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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为了在发生安全事故或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紧急情况下迅速反应，做好防范措施和处理
工作，降低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对环境的危害。根据公司《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第一章 总 则
一、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尽最大努力保护人员、设备、财产安全。
二、公司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和事故应急指挥部、应急小分队，负责应急状态下的指挥、组
织、协调、救援、处理工作。
三、抢险救灾，人人有责。
四、储备适量的应急物资，并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第二章 机构设置及职责
一、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由抢险救援组、事故调查组、善后工作组组成。
（一）事故应急救援系统实行行政责任替补原则，当指挥部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因故不能履行职
责的，由行政副职替补，确保随时到位，实施指挥。
（二）指挥部组成
1、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人员组成：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及公司相关部门人
员组成。
1）
、事故现场抢险组人员组成：由现场保安人员、当值班干部等相关人员组成。
2）
、事故现场保护组人员组成：由车间主管任组长，现场保安人员组成。
3）
、事故现场通讯组人员组成：由行政负责人组成。
二、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机构职责
（一）指挥部：
1、负责安全应急预案的制定、修改和宣传贯彻工作。
2、督促各部门落实应急预案措施，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制订应急救援预案演习方案（消防
演练、应急救护演练等），并组织实施。
3、当发生安全事故、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事故及时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抢险、协调、保障、
处理的应急救援工作。
4、负责统一指挥工作，确保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及时到位，指令相关人员执行有关抢险救援
工作。
（二）抢险救援组职责
根据指挥部的指令，确保有条不紊地进行抢险救援活动。同时注意保护好事故现场。
（三）事故调查组
根据“四不放过”原则，进行事故调查、分析、处理。当需要移动现场某些物体时，必要时做
好现场标记、拍照、录像或绘制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查
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防止再次发生事故防范措施，组织召开事故分析会，提出事故处理意见。
向有关单位、部门汇报事故调查报告书。
（四）善后工作组
对事故伤亡者送医院救治和善后处理工作，及其家属进行安抚工作，协助解决工伤保险的有关
事宜。
第三章 火灾事故控制
一、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消防工作职责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有关消防法律法规。
2、组织实施逐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防火责任制。
3、建立防火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和灭火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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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4、组织防火检查，落实火灾隐患的整改工作。
5、组织员工、义务消防队、抢险队进行消防培训。
6、组织力量进行火灾扑救，保护火灾现场。
7、火灾事故调查、分析、处理。协助消防部门、上级单位对火灾调查。
二、各级人员在扑救火灾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指挥员的职责
负责指挥本公司员工进行救人、灭火、转移物资工作：
1、负责发布和解除灭火、救援命令、信号。
2、组织力量进行火情侦察，掌握火势发展情况，确定灭火方案。
3、向各部门、班组明确地布置救人、疏散物资和灭火、供水任务，并检查执行情况。
4、火势较大，难以自救时，向公安消防队救援；当公安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时，向消防总指挥
报告情况，服从统一指挥，带领员工贯彻执行。
（二）生产部负责人的职责
生产部负责人在扑救火灾工作中，执行指挥员的指示，负责具体工作：
1、组织力量严密监视火势的发展，及时向指挥员报告火灾现场的变化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2、按照指挥员的指示，向部门传达战斗任务，并不断检查执行情况。
3、组织警卫进行警戒工作。
4、组织抢险队现场救护工作。
（三）行政部负责人的职责
负责灭火的后勤保障工作：
1、保证供水、供电不间断。
2、保证消防机械设备正常运行。
3、根据灭火的需要，及时供应消防器材装备、应急物资。
4、组织力量转移机械设备、疏散物资。
5、负责联络工作，及时准确传达命令，反映情况。
6、检查通讯设备，保持联络畅通，通过广播指导人员的疏散和自救。
7、交通工具调配工作。
8、对伤员的现场救治和护送伤员到医院治疗工作。
9、提供急救器材、药品和其它后勤工作。
（四）班组负责人的职责
指挥班内员工进行救人、转移物资、灭火工作：
1、指挥班员正确使用消防设施、灭火器材。
2、搞好协同作战，组织相应的灭火器材支援灭火工作。
3、及时向指挥员报告火灾现场情况。
4、执行指挥员的指示。
（五）义务消防队员（应急小分队成员）的职责
负责灭火、救人、转移物资、疏散人员等工作：
1、接到火警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及时赶赴现场进行灭火、抢救工作。
2、正确使用消防器材，确定水带路线与水枪的设置地点。
3、听从指挥员的命令执行各项工作。
4、负责火灾现场的查漏工作，及时抢救伤员脱离火灾现场。
（六）警卫员的职责
负责指导无关人员、车辆撤离现场，清除路障，保障消防通道畅通；负责现场安全警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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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灭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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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灭火措施
1、当工棚宿舍、仓库、危险物品起火时，发现者或目击者应及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报告。如
果是火灾初发阶段（萌芽时期）
，应及时对火苗进行扑救。
2、有关领导或有关部门、义务消防队员、抢险队员接到火警报告时，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灭
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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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灭火方法：可采用冷却法、窒息法、隔离法、化学抑制法进行扑救。
4、根据火场情况，机动灵活地选择和使用消防设施、灭火器具。当火势扩大，一般扑救不可
能时，应及时切断电源，撤离危险区内的人员和易燃易爆物品等物资。
5、电气火灾应先断电后再进行灭火。一般情况下先断电后再进行扑救，但在紧急情况下带电
灭火时应选用不导电的灭火器（如：二氧化碳、干粉、卤代烷灭火器）进行灭火。
6、火势较大有必要时，拔打“119”向消防部门求援。
7 火灾现场自救注意事项：
（1）、 参加救火人员应注意自我保护，使用灭火器材时应站在上风位置，预防因烈火、浓烟
熏烤而受到伤害。
（2）
、火苗袭来时要迅速疏散逃生，不要贪恋财物。
（3）
、身上着火时，可就地打滚或用淋湿的衣物、麻袋覆盖压火苗，切勿奔跑或用手拍打，以
免助长火势。
（4）
、在扑救的同时要注意周围情况，防止中毒、坍塌、坠落、触电、物体打击等二次事故的
发生。
8、被烧伤人员的现场救治
（1）
、出事现场，立即采取急救措施，使伤员尽快脱离致伤物，以免继续伤害深层组织。
（2）
、严重创伤出血的伤员救治应根据伤情正确地采取暂时性地止血、清洁包扎、固定和运送
等方面措施。
（3）
、伤员口渴时可给适量饮水或含盐饮料。
（4）
、现场止血、包扎、固定后的伤员，应尽快转送到医院治疗，路途中要注意观察呼吸、脉
搏、血压等的变化。
七、事故调查组进行火灾调查、分析、处理。
第四章

重大伤亡事故应急处理

一、报警和通讯
1、发现或得知事故情况的人员应立即向施工管理人员、班组长、安全员和本单位领导报告。
2、指挥部接到报警后，并通知指挥部成员、应急小分队成员各司其责，火速赶赴现场。及时组织
一切力量抢救伤员，注意做好事故现场的保护工作。
3、指挥部成员、生产部根据事故类别迅速向公安、劳动、工会、等上级领导机关按规定时间内报
告。
轻伤事故——1 小时内报公司行政部。
重伤事故——1 小时内报公司行政部。
重伤三人或死亡一至二人事故——在 4 小时内报公司行政部的同时，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当
地安监部门、工会、公安部门报告。
重大、特大死亡事故——即一次死亡三人以上——2 小时内报公司行政部的同时，向工会、公安
部门报告。
发生爆炸事故或火灾——应同时报当地公安、消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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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事故紧急联络系统表
保险机构

行政部门

行政部门

公安部门

工会部门

公司主管领导或质安部

行政部

管理人员、安全员、班组长、警卫人员

受伤者或目击者
5、报警和通讯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和相关设施。
②事故类型，初步估计伤害程度。
③联系人姓名和电话等。
二、现场急救措施（步骤）
（一）抢险救援组进行抢救伤亡和转移物资等施救活动，防止事故扩大。
（二）医疗救援组
1、初步检查伤员，判断伤员其神志、气管、呼吸循环是否有问题，如有休克或严重伤势时应采
用急救措施，使伤员保持呼吸道通畅，视情况采取有效的止血、包扎伤口、固定、止痛等措施预防
伤口感染或休克。注意保存好断离的器官或组织。
2、迅速使伤员脱离危险场所，及时送住医院救治。
3、对伤员提供紧急的监护和救治。
4、呼救。专车派送或求援救护车，注意路途中继续施救，直到医院治疗。
5、到达医院救治伤员前应反映伤员的伤情和经过及简单的救治过程。
三、警卫员维护秩序，疏散无关人员，控制事故区域的边界人员和车辆进出，清除路障。
四、善后工作组进行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五、指挥部协助公安部门、劳动部门等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六、事故调查组按事故的“四不放过”原则进行调查、分析、处理。
第五章

抢救伤员应急措施

一、抢救和重点放在对休克、骨折和出血等伤害进行处理。
二、及时组织抢救伤者，首先观察伤者的受伤情况、部位、伤害性质，如伤员发生休克，应先
处理休克。遇呼吸、心跳停止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挤压进行急救（心肺复苏法）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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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休克状态的伤员要让其安静、保暖、平卧、少动，并将下肢抬高约 20 度左右，尽快送医院进行抢
救治疗。
三、出现颅脑损伤，必须维持呼吸道通畅。昏迷者应平卧，面部转向一侧，以防舌根下坠或分
泌物、呕吐物吸入，发生喉阻塞。有骨折者，应初步固定后再搬运。遇有严重的颅底骨折及严重的
脑损伤症状出现，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后，及时送就近有条件的医
院治疗。
四、发现脊椎受伤者，创伤处用消毒的纱布或清洁布等覆盖伤口，用绷带或布条包扎好后及时
送医院。搬运时，将伤者平卧放在帆布担架或硬板上，以免受伤的脊骨移位、断裂造成截瘫，招致
死亡。抢救脊椎受伤者，搬运过程中，严禁只抬伤者的两肩与两腿或单肩背运。
五、发现伤者手足骨折，不要盲目搬动伤者。应骨折部位用夹板把受伤位置临时固定，防止断
端再移位或刺伤肌肉，神经或血管。固定方法：以固定骨折处上下关节为原则，可就地取材，用木
板、厚竹片等，在无材料的情况下，上肢可固定在身则，下肢与腱侧下肢缚在一起。
六、遇有创伤性出血的伤员，应迅速包扎止血，使伤员保持在头低脚高的卧位，并注意保暖。
正确的现场止血措施如下：
1、一般伤口小的止血法：先用生理盐水（0、9%Nacl 溶液）冲洗伤口,涂上红药水,然后盖上消
毒纱布,用绷带较紧地包扎。
2、加压包扎止血法：用纱布、棉花等作成软垫，放在伤口上再加包扎来增强压力而止血。
3、止血带止血法：选择弹性好的橡皮管，橡皮带或三角巾、毛巾、带状布条等，上肢出血结扎
在臂上 1/2 处（靠近心脏位置）
，下肢出血结扎在大腿上 1/3 处（靠心脏位置）
。结扎时，在止血带
与皮肤之间垫上消毒纱布棉垫。每隔 25～40 分钟放松一次，每次放松 0、5～1 分钟。
七、动用最快交通工具或其他措施，及时把伤者送往医院抢救。运送过程中应尽量减少颠簸，
同时密切注意伤者的呼吸、脉搏、血压及伤口的情况。当现场不具备条件时，应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中心或医院电话进行求助。
第六章

触电事故救援措施

一、及时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方法
1、立即将控制开关、插座断开。
2、当电线触及人体，来不及断开开关、电器时，可用绝缘物如竹木棒等将电线移开。
3、必要时可用绝缘工具切断导线。
4、短路的方法迫使保护装置动作断开电源。
（一般由电工操作）
5、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停电。
二、对触电者进行简单的诊断，视不同情况进行分别处理。
1、通畅气道。首先清除口中异物。使触电者仰面躺在平硬的地方，速解开其领扣、紧身衣和裤
带。若发现触电者口内有食物、假牙、血块等异物，可将其身体及头部同时侧转，迅速用手指交叉
从口角处插入，从口中取出异物，操作中要注意防止将异物推到咽喉深入。第二，采用仰头抬颊法
畅通气道。操作时，救护人用一只手放在触电者前额，另一只手的手指将其颌骨向上抬起，两手协
同将头部推向后仰，舌根自然随之抬起、气道即可畅通。为使触电者头部后仰，可于其颈部下方垫
适量厚度的物品，但严禁用枕头或其他物品垫在触电者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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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呼吸心跳尚存，但神志昏迷者，应让其仰卧，注意避免受寒。
3、心跳尚存、呼吸停止，可用口对口（鼻）人工呼吸法施救。使触电者仰卧，松解衣扣和腰带，
清除口腔内痰液、呕吐物、血块、泥土等，保持呼吸道畅通，救护人员一手将其下颌托起，使其头
尽量后仰，另一只手捏住其鼻孔，深吸一口气，对住触电者的口用力吹气，然后立即离开其口，同
时松开捏鼻孔的手。吹气力量要适中，次数以每分钟 16～18 次为宜。
4、心跳停止，呼吸尚存，可有心脏挤压法施救。将触电者仰卧在地上或硬板床上，救护人员跪
在或站于伤者一侧，面对触电者，将右手掌置于触电者胸骨下段及剑突部，左手置于右手之上，以
上身的重量用力把胸骨下段向后压向脊柱，随后将手碗放松，每分钟挤压 60～80 次。在进行胸外挤
压时，宜将伤者头放低以静脉血回流。
5、心跳、呼吸均停止，可用人工呼吸法和心脏挤压法进行施救。一般做四次心脏挤压，做一次
人工呼吸。
四、 将触电者及时送往医院治疗，路途中继续施救，直至医院。
第七章

防中毒、防暑降温措施

一、防食品中毒
1、购买食品须符合卫生有关要求，不买过期、变质、腐烂等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
2、生、熟食品应分开存放，做好防鼠、防害虫、苍蝇等安全隔离措施。
3、买回来的食品、蔬菜应经过检查，清洗干净。
4、若发生食物中毒，须立即送中毒者到医院治疗。
二、防暑降温
1、高温天气，适当调整劳动休息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2、作业过程中适当增加间息时间，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减少热辐射。
3、电焊作业场所加强通风，疏散热源。
4、供应含盐的清凉钦料，并注意钦食卫生。
5、储备应急药品、器材，发现中暑者立即采取措施治疗。
第八章

治安突发事件控制措施

当发生突发事件（如打群架、违法乱纪、严重扰乱工作秩序等行为）时：
一、耐心劝说教育，以理说服。
二、及时向公司领导报告。
三、有必要时报警，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四、组织现场保安员维护秩序，制止其违法乱纪的行为。
第九章

培训和演练

一、培训（定期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一）对操作人员的培训内容：
1、鉴别异常情况并及时上报的能力与意识。
2、对待各种事故如何处理。
3、自救与互相救护的能力。
（二）对义务消防队员、应急小分队成员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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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消防器材、工具的技能与知识。
2、任务的目的和如何完成任务。
3、与上下级联系的方法和各种信号的含义。
（三）对群众的培训内容
1、具有哪些危险隐患；进行危害辨识与控制方法、措施。
2、防护用具的使用和自制简单防护用具。
3、各种信号的含义。
4、紧急状态下如何行动。
二、训练和演习
定期组织进行综合训练和演习。
第十章

预案的评估和修改

一、为了能把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应急救援中去，及对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保持一致，预案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修订。
二、对危险源和新增装置、人员变化进行定期检查，对预案及时更新。
三、在实践和演习中提高指挥水平，对预案进一步合理化。
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须不断总结经验，修订完善针
对性、可操作性较强的应急处理预案。
第十一章

事故的进一步处理

由行政负责人安排专员负责医院救治、护理工作，同时，由行政负责人做好如下对外协调工作：
一、

伤者家属进行联系，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二、

对外发布信息及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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