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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保护大连海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维护生态平衡，防治船舶和海洋污染事故损害，

保障人身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建立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体系，组建应急队伍，配备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控

制、降低或消除船舶污染事故损害；

（3）保证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工作得到必要保障；

（4）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贯彻我国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1.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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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管理办法》

（9）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0）《73/78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11）《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

（12）《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13）《国际海上运输有关的危险和有毒物质的损害责任赔偿公约》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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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应急清污能力评价导则》

（16）《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

（17）《国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8）《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9）《大连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1.3 预案发布

本应急响应预案由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编制，通过专家评审，在大连海事局报

备，由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发布实施。

1.4 权利和义务

如发现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我公司会立即向大连海事局报告，并按要求采取有效

措施控制或减少污染，接受调查处理。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大连海事局辖区海域及本公司清污资质规定的服务区域内的水域范围，

与船舶签署清污服务协议的，具体范围以协议中规定的服务范围为准。

（1）本计划适用于大连海事局所辖海域，为下列 A、B、C 三点顺序连接并自 C

点沿 38°30′00″N 纬度线向正东延伸与海岸之间的除丹东市海上搜救责任区以外的

我国管辖海域。

A. 39°32′00″N/121°13′30″E

B. 39°32′00″N/120°04′00″E

C. 38°30′00″N/120°20′30″E

（2）以上范围外海域，但在本公司清污资质规定的服务区域内的水域范围，船

舶溢油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海域污染的也适用于本预案。

（3）相关陆域污染源造成本公司资质规定服务区域内的海域污染的可参照本计

划执行。

1.6 预案启动

本公司遇到以下情况时，应迅速启动本预案，开展污染防备、控制和清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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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大连海事局报告污染防备、控制和清除作业的进展情况：

（1） 接到签订污染清除协议的船舶经营人的应急清污通知；

（2） 服务区域内船舶或其有关活动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3） 接到大连海事局的应急清污指令。

2 风险分析

2.1 风险类型

通常情况下，船舶污染事故可分为操作性事故和海损性事故。⑴操作性事故按事

故发生的环节又可分为装/卸货、加燃油、其他作业和违章排放；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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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为碰撞、触礁、搁浅、船体损坏、火灾爆炸等主要类型。操作

性溢油事故多发地点是码头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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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风险分析

目前，根据我公司所处大连港码头情况，本公司可能协议服务的船型主要考虑油

轮、散杂货船、集装箱、施工船等，风险分析首先应预测不同船型发生船舶污染事故

的货油、燃料油泄漏量。预测方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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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操作性事故污染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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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码头

吨级对应的溢油量，估算本公司协议船舶可能的操作性船舶事故污染溢油量，见表 2‐4。

由表 2‐4 可知，本公司服务的大连海域，无论是油船进行接卸作业，还是散货船

等燃油舱加油作业过程发生的操作性事故，溢油规模均较小，船舶操作性事故的溢油

量范围为 44 吨～250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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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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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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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万吨

级
30万吨级

溢油量 44 47 53 60 125 225 25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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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结果见表 2‐5。

由表 2‐5 可知，本公司船舶污染清除服务的大连海域，2万吨、5 万吨、10 万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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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吨，最大

溢油量范围 1800吨～27000 吨，货油泄漏量较大。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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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吨级 30万吨级

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 180 450 900 2700

最大溢油量 1800 4500 9000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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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结果见表 2‐6。

由表 2‐6 可知，本公司船舶污染清除服务的大连海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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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吨，

燃料油泄漏量较小，最大的燃料油泄漏量范围为 175 吨～1700 吨，燃料油泄漏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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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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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万吨级

最可能发生的溢油量 10 23 33 67 167

最大溢油量 175 400 600 900 1700

2.2.3 大连港主要污染事故类型

根据大连港多年溢油事故数据分析得知：港区最易发生污染事故的船舶类型为老

旧型散货船、油船，且多为操作性事故，如燃油舱与压载水舱之间的油类回动，此类

溢油多出现压载水舱排出口堵漏无效的情况，因此需在最短时间内将溢油船燃油舱内

燃油过驳至应急处置船上临时储存，之后再进行相关清污措施，包括堵漏、溢油围控

回收、清除等。

3 组织机构和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本公司应急组织机构由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和应急作业组组成。

应急组织机构框图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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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职责

应急指挥部

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负责船舶污染应急防备和应急清除工作的组织和指挥，并

设日常办公机构，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公司领导层、高级

指挥人员和公司各部门负责人组成。

总指挥可由应急指挥部指定，必须是高级指挥人员。

总指挥应当具备对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的宏观掌控能力，能够根据事故情形综

合评估风险，及时做出应急反应决策，有效组织实施，并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事局组织的培训、考试和评估，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由应急指挥部指派到溢油事故现场的临时指挥机构，在应急指挥机

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船舶污染事故现场的应急组织、协调和指挥。根据船舶污染事

故现场情况，制定具体的污染清除作业方案，并组织应急作业组开展污染物清除和污

染物处置作业。现场指挥官由应急指挥部指派，必须由中级以上指挥人员担任。

现场指挥官应能根据指挥机构的对策，结合现场情况，制定具体的清污方案并能

组织应急操作人员实施，并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组织的培训、考试和评估，

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应急作业组

根据应急救援的需要，在应急指挥部领导下组建应急作业组，包括污染物清除作

业组、污染物处置作业组、后勤保障组、通讯保障组、医疗救治组、取证与费用记录

组等，具体负责协议单位船舶各类突发事件的污染处置工作。

污染物清除作业组和污染物处置作业组人员应由应急操作人员组成。应急操作人

员应具备应急反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应急设备和器材，实施清污作业，并

应当通过辽宁海事局组织的培训、考试和评估，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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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

（1）审核并落实本应急预案；

（2）在本公司履行船舶清除污染作业有关协议时，保证本预案的顺利实施；

（3）组织协调和指挥本公司在船舶污染事故中的应急处置工作：

①决定启动本预案，组织指挥应急行动；

②成立应急作业组，协调、组织和指挥公司内部应急反应行动；

③研究制定应急情况下反应对策，调动应急反应的人力物力和后勤支援，有效

组织实施；

④迅速组成应急反应现场指挥部，指派现场指挥官进行现场指挥；

⑤落实应急工作经费；

⑥监督预案实施情况。

（4）当应急能力超过本公司能力范围时，及时向大连海事局报告，并在其协调和

指挥下，联合开展应急反应工作；

（5）聘请相关律师、成立律师顾问委员会，处理本公司与外部单位的法律纠纷。

总指挥

（1） 负责《预案》的签发；

（2） 下达启动《预案》命令，指挥实施《预案》，宣布公司进入船舶污染应急响

应状态；

（3） 全面指挥污染应急响应行动；

 根据事故及其他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宣布船舶污染事故规模；

 指示公司参与应急救援的各部门随时为应急反应做好准备；

 抽调高级指挥人员、现场指挥人员及应急操作人员组成清污力量；

 要求公司有关部门迅速按照本计划参加污染应急反应行动；

（4） 在海上污染事故难以控制时，报告大连海事局，请求予以支持；

（5） 突发事件处理结束，经大连海事局同意，下达《预案》终止执行命令，恢

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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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成员部门

公司各部门为应急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应急清

污的分工开展工作，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如下：

（1）溢油应急部

①承担溢油应急指挥中心的日常办公职能；

②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接收协议单位的船舶污染事故报告；

③搜集信息，分析研判，为应急指挥中心决策提供依据；

④负责汇总上报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同时报备大连海事局；

⑤组织落实应急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向成员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⑥明确应急工作各有关部门的职责；

⑦配合海事管理机构完成事故原因分析工作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⑧负责日常演习演练方案的编制、实施；

⑨船舶污染物清除作业相关设备设施器材的保管、使用与维护；

⑩负责保存船舶污染清除作业记录和影像资料。

（2）业务部

船舶污染清除作业的主要成员单位，其职责主要包括：

①负责海上船舶污染清除作业；

②负责船舶污染物清除作业队伍规划及日常管理；

③配合企业管理部组织作业队伍的培训和业务考核；

④负责船舶污染物清除作业中产生的污染物的岸上委托处理；

⑤负责船舶污染物清除作

⑥负责应急指挥中心组织现场清污作业队伍；

⑦在污染物处置过程中，做好与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

⑧在应急清污作业过程中，协助医疗救治组对外联络医疗救治单位，做好人员救

护。

（3）办公室

负责应急清污作业过程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包括：

①负责应急清污人员及可能的外部救援人员的食品等生活物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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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保障清污设备运输及人员救护等用车；

③组织公司日常工作人员进行应急清污相关业务培训；

④负责船舶污染清除作业所需应急设备、设施、器材的规划、采购、验收等工作；

⑤负责通讯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在应急清污作业过程中保证应急通讯联络的

畅通。

⑥在应急清污过程中，配合污染物清除作业组开展应急清污作业。

（4）财务部

做好应急清污所需要各项资金的监管，在应急清污过程中协助行政人事部进行应

急清污费用的核算与汇总。

（5） 船管部

①做好应急清污过程中安全保障工作；

②协助业务部做好污染物清除作业工作；

③协助业务部做好污染物临时存储、转运及处置工作；

④负责应急船舶及船上溢油应急设备物资的维护保护，确保应急清污工作顺利进

行。

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是应急指挥部派到船舶污染事故现场的临时机构，现场指挥人员由应

急指挥部指派，必须持有现场指挥证书的人员担当；由于本公司也为外轮提供清污作

业，所以会有2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指挥。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

（1）全面收集船舶污染事故信息，及时报告应急指挥部；

（2）执行应急指挥部各项指令，实施具体应急行动；

（3）根据应急指挥部的应急策略，结合现场情况，制定具体的船舶污染清除作业

方案、污染物处置方案；

（4）做好应急救援工作记录，并及时总结和上报工作进展；

（5）确保已抵达现场的各类资源得以合理调配，同时报告需要获得增援的应急物

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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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参与应急处置的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7）每日均需要根据应急行动进展情况对应急行动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措施，

保障应急行动高效进行；

（8）为政府部门的事故信息发布提供事故应急处置信息。

应急作业组

应急作业组是本公司船舶污染应急响应行动的现场执行机构，应急作业组人员必

须服从现场指挥部的指挥。在启动本应急预案后，应急指挥部组织本公司日常工作人

员成立六个应急工作小组，包括污染物清除作业组、污染物处置作业组、后勤保障组、

通讯保障组、医疗应急救治组、取证与费用记录组和专家组。各应急作业组人员情况

见表 3‐1。

表 3‐1 应急作业组人员情况

组别 公司相关人员 组长 电话

污染物清除

作业组
业务二部 马有飞 1304110368

污染物处置

作业组
业务一部 姜柏桥 13555998424

后勤保障组 库管员 王保胜 15724566387

通讯保障组 办公室 辛玲 13204071331

医疗救治组 办公室 谭雅戈 13940928753

取证与费用

记录组
财务部 周红 13940928753

安全保卫组 船管部 孔繁宇 13591106099

专家组 副总经理 王春生 1360425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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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应急作业小组职能如下：

（1） 污染物清除作业组：负责签订协议的服务区域范围内的船舶事故的控制、

清除工作，包括污染物泄漏入海的围控、清除、过驳、焚烧、回收等应急处置措施。

（2） 污染物处置作业组：负责签订协议的服务区域范围内的船舶事故中应急回

收污染物的处置工作，包括污染物的储存、海上运输、上岸处置等应急处置措施。

（3） 后勤保障组：负责抢险、救援的车辆、物资的保障，保证各类应急装备、

器材和救护物资及时到位；负责救援人员相关的生活后勤等。

（4） 通讯保障组：负责在紧急情况下的计算机网络、通讯联络的畅通，及时做

好应急指挥部、现场指挥部与各应急作业组成员的信息联系以及周边相关单位和上级

领导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沟通。

（5） 医疗应急救治组：负责联系社会医疗机构对事故受伤人员进行救治。

（6） 取证与费用记录组：配合海事部门调查污染事故原因、污染情况和清污行

动的取证，对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汇总。

（7） 安全保卫组：负责在清污现场安全疏导，对应急抢险应急人员安全防护和

应急设备的安全使用等的安全检查，确保应急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

（8） 专家组：为应急抢险提供技术支持，为制定科学合理安全可行的应急作业

方案提供帮助。

4信息报告与预警

4.1 信息报告与处置

4.1.1 报告程序与时限

应急指挥部获得事故报告信息后，应认真记录和核实，确定无误后，立即向现场

指挥部说明事故情况，现场指挥部再经过初步估计，如发生本公司应急清污能力不能

应对的船舶污染事故时，按要求立即向大连海事局报告；如经过初步评估分析，我公

司可以凭借拥有设备及人员进行清污行动，则总指挥立即制定初步清污方案，并向大

连海事局报告。

4.1.2 报告方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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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初报在事故发生后起立即

上报；续报在污染清除作业过程中将污染物清除的有关基本情况随时上报；处理结果

报告在事故处理完毕后立即上报。

（1）初报由现场人员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①船舶的名称、国籍、呼号或者编号；

②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名称、地址；

③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气象和水文情况；

④事故原因或者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

⑤船舶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装载位置等概况；

⑥污染程度；

⑦已经采取或者准备采取的污染控制、清除措施和污染控制情况以及救助要求；

⑧有关规定要求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

（2）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主要

包括污染清除作业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做出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后

出现新情况的或应急指挥部要求，现场指挥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及时补报。

（3）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形式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由现场指挥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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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行动

应急指挥部根据获取的突发事件信息，对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

势态开展必要的风险分析，预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并做出相应的

判断，向公司现场指挥部下达指令，公司现场指挥部根据预警信息及分析判断结果，

迅速做好有关准备工作，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根据《大连市海上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案》中对污染事故分级，将本公司可能协

议服务的污染清除作业船舶的污染事故规模与市级预案中的事故分级对照，若发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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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公司应对能力范围内的事故，我公司会按照预案响应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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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局；若发生本公司自身应对能力范

围之外的事故，我公司会按照预案响应程序，及时上报大连海事局，并在大连市应急

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清除作业。

4.2.1 预警分级标准

按照可能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的严重程度，海上船舶污染事故的预警级别与事故等

级相对应，分别为特别重大（I 级）、重大（II 级）、较大（III 级）、一般（IV 级），颜

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1）特别重大船舶污染事故（I 级）是指船舶溢油入海量 1000 吨以上，或

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 亿元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

（2）重大船舶污染事故（II 级）是指船舶溢油入海量 500 吨以上不足 1000

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不足 2 亿元的船舶污染事故；

（3）较大船舶污染事故（III 级）是指船舶溢油入海量 100 吨以上不足 500

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不足 1 亿元的船舶污染事故；

（4）一般船舶污染事故（IV 级）是指船舶溢油入海量 100 吨以下，或者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不足 5000 万元的船舶污染事故；

4.2.2 预警级别调整

预警级别可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发展、变化及时调整。

5 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流程图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响应流程是本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船舶污染事故发生

后污染清除作业的全过程。应急响应由现场指挥部组织实施，并按照以下程序和内容

进行（见图 5‐1）。



溢油事故现场

签约服务的船舶经营人

舜丰应急指挥部

舜丰现场指挥部

大连海事局

事故初始评估

制定清除作业方案

应急启动

报告

实施清除作业方案

海上围控、清除作业

岸边围控、清除作业

回收污染物处置

敏感资源保护

人员安全防护

应急人员到位

应急设备到位

大连海事局
报告

同意

同意

舜丰现场指挥部

事态控制

舜丰应急指挥部

应急清污行动后评估

应急终止

大连海事局

通知指令

报告

通知

大连海事局

报告

图 5-1 应急响应程序



5.2 应急响应对策

5.2.1 敏感资源保护对策

（1） 环境敏感区保护原则

在船舶污染事故中，受威胁的地区和资源往往不可能都得到保护，因而确

定优先保护次序是防止溢油对资源损害和溢油反应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

（2） 确定优先保护次序的原则

一旦发生船舶污染事故，首要目标是保护重要区域和控制污染物扩散，以减

少污染损害的程度，其次是清除污染。

利用本预案现拥有的设备、器材，对所有的敏感资源提供保护。如不足时须

按优先次序，首先保护最重要的区域。

（3） 优先保护次序

我舜丰公司应急指挥部根据优先保护次序原则，综合考虑各种有关因素，如

敏感区和资源对污染物的敏感程度、现有应急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被污染后

清理的难易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确定优先保护次序。本预案对敏感

区域和资源的优先保护基本次序建议如下：

①发电厂、海水淡化和其他工业的取水口；

②蛇岛以及其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③金石滩、棒槌岛以及其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④水产资源及养殖区；

⑤旅游区。

5.2.2 污染物清除对策

我公司应急指挥部在本预案启动的同时，根据服务区域环境特点、船舶污染

物泄漏和预测扩散情况，制定污染物清除对策，具体污染物清除对策见海上清除

作业方案。制定的海上应急清除作业方案，需报大连海事局审查同意后，方可实

施。



5.2.3 污染物处置

污染物清除作业行动结束后，从海上收集的含油污水，残油装至公司自有油

罐车中，然后再用运输车辆将其运送至大连新港油品码头公司或大连中远石化集

团有限公司加工处理；沾油废弃物装开口桶运至临时储存场地，然后再用运输车

辆将其运送至大连中远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加工处理，具体处理策略及工艺流程详

见污染物处理方案。

5.2.4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对参与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与应急处置的应急人员应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1） 在接近危险区域或有潜在危险的区域时必须做好充分的防护准备

（个人应急防护用品即应急包物品配备清单见下表），佩戴符合应急

作业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具，严格按应急响应程序进行应急防备与处

置；

大连舜丰个人防护用品配备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工作服 1 套

2 安全帽 1 个

3 矿泉水 1 瓶

4 饼干 1 袋

5 手套 1 副

6 口罩 1 个

7 工鞋 1 双

8 救生衣 1 套

9 雨衣 1 套

10 拖鞋 1 双

11 面罩 1 个

12 洗漱用品 1 套

13 手电筒 1 个

14 防护镜 1 副

15 卫生纸 1 卷

（2）掌握作业时间，随时监控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状况。

5.3 应急终止



应急行动符合下列条件，应急总指挥向大连海事局提出应急终止的申请，经

大连海事局同意批准后，应急总指挥宣布应急解除：

（1）事件得以有效控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

被基本消除；

（2）现场清污行动已经结束；

（3）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因素已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

（4）对环境敏感区域及事故周边地区构成的威胁已经得到排除；

应急终止、预案关闭的信息，应以书面、电话或其他有效方式，通知到各参

加应急响应的应急作业组、部门、人员，同时通知协议服务单位。

5.4 取证、记录和费用汇总

（1）取证与费用记录组负责搜集并保存与船舶污染清除作业应急行动有关

的完整资料，包括：发布的命令、做出的决策、请示报告、会议记录、音像资料

等；

（2）现场指挥部应指定专人记录应急期间所有的取证和详细的记录，包括

船舶污染清除作业所使用的设备、器材及相关物资、参加作业人员、作业时间、

回收污染物的数量及现场情况，妥善保存清污费用有关证据和支持材料，并及时

向大连海事局报告；

（3）应急反应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对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过程中发

生的费用进行汇总，包括污染物清除作业费用、污染物处置费用、管理费和其他

相关费用等，并向提供船舶污染应急处置的协议单位索取有关费用。

5.5 总结评估

在清除作业结束后，应急指挥部需对自身污染清除行动进行总结评估，并在

清污作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总结评估报告报送大连海事局。评估报告至少应

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概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2）设施、设备、器材以及人员的使用情况；

（3）回收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处置情况；

（4）污染造成的损害情况；

（5）污染清除作业方案、污染物处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修改完善情

况；

（6）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修改完善情况。

5.6 事故信息发布

事故发生后，针对媒体可能提出的有关问题，事先做好回答材料。

以下列出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一些信息：

① 事故性质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② 污染物特性、危害性及泄漏数量等；

③ 附近设施和人员应采取的防护和预防措施；

④ 事故中人员伤亡情况（伤亡人数、伤害程度等）；

⑤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的具体情形及将持续的时间等。

公司办公室负责协调单位内部的信息沟通，拟写上报文件材料，统一对外发

布信息。按照《大连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公司办

公室根据事故影响程度和类型，组织拟写新闻统发稿、专家评论或公告，经有关

领导审核同意后，报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向媒体和市民发布。任何个人未经单位

领导授权，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故的信息。

6 应急保障

6.1 应急队伍保障

（1）公司按照《规定》组建专职应急队伍，其中包括高级指挥人员3人、

中级指挥人员10人及现场应急操作人员42人，上述人员数量满足《规定》的要求。

（2）参加应急响应和清除作业的各级各类人员按照《规定》接受专业知



识和技能培训，并上报大连海事局备案。

（3）根据预案规定，我舜丰公司应急指挥部每半年会组织应急队伍参加

一次船舶污染应急响应的演练，每次演练结束后均会填写演习记录，总结经验，

找出不足，及时修正，保证预案的可行性。

6.2 应急设备保障

（1）应急指挥部应当按照《规定》，制定有关安全营运和防治污染的管理

制度，配备相应的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确保满足与其提供服务的应急能力相适

应，为服务的船舶应急提供支援；

（2）按照《导则》有关标准配备与其应对污染风险能力相应的应急设备和

器材，并保持随时可用；

（3）应急设备数量及性能满足《规定》中要求，并由专人进行定期维护和

保养；

（4）我舜丰公司应急设备库位于旅顺新港、和尚岛港，长兴岛港，距离码

头近、覆盖范围大，保证其主要应急设备、器材能够在《规定》附件要求的应急

反应时间（包括通知时间、准备时间和到达时间）（—级单位不大于 4 小时）内

送达相应的水域。

6.3 通信与信息保障

公司建立、完善了先进的应急通信系统，并作好平时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确保应急通信 24 小时畅通。

（1） 我公司配备了 12部高频防爆对讲机，总台，车载台各一部，保障在

应急情况下指令的畅通；

（2） 公司应急指挥部每个成员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机状态，在接到通知后，

要立即赶赴指定地点；

（3） 应急指挥部公布了应急报警电话（如下表），并根据职务及任职人员

的变动情况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同时将联系方式发放到公司所属各部门；



公司应急报警电话

1 公司应急办公室电话 18804286688

应急报警电话

1 大连海事局监管二处 0411-87597269

2 大连海事局交管中心 0411-82622716

3 大连海事局大港海事处
0411-82622494

4 大连海事局甘井子海事处
0411-82626374

5 大连海事局和尚岛海事处 0411-82627066

6 大连海事局新港海事处 0411-87596348

7 大连海事局大窑湾海事处 0411-87598109

8 大连海事局旅顺海事处 0411-86200097

9 大连海事局长兴岛海事处 0411-85279011

10 大连海事局执法支队 0411-82624050

11 交通局 0411-84310395

12 公安 110

13 消防 119

14 急救 120

15 应急保障部门 12350

16 生态环境部门 12369

17 海上遇险电话 12395

18 电力抢修 95598

（4） 有关人员联系电话号码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公司应急指挥部进行

调整。

6.4 其他保障

（1） 建立公司应急处置专业人员库，加强应急处置技术手段的学习提高，

确保按要求配置的应急技术装备运转正常；



（2） 后勤保障组提供突发事件抢险救灾、受灾人员的后勤保障；

（3） 行政人事部定时收听或查收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每天向公

司有关应急部门通报气象情况；对气象部门临时发布的灾害性气象信息，以电话

通知的方式，随时向公司各部门通报。

7 培训与演练

培训与演练对保证应急预案的有效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公司应急指

挥部每季度组织公司指挥人员、管理人员、应急操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培

训，每半年组织演练一次，使他们掌握船舶污染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的知识和技

术，积累实践工作经验，同时，也为检验和修订应急预案提供依据。

7.1 培训

7.1.1 目的

为保证预案的有效执行，使参加船舶污染应急防备与应急处置的各部门、人

员了解应急响应预案，具备船舶突发事故时污染物清除和回收污染物处置作业所

需的知识和技能。

7.1.2 培训层次和要求

（1）我公司按照《规定》要求，选派人员参加海事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

培训分三个层次进行：即应急操作人员、现场指挥人员和高级指挥人员的培训。

（2）公司应急指挥部制定了有预案的定期培训制度，编制参加船舶污染应

急防备与应急处置的应急人员的年度培训计划，每年培训次数按制度为两次，如

有特殊情况，及时改变。并做好应急培训总结，应急培训总结内容包括：培训时

间、培训内容、培训人员以及培训效果等。

（3）应急指挥部人员的培训

主要对管理、指挥和协调人员的培训，使这些人员能全面了解应急预案，能

充分考虑船舶污染事故时所出现的各种因素，与相关方面进行联系，协调各方的



行动，制定出有效的应急防备与应急处置对策。

（4）现场指挥人员的培训

主要是对应急反应管理人员和现场指挥人员的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对溢油事

故的反应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对策，为应急指挥部提供正确的信息和建议，能够为

应急反应提供安全指导和现场实际操作指导，掌握各种应急反应设备的性能和适

用条件以使他们能根据现场条件（环境、海况、气象、污染物种类等）选择适用

的污染物清除设备。

（5）应急操作人员的培训

主要是对应急队伍中从事现场操作人员的培训，在大致了解预案的编制目的

与意义的基础上，了解污染物在海上的特性及常用的控制和清除方法，掌握使用

和维护保养各种应急处置的设备和器材。具有在指挥、管理人员指导下完成污染

物应急处置的能力。

7.1.3 培训内容

我舜丰公司的培训内容由理论培训和操作培训两部分组成。对应急操作人员

的培训应侧重于设备、设施等的使用和操作，对指挥人员的培训理论和操作并重，

其管理和反应对策的经验的获得可通过理论培训和模拟演练中总结获得。根据不

同的培训人员，其培训的内容和侧重面各不相同。

7.2 预案演练

7.2.1 演练准备

（1） 我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制订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每年年初下发审

定的全年应急演练计划，并将演练计划上报相关管理部门。

（2） 按照《细则》的要求，应急指挥部组织制定针对协议船舶可能发生污

染事故的污染清除方案，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方式开展针对协议船舶的应急演

练。

（3） 演练前应做好周密的演练策划工作，应急指挥部制订具体的演练方案，



安排落实演练所需的器材和安全防范措施，并做好演练动员和安全教育。

7.2.2 演练组织

我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演练的组织实施。参加演练的人员从总指挥起至每个

应急操作成员都应该是现职人员，即将来可能直接参与应急响应行动人员。演练

结束后，由应急指挥部担任考核评价小组，负责对演练的每一个程序进行考核评

价，并填写演练记录与总结，及时修订与完善本应急预案。

7.2.3 演练总结

演练结束后应做好演练总结，演练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应做好演练总结，对

公司的清污能力进行评估，并做好记录，及时修订，完善预案。

总结内容包括：参加演练的单位（部门）、人员和演练地点、演练起止时间、

演练项目和内容、演练的环境条件、演练所需的物资和器材、演练效果、演练存

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意见、演练过程的文字记录和音像图片资料等。

8 附则

8.1 术语和定义

（1）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

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是指按照《规定》（4号令）取得相应资质并与船舶签订

污染清除协议，为船舶提供污染事故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服务的单位。

（2） 船舶经营人

船舶经营人系船舶所有人、船舶管理人或船舶的实际经营人。

（3） 应急防备

应急防备是指为应急处置的有效开展而预先采取的相关准备工作。

（4） 应急处置

应急处置是指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时，为控制、减轻、消除

船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采取的响应行动。



（5） 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是指处于待命状态的溢油应急处置船舶及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在

《规定》附件要求的应急反应时间内，从靠泊的码头驶离所能到达的海域范围。

对于江海直达的水域，其应急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通知后，溢油应急处置船及船

上应急作业人员在《规定》附件要求的应急反应时间内，从其最近的出海码头驶

离所能到达的水域范围。

（6） 应急反应时间

应急反应时间：（一、二级）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的应急反应时间是指从接到

通知后，溢油应急处置船及船上应急作业人员到达距其靠泊码头 20 海里的时间，

包括通知时间、准备时间和到达时间。

8.2 预案修订

由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预案的修订，原则上我公司规定每年修订一次，遇下

列情况，本预案会及时进行修订，并报送大连海事局备案：

（1） 海事管理机构提出新要求时；

（2） 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做出调整、修改，或国家出台新的相关法律

法规；

（3） 本公司的应对能力、船舶清除污染单位资质能力发生变化时；

（4） 人员、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5） 根据日常应急演练和实际应急响应取得的经验，需对预案做出修改的；

（6） 其它必要时。

8.3 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由我舜丰公司应急指挥部负责制定和解释。

本预案已经在大连海事局备案。



附表一.应急救援人员联系方式一览表

公司应急指挥部名单及联系方式

应急指挥部职务 姓名 公司职务 联系电话

总指挥 林楠 总经理 13604097777

副总指挥 王春生 副总经理 13604258857

成 员 姜柏桥 业一部经理 13942819600

成 员 马有飞 业二部经理 13304110368

成 员 刘永先 机务 13478442626

成 员 孔繁宇 海务 13591106099

成 员 辛玲 文员 13204071331

成 员 高志鹰 环境督查 18940930979

成 员 周红 财务经理 15840822206

各应急小组组长名单及联系方式

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林楠 13604097777（２４小时）

救援组名称 成员名单 职务 联系电话

污染物清除作业组 马有飞 组长 13304110368

污染物处置作业组 姜柏桥 组长 13942819600

后勤保障组 王保胜 组长 15724566387

医疗救治组 谭雅戈 组长 13940928753

通讯保障组 辛玲 组长 15840822206

取证与费用记录组 周红 组长 13940928753

安全保卫组 孔繁宇 组长 13591106099

专家组 王春生 组长 13604258857

船舶紧急联系人：蒋睿 15142492996 应急值班电话：18804286688



附表二 、大连舜丰船务有限公司管理组织架构图

董事长

财务部办公室

总经理

业务一部 溢油应急部船管部

文

员

业

务

内

勤

业

务

外

勤

机

务

人

事

安

监

海

务

调

度

环

境

督

查

库

管

员

会

计

出

纳

现

场

操

作

车

管

员

业务二部

业

务

内

勤

业

务

外

勤

现

场

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