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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保护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建立健全我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清除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的危害，指导和规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的应急处理处置工作，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规章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起施行）；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起施

行）； 

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6月5日起施行）； 

⑻《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⑼《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令

第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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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 

⑿《城县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 

⒀《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 

⒁《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

护的决定》（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⒂《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修正）》（2017年7月1日起实行）。 

1.2.2 有关预案、标准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⑴《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⑵《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⑶《国家安全生产事件灾难应急预案》； 

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环发[2015]4号）； 

⑸《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苏政办发[2014]29号）； 

⑹《江苏省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苏环

发[2009]25号）；  

⑺《连云港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修订稿）》（连政发

[2018]77号）； 

⑻《连云港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连政办发[2015]47号）； 

⑼《连云港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连

政办发[2011]16号）； 

⑽《连云港市蔷薇河饮用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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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 

⑾《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环办[2011]93号）； 

⑿《关于印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的

通知》（环办[2012]50号）； 

⒀《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10）； 

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773-2015）； 

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

（HJ774-2015）； 

⒄《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时间应急预案编制

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01号）； 

⒅《省政府关于同意宜兴市油车水库水源地等6个县级以上

集中式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的批复》（苏政复〔2017〕101号）。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地域范围为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水源地保护

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蔷薇湖水源地保护区边界向上游

连接水体（蔷薇河）上溯至市境边界（吴场水利枢纽）范围内的

水域和分水岭内的陆域，即地域范围不低于34.5公里。 

本预案所称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是指在由于污染物

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因素，导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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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风险物质进入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

水体，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蔷薇湖水质超标，影响饮用水供水单

位正常取水，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予以应对的事件。 

1.4 预案衔接 

本预案在应急组织体系、预警分级、信息报告、应急保障等

方面与《连云港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连云港市集中式饮

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及水利、环保等部门的《应急预

案》进行衔接，确保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组织指挥方式协调一致。

以发生在流域汇水区域内、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外的突

发环境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首先启动《连云港市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或部门级《应急预案》，一旦污染物迁移到蔷薇湖水

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则适用并启动本应急预案。 

1.5 工作原则 

⑴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履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能，把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最大

限度地减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公众生命健

康和财产安全。 

⑵ 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把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的各项工作落实在日常管理之中，提高防范意识，加强

预防预警措施，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做好预案演练和应对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加强集中式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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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的日常监管与巡查，建立汇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水源地

周围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鼓励发现并及时上报异常情况。 

⑶ 坚持科学处置的原则。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专业处置。建

立应急指挥机构，形成分级负责、分类指挥、综合协调的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⑷ 坚持依法管理的原则。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

应急管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的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⑸ 坚持快速协同的原则。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

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发挥各县区和各部门的应急

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

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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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2.1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构成 

为了应对饮用水源地各类突发污染事故，需建立一套完善的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建立，包括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现场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下设应急

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综合

组及专家组。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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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图 

2.2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包括应急总指挥、副总指挥、协调办公室

和专项工作组。 

2.1.1 应急总指挥 

应急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环保副市长担任。 

日常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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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⑵ 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水源地应急预案； 

⑵ 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⑶ 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应急职责： 

⑴ 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

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⑵ 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⑶ 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

止； 

⑷ 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

方案； 

⑸ 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2.1.2 应急副总指挥 

应急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和市环保局局长同时担任。 

日常职责： 

⑴ 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⑵ 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

估等工作； 

⑶ 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应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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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⑵ 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⑶ 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⑷ 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⑸ 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⑹ 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⑺ 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2.1.3 协调办公室 

协调办公室主任由市应急办主任担任，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成

员单位分管领导作为协调办公室成员和联络员。日常协助总指挥、

副总指挥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期间，

协调组织有关部门落实总指挥、副总指挥的指令和要求。 

日常职责： 

⑴ 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 

⑵ 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⑶ 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应急职责： 

⑴ 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项指令和要求； 

⑵ 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

机构进行联络； 

⑶ 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



- 10 - 

或机构； 

⑷ 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 

2.1.4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及职责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成员单位由公安、消防、财政、国土资源、

环保、城建、交通、水利、农委、卫生、气象、供电、通信、地

方人民政府和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组成，成员由各部门负责

应急管理或水源地管理的工作人员组成。主要成员单位及职责如

下： 

⑴ 市公安局 

① 负责对危害集中式饮用水源安全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查处导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违法犯罪行为。 

② 负责会同交通运输和环保部门做好对公路（含高速）、桥

梁交通事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信息报告、现场处置和调查处理；

负责维护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治安秩序，隔离和封锁污染现场，对

事件现场实施交通管制，做好事故车辆救援的组织工作。 

③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负责采取限行措施控制流动风险

源进入水源地保护区。 

⑵ 消防支队 

① 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抢险和应急救援，配合做好突

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包括对事发现场的火灾扑救，人员

解困；在处置爆炸事故时，防止消防水进入水源地及其连接水体。 

② 负责事发现场的局部洗消工作；协助现场应急人员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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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防护工作。 

⑶ 市财政局 

负责调拨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

统的建设和运行费用；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

间的费用。 

⑷ 市国土资源局  

① 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的场地。 

②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场地。 

⑸ 市环保局 

① 负责水源地日常监测，及时上报并通报水源地水质异常

信息。开展水源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② 负责应急监测，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水源地

污染物削减处置等工作。 

③ 会同相关部门查找污染原因和污染源，确定污染源和污

染物，提出切断污染源和控制污染的措施，防止污染范围继续扩

大。 

④ 配合相关部门对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责任人

作出处理；追查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对污染清除和环境恢复的建

议措施。 

⑹ 市城乡建设局 

①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及发生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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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事件时对供水公司进行供水调度；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

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 

②负责指导供水单位的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供水单位进行应

急监测，落实停止取水、启动深度处理设施和配合相关部门启动

备用水源等应急工作安排。 

⑹ 市交通运输局 

① 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跨越水源保护区道路桥梁的日

常应急管理工作，建设维护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 

② 协助处置交通事故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事故发

生后及时启用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并负责保障应急物资运输

车辆快速通行。负责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交通运输及通行保障。 

⑺ 市铁路办 

① 负责协调上海铁路局有关部门对跨越水源保护区的铁路

日常维修养护和相关环保应急设施建设。 

② 负责协调上海铁路局有关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做好铁路交

通事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并在事故发生

后，及时协调上海铁路局有关部门启用铁路桥梁附近建设的应急

防护工程设施。 

⑻ 市水利局 

① 负责指导水源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 

② 在发生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后，负责提出水文

条件预报，协助分析确定污染传输、扩散的可能范围。负责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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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合理调度，通过闸坝控制、水利工程调水引流、引清释污等

措施，控制污染物扩散，减轻事故造成的影响。 

③ 及时启动本系统的饮用水应急供水预案，提出其他备用

水源地启用的时机，与城建部门协同启用备用水源地，合理调度

水资源。 

⑼ 市农业委员会 

① 管理暴雨期间入河农灌退水排放行为，防范农业面源导

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② 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对具

有农灌功能的水源地，在应急期间暂停农灌取水。 

③ 参与饮用水水源地的善后处置和生态恢复。 

⑽ 市卫计委 

负责集中式供水单位的卫生监督，进行出厂水、末梢水水质

卫生监测；组织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提供涉及饮

用水污染所致疾病防治等相关信息。 

⑾ 市安监局 

① 参与协调各成员单位抢险救援等现场处置工作。 

② 组织市危险化学品专家协助事件处理。 

③ 组织开展事件责任单位及附近可能受影响的单位的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并协调事件调查处理。 

⑿ 市气象局 

负责卫星遥感分析和气象情况监测，分析气象条件对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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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水质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水源地水质污染的气象条件预警；

根据天气条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增加水量。 

⒀ 市民政局 

负责储备、管理、分配应急款物并监督使用；在饮用水水源

地突发污染造成特别严重影响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员转移、

安置和临时生活安排等工作，协助灾后恢复重建等相关环境污染

事件善后工作。 

⒁ 市商务局 

负责协调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物资的调拨和

紧急供应，做好应对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所需物资的储备工作，

保证紧急情况下商品饮用水及其他相关物资的供应。 

⒂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 

① 负责对蔷薇湖各功能区日常运行管理、水生态系统的良

性运转，确保蔷薇湖质稳定达标。 

② 发生水污染事件时，及时启闭蔷薇湖进、排水阀门，停

止蔷薇湖进水及供水。 

③ 维护好蔷薇湖水质自动监控系统，发生水污染事件时，

进行水质加密监测，并将水质情况、存水量情况、应急处置情况

及时报告市城建局、市水利局、市环保局。适时扩大蔷薇湖水质

自动监测系统监测项目，提高水质自动监测频率。 

④ 发生水华事件时，须及时采取水体增氧、藻类打捞、活

流排水等工程技术措施，降低或消除“水华”对水环境的影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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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专家评估生态破坏程度和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程度、造成的水

生生物破坏程度，并提出生态系统修复方案。对“水华”水域加密

监测，明确水华藻体种类，跟踪性监测水华藻毒素浓度，掌握“水

华”暴发的范围和趋势，并将相关情况及时报告市城建局、市水利

局、市环保局。 

⒃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单位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

环境事件的相关信息发布和应急宣传工作，准备把握舆论导向，

即使做好突发环境事件舆论引导工作，做好新闻信息发布工作。 

⒄ 市供电公司 

负责保障应急处置、指挥、通讯和信息传输所需要的电力供

应。 

⒅ 电信、移动公司 

负责保证应急通讯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通信和信息传输的

畅通。 

⒆ 事发地人民政府（东海县、海州区人民政府）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地的日常监管；配合相关部门

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处置

以及善后处置工作。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成员表见附件1。 

2.3 现场应急指挥部 

在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启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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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预案后，由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

协调相关部门，按照预案实施应急状态下处置工作。 

现场应急指挥部成员由市政府分管环保副市长担任总指挥，

市环保局、市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和农

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总指挥。全面负责指挥、

组织和协调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 

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

环保局、市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委员会、市民政

局、市卫计委、市安监局、市消防支队、市气象局、农发集团蔷

薇湖管理处等部门、单位及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同志组成。 

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现场应

急组织结构见图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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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现场指挥部
（应急现场指挥部）

指挥长：分管环保副市长
副指挥长：市水利局、市环保局、市城建局、
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和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

主要负责人

应急监测组：
市环保局
市水利局
市卫计委
市气象局

市城建局（自来水公
司）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

专家组

应急处置组：
市水利局
市城建局
市卫计委
市交通局
市铁路办
市公安局
市环保局
市安监局
市农委

市消防支队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

应急供水保障组：
市城建局
市民政局

市自来水公司
市消防支队

应急物资保障组：
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供电公司
市民政局

市电信、移动、联通公
司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

综合组：
市政府应急办
市委宣传部

 

2.3-1  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现场应急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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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场应急工作组 

应急现场处置指挥部根据事件类型及工作需要，设立应急监

测组、应急处置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综合组、

应急专家组。 

2.4.1 应急监测组 

由市环保局负责牵头，市城建局（自来水公司）、市水利局、

市卫计委、市气象局和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部门联合组成。 

应急职责：⑴负责对蔷薇湖及供水源头蔷薇河各监测断面和

自来水相关指标进行监测，加强蔷薇湖、蔷薇河水质自动监测站

的维护管理，进行动态跟踪监测，为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自

来水公司应对决策提供依据。⑵现场开展应急监测工作，在污染

团下游、上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监测，分析污染团迁移速率、方

向和流量等，开展溯源分析，为应急处置提供依据与保障。⑶经

指挥部同意，及时将相关监测报告移交给公安部门，为快速立案

提供依据。其中市环保局负责蔷薇河、蔷薇湖的预警及应急水质

监测和水体污染情况监测；市水利局负责调水通道、饮用水源地

的水量和流向情况的监测；市城建局（自来水公司）负责取水口

进、出水水质监测；市卫计委负责对末梢水水质监测；市气象局

负责气象要素的监测；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负责蔷薇湖水源地

水质监测和水体污染情况监测，发生水华事件时，要对“水华”水

域及进入饮用水水源地的上游河流水质及重点污染源要加密监测，

明确水华藻体种类，跟踪性监测水华藻毒素浓度，预报“水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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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范围和趋势。如日常监测出现明显异常，各成员单位应相互

协商、信息互通，联合组成应急监测小组，加大监测的频次和密

度，并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汇报情况。 

2.4.2 应急处置组 

由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城建局、市卫计委、市公安局、

市交通局、市铁路办、市安监局、市农委、市公安消防支队和农

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部门联合组成。 

应急职责：⑴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⑵负责现场污染

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的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

作。⑶根据事故变化及时向指挥部报告，以便统筹调度各方面人

力、物力加强处置工作。其中市城建局会同市水利局视情况停用

蔷薇湖水源地、启用其他应急和备用水源地，督促供水公司启动

突发供水应急预案，在应急期间采取各种应急处置措施，保证出

厂水质达标，保障居民饮用水供应；市环保局组织污染源排查；

市卫计委负责应急供水水质监测，对饮用水污染所致疾病进行防

治；市交通局、市铁路办负责落实相应的应急设施建设及启用，

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公路（含高速）、铁路及跨越桥梁交通事故可能

引发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市公安局负责污染事故调

查处理并落实相应的应急措施，市消防支队配合做好应急处置措

施；市环保局负责指导消防尾水、污染物的收集、转运及处置等；

市农委负责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当

供水源蔷薇河受到污染，水质不会影响蔷薇湖正常取水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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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及时告知蔷薇湖管理处视情况进行蓄水工作；当蔷薇河受

到污染且水质影响蔷薇湖正常取水时，应及时告知蔷薇湖管理处

关闭蔷薇湖进水闸，停止取水；当蔷薇河受污染的水已经进入蔷

薇湖或蔷薇湖水源地发生交通事故，蔷薇湖管理处应及时停止供

水并排出受污染水体或泄漏物，同时加密监测蔷薇湖水质，并将

相关处置情况向市城建局通报，抄送市水利局、市环保局；当蔷

薇湖发生水华事件时，蔷薇湖管理处应及时采取水体增氧、藻类

打捞、活流排水等工程技术措施，降低或消除“水华”对水环境的

影响，组织专家评估生态破坏程度和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程度、

造成的水生生物破坏程度，并提出生态系统修复方案，并将相关

处置情况向市城建局通报，抄送市水利局、市环保局。 

2.4.3 应急供水保障组 

由市城建局、市水利局、市卫计委、市自来水公司等部门联

合组成。 

应急职责：⑴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⑵负责指导供水

单位启动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2.4.4 应急物资保障组 

由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市供电局、市民政局、

市通信公司和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部门联合组成。 

应急职责：⑴负责车辆的安排和调配；⑵负责为救援行动提

供物质保证（包括污染物吸附、中和的材料及药剂，挖掘或设置

临时围堰的器材，监测器材和指挥通信器材等）；⑶负责应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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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勤保障工作。⑷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工作；

⑸负责调拨事件应急体系运行经费，包括征用物资补偿，救援费

用的支付；⑹负责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⑺尽快消除

事故后果和影响，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水厂取水正常秩序。 

2.4.5 应急专家组 

设立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组（以下

简称专家组），根据需要聘请饮用水源安全危机的应急处置专家，

各专项应急工作部门和相关单位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

人员组成专家组。主要专家人员依托市环保局环境应急专家名单。

其主要职责是： 

⑴ 为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安全提出中长期规划建议；为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和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⑵ 为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趋势提出

救灾方案、处置办法。 

⑶ 向蔷薇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现场指挥部提出科学有效的

决策方案。 

⑷ 对危机解决后的灾害损失和恢复方案等进行研究评估，并

提出相关建议。 

2.4.6 综合组 

由市政府应急办、市委宣传部联合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信息报告、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等工作。 

应急工作组成员表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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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急响应 

3.1 预警 

3.1.1 信息收集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收集与共享渠道，通过流域、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

性监测（常规断面）、在线监测（常规和预警监测断面）等日常监

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污染

源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市环保局通过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监督性监

测和在线自动监测）获取异常排放信息，及通过12369热线、网络

等途径获取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信息。 

水利部门负责通过水文水系参数的监测获得突发环境事件的

预警信息。 

公安、交通部门及市铁路办负责通过车辆事故报警或视频监

控系统获取流动源污染事件的预警信息。 

城建部门、自来水公司负责通过水厂水质监督性监测与在线

监测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变化信息。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负责通过蔷薇湖库区水质自动监测系

统获得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信息。 

县区人民政府及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水源地的日常巡查，发

现问题及时上报；加强与蔷薇河上游相邻区域政府间沟通协作，

建立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及时发现上游来水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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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信息研判 

通过日常监测监控首次发现水质异常或通过群众举报、责任

单位报告等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部门，应负责信息真实性的核实，

并通过进一步收集相关信息，结合应急监测数据分析，及时通报

相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并将有关信息报告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接到信息报告的应急指挥部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

进行会商，研判水质变化趋势，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

响，应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3.1.3 预警分级 

根据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

态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预案的预警等级分为二级，级别

由低到高，颜色依次为橙色、红色。 

一旦污染物进入本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就应立即发布预警，

采取预警行动或同时采取应急措施。一般发布橙色预警时，仅采

取预警行动；发布红色预警时，在采取预警行动的同时，应启动

应急措施。 

3.1.4 预警的启动条件 

⑴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但水源

保护区或其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是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

区上游连接水体，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

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启动橙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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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

体，且经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时、

可能影响取水，启动红色预警。 

3.1.5 发布预警和预警级别调整 

⑴ 发布预警 

由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对事件信息进行跟踪收集和研判，并

根据达到的预警级别条件发布相应的预警。 

红色预警由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急指挥部确认，报

请连云港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指挥部批准后发布。 

橙色预警由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急指挥部确认并按

有关规定和程序发布。 

预警发布的对象，主要针对组织实施预警行动和应急处置行

动的部门和单位。 

⑵ 预警级别调整 

预警信息发布后，可根据事态发展、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

调整预警级别（预警颜色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并再次发布。 

3.1.6 预警行动 

发布红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应当到达现场，

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预警行动包含以下内容： 

⑴ 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⑵ 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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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⑶ 通知水源地对应的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

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⑷ 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

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⑸ 对水源地和连接水体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⑹ 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⑺ 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⑻ 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⑼ 必要时，及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

等媒体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⑽ 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⑾ 对于上游发生的重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污染事件，要及时

评估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危害，对于可能影响本市水源地正常供水

的事件，要提前与上游环境监测机构沟通，并加强本市上游水域

水环境的监测，为预警和应急工作做好准备。 

3.1.7 预警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

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状态。当判断危险已经解除时，现场

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预警，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3.2 信息报告与通报 

3.2.1 信息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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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报警：一旦发现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后，事发

责任单位、责任人或知情人（包含：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个体）应第一时间向本级人

民政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告，或立即拨打“12369”向当地环保部

门报告，或通过拨打“110”、“119”、“12345”等公共举报热线电话、

网络等形式向连云港市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⑵ 接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在发

现或者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了

解相关情况。经过核实后，第一时间向连云港市应急组织指挥机

构和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最终上报至市政府、江苏省环

保厅。 

⑶ 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先于下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获悉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可以要求下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核

实并报告相应信息。 

⑷ 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

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不受报

送程序限制，相关责任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要立即向本级人民政

府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报告。 

3.2.2 信息通报程序 

对于经核实后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接报的有关部门应向

市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通报。所通报的部门包括环保、住建、

水利部门；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其它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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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遇火灾爆炸） 、交通（水上、道路运输） 、公安（遇火

灾爆炸、道路运输） 、安监（危化品泄漏）、卫生、农业（遇大

面积死鱼）等部门。 

3.2.3 信息报告和通报内容 

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

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⑴ 初报是发现或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的首次报告；即报告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

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结果、人员伤亡情况、

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

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⑵ 续报是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的报告，可随

时报告；即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事件及有关处置措施的进展情

况，主要报告实时监测情况，污染源排查和事故调查及各项应急

措施实施等动态情况。 

⑶ 处理结果报告是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的报告；即在初

报、续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过程和结果、

事件潜在或间接的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

责任追究、恢复重建等详细情况。 

3.2.4 报告方式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

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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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

多媒体资料。 

3.3 事态研判 
发布预警后，由现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按照水源地应急预案

中列明的副总指挥、协调办公室、专项工作组成员名单，迅速组

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包括以下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

判断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

括清洁水情况）、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

危害，以及备用水源地情况。 

事态研判的结果，应作为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

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的重要基础。 

3.4 应急监测 

3.4.1 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红色预警发布后，应急监测由市环保局牵头，由市水利局、

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单位组成，负责污染水域水质的应急监

测；城市供水水质的应急监测由市城建局（自来水公司）、市卫计

委等组成，负责城市供水水质的应急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应急监测的部门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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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想应急指挥部

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物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

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

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

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3.4.2 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方案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

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 

应急监测重点是抓住污染带前锋、峰值位置和浓度变化，对

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控。当污染来源不明时，应先通过应

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份，再进行污染源排查和先期处置。 

3.5 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3.5.1 明确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由环保部门协

同公安、水利等部门开展溯源分析。 

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

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根据蔷薇湖风险源识别与分析，需要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

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⑴ 有机类污染：重点排查水源地蔷薇河沿线工业企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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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工业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 

⑵ 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蔷薇河及蔷薇湖沿线工业企业、

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农药化肥

施用、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⑶ 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农村居民点，调查农村生活污染的

异常情况。 

⑷ 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

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⑸ 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跨越水源地的桥梁及铁路运输车辆，

调查上述运输车辆的异常情况。 

⑹ 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重点排查危化品运输车

辆等的异常情况。 

⑺ 对于发生在蔷薇湖库区内的污染事故，排查重点和对象应

为跨河桥梁和穿越水源地的运输车辆尤其是危化品运输车辆。 

3.5.2 切断污染源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包括

以下内容： 

⑴ 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

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

源或泄漏源。 

⑵ 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可启动路

面系统的导流槽、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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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⑶ 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

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⑷ 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3.6 应急处置 

3.6.1 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包括应急监测、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应

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等。 

应急监测由环保、水利、城建（自来水公司）、农发集团蔷薇

湖管理处等部门负责。 

根据污染特征，蔷薇湖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置措施

如下： 

⑴ 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对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

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

有条件的，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

灾害。 

⑵ 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应急专家组等

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定后实施。一般

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

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除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

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  

⑶ 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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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道内采取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通过分流沟将污染水

体分流至水源保护区外进行收集处置。 

若污染事故发生在蔷薇湖取水口上游区域，则由应急处置组

负责及时关闭蔷薇湖进水闸及抽水泵，避免污染水质进入蔷薇湖。 

若污染事故发生在蔷薇湖库区或蔷薇湖水质已受到污染，则

由应急处置组负责立即关闭蔷薇湖供水闸，停止向自来水公司供

水，同时启用道路、铁路桥梁附近的应急防护工程设施；利用蔷

薇湖与通榆河之间的退水闸（蔷薇湖向通榆河单向退水）导流污

染，视情况打开排水泵、退水闸，实施应急排水，导流污染水体

入通榆河，同时加强上游调水冲污。 

⑷二次污染处置 

应急处置组在应急处置中要做好消防尾水、泡沫等治污载体

的收集、围堵工作，避免二次污染引发饮用水突发事件。 

3.6.2 供水安全保障 

建立向供水单位通报应急监测信息制度，由应急监测组在启

动预警时第一时间通知供水单位。同时应急监测组各成员单位在

发现蔷薇河、蔷薇湖水质异常时，也应及时告知农发集团蔷薇湖

管理处，以便其及时做出应急反应。 

自来水公司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

时间，及时采取低压供水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

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 

3.7 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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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保障组由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交通局、市供电

局、市民政局、市通信公司和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部门联合

组成，由应急组织指挥部统一调度。 

应急物资保障组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列明应急物资、装

备和设施清单，以及明确调集、运输和使用方法。清单应当包括

种类、名称、数量及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

还应明确应急物资、装备、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要求。 

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⑴ 对水体内污染物进行打捞和拦截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

救援打捞设备、油毡、围油栏、筑坝材料、溢出控制装备等。 

⑵ 控制和消除污染物的物资、装备和设施，如中和剂、灭火

剂、解毒剂、吸收剂等。 

⑶ 移除和拦截移动源的装备和设施，如吊车、临时围堰、导

流槽、应急池等。 

⑷ 雨水口垃圾清运和拦截的装备和设施，如格栅、清运车、

临时设置的导流槽等。 

⑸ 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导流、分流及降解的应急工程设施，

如拦截坝、节制闸、导流渠、分流沟、前置库等。 

3.8 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由蔷薇湖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负责

蔷薇湖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现场应急指挥部在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通过发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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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

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信息，并针对舆情及

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

防范措施，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市委宣传部的新闻信息发布可按市政府的信息发布办法执行，

并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  

3.9 响应终止 

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得到控制，紧急情况解除后，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根据应急调查、应急监测结果作出应急处置报

告，报市突发环境应急处置指挥部决定终止应急状态，转入正常

工作。 

应急处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可终止应急程序： 

⑴ 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

清运至保护区外，未发生向水域扩散的情况。 

⑵ 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

导流至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达

标。 

⑶ 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

复正常取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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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期工作 

4.1 后期防控 
由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织协调事发地地方政府、事发单位和

其他相关部门做好后期防控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针对泄漏

的油品、化学品进行回收；进行后期污染监测和治理，消除投放

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事故场地

及漫延区域的污染物清除完成后，对土壤或水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部分污染物导流到水源地下游或其他区域，对这些区域的污染物

进行清除等。 

4.2 事件调查 
由市环保局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事故调查组，根据《突

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原

因、经过、性质及责任进行调查，应查明事件发生的直接和间接

原因、事件发生的过程、损失情况等，并查明肇事单位、地方政

府及有关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饮用水安全保障以及事件发生后

应急处置过程中责任履行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整改防范措

施和处理建议。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根据调查和评估情况，向市政府提出保障

水源地环境安全的改进措施建议。建议包括：风险源管理、连接

水体风险防控、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预案管理、联动机制等方

面的内容。 

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和单位落实各项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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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损害评估 
市政府应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评估工作可由具备一

定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和水质安全防控等学科背景的专业组织或

机构开展。现场应急工作组配合提供事件应急处置和事件损害基

本信息，配合做好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工作。 

评估组织或机构应制定详细的评估工作计划，重点开展饮用

水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效果、事件影响以及污染修复方案的评估，

分类统计突发事件造成的财产损害、事件应急处置费用、水源地

环境修复费用等，综合分析水源地再次利用方案，科学量化事件

造成的损失数额。 

评估组织或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报市政府，并将评估结果向社

会公布。 

4.4 善后处置 

由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织协调事发地政府、事发单位和其他

相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消除事件对饮用水水源地、水源地周边

环境，特别是对饮用水供应的影响。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

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部门（单位）及个

人的物资，要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及司

法援助，并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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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保障 

5.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协调办公室与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和完善环

境应急指挥系统、环境应急处置联动系统和环境安全科学预警系

统。配备必要的有线、无线通信器材，确保本预案启动时环境应

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及现场各专业应急组间的联络畅通。  

由市通信管理部门协调市电信公司、市移动公司、市联通公

司等有关通信运营企业负责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

作提供所需的通信保障。 

通过建立信息发布等制度，强化公众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保护饮水安全的氛围，重点对水源地周边的村民和单位进行

水源保护知识、法规的教育，提高当地人民自觉遵守饮用水源保

护条例的意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对水资源保护进行广

泛、深入和持久地宣传，提高全民的饮用水水源保护意识。 

5.2 应急队伍保障 

市水利局、环保局、城建局、卫计委、交通局、公安局、消

防支队、农发集团蔷薇湖管理处等相关应急组织指挥机构成员单

位要加强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专业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应急处

置的素质和能力，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应急队伍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信息报告、个体防护、应急资源使用、应急监测布点及监测方

法、应急处置方法等培训科目，保证在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控污、除藻、监测等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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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作。 

5.3 应急资源保障 

应急装备和物资的配置应满足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的需要。相关县区人民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辖区内的特点和自身的职责，配置相应的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装备和物资。

预警与应急处置的装备和物资主要包括： 

⑴ 先进的预警监测和监控设备，通过自动监测系统、远距离

视频监控系统对饮用水水源地的水文、水质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全

面的监控。 

⑵ 应急监测设备。配备应急监测车和快速检测的仪器和设备，

具备野外快速采样检测和逆向溯源能力，保证及时、迅速查找污

染因子和污染源。 

⑶ 贮备应急处置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装备、消

防设施、堵漏器材、吸附隔离物资、打捞设施、废水收集装置和

应急交通工具等，要做好自来水深度处理的物质准备工作，确保

饮用水水质达标安全。 

⑷ 改善供水管网，确保限水、降压供水、改路供水等特殊处

理措施能得到落实。 

5.4 经费保障 

用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安全预警系统建设、运行

和应急处置、工作机构日常运行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的经费，按规



- 39 - 

定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由财政部门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5.5 其他保障 

要建立功能完善、反应迅速、运转协调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

应急机制，必须加强饮用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应急专业队伍建

设，提高现场调查处置和实验室检测检验能力；要加强技术保障

工作，建立饮用水源保障和恢复应急管理机构与专家的日常联系

和信息沟通机制，在决策重大饮用水源保障和恢复方案过程中认

真听取专家意见。  

适时组织相关专家和机构分析当前饮用水源安全形势，对饮

用水源保障和恢复应急预案及实施进行评估，开展饮用水源保护

的现场研究，加强技术储备。并要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形

式，组织开展饮用水源地突发性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演练。 

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预测和应急处置技术的引进，

由环保部门提请科技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进行，

不断改进技术装备，适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组

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研究开发或引进建

立环境事件扩散数字模型；加强环境调查、监测能力建设，有重

点地引进先进的调查、监测装备和设备；加快环境事件应急指挥

的辅助决策系统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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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则 

6.1 名词术语 

6.1.1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且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

一般大于 1000 人）的在用、备用和规划的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

依据取水口所在水体类型不同，可分为河流型水源地和湖泊（水

库）型水源地。 

6.1.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障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

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以下简称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必要时可在水源保护区外划定准保护区。 

6.1.3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物质（以下简称水源地风险物质） 

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表 1、表 2 和表 3 所包含的项

目与物质，以及该标准之外其他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项目与物质。 

6.1.4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以下简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 

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

故等因素，导致水源地风险物质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

水体，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超标，影响或可能影响饮

用水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正常取水，危及公众身体健

康和财产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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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水质超标 

指水源地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Ⅲ类水质标

准或标准限值的要求。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未包括的项目，可根据物质本身的

危害特性和有关供水单位的净化能力，参考国外有关标准（如世

界卫生组织、美国环境保护署等）规定的浓度值，由市、县级人

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会商或依据应急专家组意见确定。 

6.2 预案的解释权属 

本预案由市应急办负责解释。 

6.3 预案的演练和修订 

6.3.1 预案的演练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相关成员单位，根据本预案所规定的职

责和程序，按照至少每年一次组织的频率组织本预案的应急演练，

增强实战能力。 

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信息报送流程是

否畅通、各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

要等。演练结束后，市人民政府应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

根据演练结果及时修订完善。 

6.3.2 预案的修订 

市应急办负责组织本预案的制定和日常管理，应急组织指挥

机构成员单位配合参与，并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水环境

的动态，及时组织修订、更新，并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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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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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附表1、连云港市蔷薇湖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应

急组织指挥机构成员表； 

附表2、应急工作组成员及职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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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附表 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一览表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

联系电话 日常职务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总指挥 徐家保： 
85803024 副市长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

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水源地

应急预案； 
（3）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1）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

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

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3）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

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4）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

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5）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副总指

挥 

市政府 
马伟： 

85803024 
 

副秘书长 
（1）协助总指挥开展有关工作； 
（2）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

急救援 
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 
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

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

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4）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

息； 
（5）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

市环保局 韩尚富：
13705136069 市保护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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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

联系电话 日常职务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作； 
（6）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

用水； 
（7）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协调办

公室 市应急办 韩建军： 
13961396789 市应急办主任 

（1）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

案； 
（2）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

理， 
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贯彻执行总指挥、副总指挥的各

项指令和要求； 
（2）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

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3）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

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 
（4）收集整理有关事件数据。 

专项工

作组 

市发改委 朱伟哲： 
13961394650 副主任 

牵头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理重点项目和预

警、预测工程的规划及立项审批。

负责应急物资储备综合管理工作。 

- 

市经信委 胡晓辉：
13775586908 副调研员 - 

负责出现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时，组织协调企业的限水、停

水。 

市委宣传部 丁淑强： 
85802564 新闻处处长 - 宣传：负责应急期间的新闻发布、对

外通报和信息公开等工作。 
市公安局 茅中余： 副局长 - 公安：查处导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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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

联系电话 日常职务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13905123812 的违法犯罪行为。 

市消防支队 
丁俊标：

18360530666 支队长 
负责相关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消防：在处置火灾爆炸事故时，防止

消防水进入水源地及其连接水体。 
唐  烨 战训科科长 

市财政局 王统峰： 
85520696 副调研员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管理工作经费。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期间的费用。 

市国土局 曹文斌： 
13905135653 副局长 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于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场地。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的场地。 

市环保局 陆  杰： 
15905136588 

市环境监察局

局长 

负责水源地日常监测，及时上报并

通报水源地水质异常信息。开展水

源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负责应急监测，督促、指导有关部门

和单位开展水源地污染物削减处置等

工作。 

市城建局 滕秀元： 
13505139328 副局长 

住房城乡建设（包括供水单位）：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

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

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

异常信息。 

负责指导供水单位的应急处置工作，

组织供水单位进行应急监测，落实停

止取水、启动深度处理设施和切换备

用水源等应急工作安排。 

市交通局 吴亚东： 
13705139638 副局长 

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跨越水源

保护区道路桥梁的日常应急管理工

作，建设维护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

施。 

协助处置交通事故次生的水源地突发

环境事件，事故发生后及时启用道路

桥梁应急工程设施，并负责保障应急

物资运输车辆快速通行。 

市铁路办 吴亚东： 
13705139638 副局长 负责组织维持水源保护区内铁路的

维修养护和应急设施建设。 
负责及时启用铁路桥梁附近建设的应

急防护工程设施。负责配合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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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

联系电话 日常职务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做好铁路交通事故可能引发环境污染

的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市水利局 董一洪： 
13951257988 副局长 负责指导水源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

理。 

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利用水利工程

进行污染团拦截、导流、降污或调水

稀释等工作。 

市农委 樊继刚： 
15895781199 总畜牧师 

管理暴雨期间入河农灌退水排放行

为，防范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

发环境事件。 

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渔业养殖导致

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对具有农灌

功能的水源地，在应急期间暂停农灌

取水。 

市卫计委 陈  方： 
13961378198 副主任 

负责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卫生日

常管理，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梢

水水质异常信息。 

负责管网末梢水水质应急监测，确保

应急期间居民饮水卫生安全。 

市安监局 钱成勇：
15062985188 局长 负责相关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参与协调各成员单位抢险救援等现场

处置工作；组织市危险化学品专家协

助事件处理；组织开展事件责任单位

及附近可能受影响的单位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工作，并协调事件调查处理。 

市气象局 陈  飞：
13851260155 副局长 及时上报、通报和发布暴雨、洪水

等气象信息。 
负责应急期间提供水源地周边气象信

息。 

市民政局 王从金：
15105132899 局长 负责相关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造成特别严

重影响，导致受灾群众生活困难需要

救济或安置时，负责受灾群众的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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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组织指挥机构组成 主要负责人和

联系电话 日常职务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生活救济，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转移安

置工作。 

市商务局 陈  林： 
13961388992 副局长 做好应对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所需

物资的储备工作。 

负责协调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

件处置物资的调拨和紧急供应，保证

紧急情况下商品饮用水及其他相关物

资的供应。 

市供电公司 郁正纲： 
13605137299 副总经理 - 负责保障应急处置、指挥、通讯和信

息传输所需要的电力供应。 

市电信公司 周  晓： 
18005138666 副总经理 - 

通信管理：负责应急期间的通信保障。 
市移动公司 孔令舟： 

18805139933 副总经理 - 

东海县政府 张海斌： 
608299 副县长 

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蔷薇湖饮用

水水源地的日常监管。 

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

处置以及善后处置工作。 海州区政府 卢  平： 
13812321006 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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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附表 2  应急工作组职责一览表 
应急工作

组组成 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日常职位 专业方向 应急职责 

应急处置

组 

市环保局 孙建国 13675298918 应急办主任 环保 

（1）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2）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

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

地处置等工作。 

市水利局 宋海红 13961370065 防办主任 水利 

市城建局 王  磊 85461946 公共事业处副

处长 城建 

市公安局 张思路 15861236236 
生态环境犯罪

侦查支队负责

人 
刑事案件侦办 

市交通局 吴亚东 13705139638 副局长 交通工程 

市铁路办 吴亚东 13705139638 副局长 交通工程 

市安监局 高新海 13775440023 应急处处长 安全生产 

市卫计委 胡  灵 13815638160 副调研员 应急管理 

市农委 樊继刚 15895781199 总畜牧师 蓄牧 

市消防支队 丁俊标 18360530666 支队长 灭火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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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

组组成 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日常职位 专业方向 应急职责 

应急监测

组 

市环保局 郭亚伟 13605137371 监测中心站站

长 环境监测 

（1）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2）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

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 
（3）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

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市城建局 王  磊 85461946 公共事业处副

处长 城建 

市自来水公

司 包  伟 13905133680 副总经理 环境工程 

市水利局 胡新元 15905130101 水资源处处长 水资源管理 

市卫计委 陈  方 13961378198 副主任 应急管理 

市气象局 范  晔 13815639799 气象台台长 预报服务 

应急供水

保障组 

市城建局 王  磊 85461946；
18761303083 

公共事业处副

处长 城建 

（1）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 
（2）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

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

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市水利局 宋海红 13961370065 防办主任 / 

市卫计委 胡  灵 13815638160 副调研员 应急管理 

市环保局 孙建国 13675298918 应急办主任 环保 
市自来水公

司 包  伟 13905133680 副总经理 环境工程 

应急物资

保障组 市财政局 王统峰 85520696 经济建设处处

长 经济管理 （1）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 
（2）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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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

组组成 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日常职位 专业方向 应急职责 

市商务局 吴哲通 13851279777 市场体系建设

处处长 商务管理 车辆； 
（3）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

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4）负责电力、通信应急保障。 

市交通局 吴亚东 13705139638 副局长 交通工程 

市民政局 钟  玲 13961381333 副局长 / 

市供电公司 郑许林 13815622920 安全总监 电力系统 

市电信公司 陈  玮 15305139868 网络运行维护

部主任 通信 

市移动公司 朱志永 13905139081 工维部负责人 通信 

综合组 
市应急办 韩建军 13961396789 市应急办主任 应急管理 负责信息报告、信息发布和舆情应

对等工作。 
市委宣传部 丁淑强 85802564 新闻处处长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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