗胃。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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