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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政办〔2017〕24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阳市城镇燃气事故（险情）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修订后的《洛阳市城镇燃气事故（险情）应急预案》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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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城镇燃气事故（险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对城镇燃气事故（险情）处理应对能力，预防和减少

突发城镇燃气事故（险情）及其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

安全，确保我市在发生城镇燃气事故（险情）时能及时采取快速、

有序的应急措施，有效地进行事故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十三号，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1.2.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号，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2.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3 号，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2.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2.6 《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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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号，2013 年 12 月 27 日起施行）                                 

1.2.7 《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2.8 《洛阳市燃气管理条例（修订）》（2016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1.3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指挥、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区

域为主，单位自救和社会救援相结合。 

    1.4 事故分级 

    一般事故：城镇燃气经营、储存、使用过程中，发生严重泄

露事故、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已经严重危及企业员工及周边社

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

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或者造成 1000 户以上

1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气 24 小时以上的。 

    较大事故：城镇燃气经营、储存、使用过程中，发生严重泄

露事故、较大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已经严重危及企业员工及周

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

直接经济损失的，或者造成 1万户以上 3万户以下居民连续停气

24 小时以上的。 

    重大事故：城镇燃气经营、储存、使用过程中，发生严重泄

露事故、重大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已经严重危及企业员工及周

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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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或者造成 3 万户以上居民连续停气 24 小时以上

的。 

    特别重大事故：城镇燃气经营、储存、使用过程中，发生严

重泄露事故、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已经严重危及企业

员工及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

者 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 1亿元以上直接经经济损失的，或者造

成 5万户以上居民连续停气 48 小时以上的。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洛阳市城镇燃气经营、储存、使用过程中发生

的，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的较大燃气事故及需要由市政府协

助处置的重大、特别重大，或者超出事发县（市、区）人民政府

处置能力的燃气事故。 

重大、特别重大燃气事故的应急救援按照国家、省相关预案

执行。一般事故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处置。 

    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

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

作。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市领导担任，副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副

秘书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主任担任。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监

察局、洛阳军分区、市应急办、住房城乡建设委、安全生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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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公安局、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气象局、消防支队、民政局、交通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环保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总工会、通信办、武警洛阳支队、中

国电信洛阳分公司、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中国移动洛阳分公司

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

市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主任兼任。 

办公室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西路 33 号西座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办公室主任 

62216688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安全科科长  62277909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公用事业科科长  62277609 

值班电话兼传真：63938351、63318171（夜间、节假日） 

市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事发地设立现场指挥部。 

各县（市、区）设立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指挥部，具体组织和

实施辖区内城镇燃气事故应对工作，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事故情

况，并在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当发生较大以上城镇燃气事故时，应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相关保

障。 

    2.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 市指挥部职责 

（1）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修改和完善市城镇燃气事故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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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预案。 

（2）决定启动较大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响应，统一指挥城镇

燃气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对应急救援工作中出现的各类情况采取

紧急处理措施，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3）行政区域内紧急调用各类物资、人员和占用场地，事

故后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4）根据事故灾害情况，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险情时，

组织人员和物资有序疏散。 

（5）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起草城镇燃气事故

报告。 

（6）做好社会稳定和伤亡人员善后安抚工作。 

（7）宣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终止，并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解除事故险情。 

（8）适时发布公告，公布事故原因、责任和处理意见。 

（9）定期组织预案演练，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修改和

完善应急预案。 

    2.2.2 市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市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 

（2）收集汇总分析各相关部门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信息，

及时向市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通报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做好事故

信息和有关指令的上传下达，保证事故信息沟通渠道畅通。 

（3）组织应急值班和指挥部日常工作，协调有关单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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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救援队伍迅速开展抢险救灾。 

（4）检查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应急准备、抢险救援、

信息上报、善后处理以及恢复生活、生产秩序等工作。 

（5）牵头组织城镇燃气应急救援专家组，对事故应急救援

提供技术支持。 

（6）关注和引导舆情，配合宣传部门及时向主流媒体提供

准确、全面、真实的事故信息。 

（7）承担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3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市属新闻单位对较大以上

城镇燃气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协调较大以上城镇燃气事故

及处置情况的新闻发布工作，组织市属新闻单位进行城镇燃气安

全知识宣传，加强互联网信息管理。 

（2）市监察局：负责监督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应急救援职

责，参加事故调查与处理，监督落实责任追究。 

（3）洛阳军分区：负责协调驻洛部队，组织民兵预备役部

队参加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4）市应急办：负责协助除市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之

外的市领导处置燃气事故；做好市政府各项应急指令的上传下

达，按规定向省政府报送事件信息；向市政府领导、各县（市、

区）通报市指挥部下达的预警预测信息和启动应急响应的指令；

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负责做好跨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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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应急机构的沟通协调，申请上级应急支援；负责市应急平台正

常运行和通用装备的保障。 

（5）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提出和确定城镇燃气经营、

储存区域及重点目标建议；牵头组织专家顾问组提供城镇燃气事

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牵头负责城镇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具体指导和督促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各重

点城镇燃气从业单位制定本单位的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市安全生产监管局：参与组织专家顾问组提供城镇燃

气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参与城镇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7）市发展改革委：与相关电力企业保持联络，保证事故

现场电力供应。 

（8）市财政局：负责生产安全事故抢险过程中的物资供应、

资金供应、抢险人员生活安排、遇难人员家属安置和接待工作。 

（9）市公安局：负责制定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预案，

负责开辟救援绿色通道、事故区域内警戒、交通管制、有关人员

疏散和撤离；确定事故伤亡人数和人员姓名、身份；负责有关责

任人监护及追捕；参与城镇燃气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10）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制定受伤人员治疗与救护应急预

案；负责受伤人员抢救治疗工作；负责调动药品、器材、组织医

疗卫生急救队伍，提供医疗保障；参与因城镇燃气事故导致的职

业中毒事件的调查。 

（11）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中符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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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职工的工伤认定，协调相关单位完成工伤待遇及遗属补助的发

放和理赔工作。 

（12）市气象局：负责制定应急气象服务预案；事故发生地

气象监测和预报；提供气象数据资料。 

（13）市消防支队：负责制定泄漏和灭火救援预案；城镇燃

气事故现场处置，控制易燃、易爆气体泄漏并对有关设备的冷却；

组织开展搜救工作；事故得到控制后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现场的洗

消和处理工作。 

（14）市民政局：负责配合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做好事故现

场疏散和撤离人员安置工作；组织落实社会救灾队伍和物资，做

好事故善后工作。 

（15）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交通运输系统内城镇燃气运

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负责所辖水域、航道及码头城镇燃气事故

现场交通管制；负责组织公路抢修、维护，保证公路畅通；负责

应急救援运输工作，及时把物资和设备运到事故现场。 

（16）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制定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提供事故现场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等特种设备安全处置意见；参与事故调查。 

（17）市环保局：负责制定城镇燃气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方案；

城镇燃气事故现场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确定污染区域范围，对城

镇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引发较大以上环境污染事件的，要对事故造

成的环境影响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及时通报危险危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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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环境修复方案；参与事故调查。 

（18）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燃气事故应对处置工作全过

程公务用车保障。 

（19）市总工会：参与监督各职能部门切实履行应急救援职

责，参加事故调查与处理。 

（20）武警洛阳支队：组织所属部队参与城镇燃气事故抢险

救援工作。 

（21）市通信办：负责组织公共通信网受损通信系统的应急

恢复；当事故造成指挥通信系统损坏时，统一调动各种通信资源，

为抢险救灾应急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22）中国移动洛阳分公司、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中国电

信洛阳分公司：负责通讯设施的抢修工作，架设临时设备，做好

应急处置期间的通讯保障工作。 

    2.3 应急专家组 

市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应急专家组，为应急处置工作

提供技术支持，并指导应急知识的教育和应急技能培训。 

应急专家由市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负责管理，并建立应急专

家库，如有人员变动，应及时予以调整，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

案。 

应急专家组职责：参加事故应急救援方案研究，提出科学合

理救援方案；研究分析事故灾害形势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为应

急救援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提出有效防范事故扩大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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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议；对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建议。 

    2.4 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市指挥部在事发地设立现场指挥部，具体负责指挥事故现场

的应急处置工作，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当指挥长没有到达现场前，

由事发地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主要负责人暂时履行指挥长

职责。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包括： 

（1）指挥、协调现场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联络各方力

量处理事故，控制事故蔓延。 

（2）与事故单位和市指挥部保持密切联系，核实现场人员

伤亡和损失情况，及时向市指挥部汇报抢险救援工作及事故应急

处置的进展情况。 

（3）组织划定城镇燃气事故现场的警戒范围，实施必要的

群众疏散、交通管制及其它强制性措施。 

（4）协调应急救援专家指导应急救援工作。 

（5）为市指挥部提供应急救援决策依据。 

（6）市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参与处置工作，包括

组织营救、伤员救治、疏散撤离、安置人员、上报事故情况等。 

    2.5 现场指挥部组成 

市现场应急指挥下设抢险救援、治安警戒、医疗救护、后勤

保障、环境监测、宣传报道、善后处置、技术专家等应急工作组。 

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1）抢险救援组 



 

 — 12 —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安全生产监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消防支队 

职    责：负责实施市指挥部批准的抢险救援方案；负责协

调抢险救援所需的物资清单；负责组织指挥救援人员进入事故现

场实施抢险救援。 

（2）治安警戒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成员单位：洛阳军分区、武警洛阳支队 

职    责：负责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事故现场治安警戒、人员

疏散、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现场调查取证等工作，保障应急救

援高效有序进行；依法控制事故责任人。 

（3）医疗救护组 

牵头单位：市卫生计生委 

成员单位：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职    责：负责组织协调调配救护车、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

等卫生资源，开展事故伤员或中毒人员急救转运、救治和现场卫

生防疫工作；组织协调卫生应急药品、器械等物资调配和质量监

督管理工作。 

（4）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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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气象局、通信办、电信洛阳分公

司、联通洛阳分公司、移动洛阳分公司、洛阳供电公司 

职    责：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物资的联系、采购、供应、车

架及油料调配；保障各级指挥人员、抢险人员生活与休息场所；

为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提供气象信息；与相关电力企业保持联

络，保证事故现场电力供应；与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移动公司

联络，保证事故现场通信畅通；负责事故处置全过程车辆保障；

负责事故现场抢险物资存放与保管；负责开辟救援绿色通道，协

助调集、征用救援车辆，组织公路抢修、维护，保证公路畅通。 

（5）环境监测组 

牵头单位：市环保局                                          

成员单位：市气象局 

职    责：负责事故现场大气环境污染影响的环境应急监测

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防控建议，提

出妥善处置的技术指导意见。 

（6）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安全生产监管局、市广播电

视总台 

职    责：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及时做好新闻发

布工作，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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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住房城乡建设委、安全生产监管局、

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计生委、总工会 

职    责：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理赔工作；

负责处理相关善后工作。 

（8）技术专家组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成员由相关部门专家组成。 

职    责：参与城镇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方案的研究

制订；分析事故原因、灾害的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为应急救援

决策、事故防范和恢复生产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工作组组成人员若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替补，并及时

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2.6 各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各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应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燃

气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相应的应急组织体系，做好本行政区域内

一般事故的预警、响应、处置及善后等相关工作，配合上级做好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3  预警 

    3.1 预警级别 

按照城镇燃气事故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 15 — 

由高到低依次采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红色为最高级。 

    （1）红色预警。情况危急，有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事

故；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或引发次生、衍

生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橙色预警。情况紧急，有可能发生或引发重大事故；

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3）黄色预警。情况比较紧急，有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事

故；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造成较多人员

伤亡。 

    （4）蓝色预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有可能发生或引发事

故；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造成人员伤亡。 

    3.2 预警信息来源 

各县（市、区）应急指挥部将预警信息及时报送市指挥部办

公室，以便对应对工作提前做出部署。 

    3.3 预警信息发布的内容 

预警信息发布内容主要包括预警级别、可能影响的范围、警

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 

    3.4 发布途径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等

相关媒体，以及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

信息。 

    3.5 预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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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指挥部办公室接到预警信息后，应立即组织对收集到的信

息进行核实、筛选、评估、分析，根据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影

响范围，提出应对方案和建议，提请指挥部研究决定是否启动应

急响应，并通知市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3.6 预警响应 

   （1）发布蓝色、黄色预警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县（市、

区）政府应依据相关应急预案立即做出响应。 

蓝色预警响应：负有信息报告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

关信息，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对事态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可能

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通知事发地消防队伍和城镇燃气事

故应急救援队伍原地待命。 

黄色预警响应：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通知事发地消防

队伍和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调运事发地应急救

援物资到现场；告知附近居民周边发生城镇燃气事故，做好事态

严重时的疏散准备。 

（2）发布橙色、红色预警后，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县（市、

区）政府在采取蓝色、黄色预警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

措施。 

橙色预警响应：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及时向社会发布

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转移、疏散或

撤离可能受事故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采取必要措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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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

全和正常运行；通知相邻区县做好应急救援所需物资和应急队伍

出动准备，确保随时调用。 

红色预警响应：在橙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通知相邻县（市、

区）应急队伍赶赴现场，及时调运相邻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到现场；

组织周边居民迅速进行疏散。 

    4  信息报送和处理 

    4.1 信息报告 

城镇燃气事故灾害发生后，或收到可能发生的预警信息后，

事发地人民政府及时将事故灾害信息上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必要

时可越级上报。市指挥部通过分析研判，上报市委、市政府。 

    4.2 报告程序和时限 

在接到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报告后，市指挥部办公室值班人员

必须详细做好记录，包括时间、地点、灾害类型、伤亡情况，同

时予以核实，并立即向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汇报，并在规定时限

内（2小时内）上报市委、市政府。 

    4.3 报告方式和内容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报告分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初报即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

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可用电话直接报告，主要包括事件类型、发生时间和地

点、人员伤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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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报可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在初报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的

数据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进展情况

等。 

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基础上，报告事

件的处理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潜在或间接危害、社会影响、

参加处置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以及经验和教训等。 

    5  应急指挥处置 

根据城镇燃气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市指挥部设定应对

三个应急响应等级。Ⅲ级为最低响应等级，Ⅰ级为最高响应等级。

Ⅲ级响应由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主任）组织

协调，Ⅱ级响应由市指挥部副指挥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组

织协调，Ⅰ级响应由市指挥部指挥长（分管市领导）统一组织、

领导应急处置。 

市指挥部根据城镇燃气事故实际情况，可以逐级响应，也可

以越级响应。 

    5.1 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要立即启动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立即组织本单位

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到

威胁的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

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向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

报告。 

城镇燃气事故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人员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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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遇险人员为重点，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

生次生、衍生事故，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

污染。 

当上级政府、部门负责现场指挥救援工作时，事发地居委会、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要积极配合，做好现场保护、道路引领、后勤

保障、秩序维护等工作。 

    5.2  Ⅲ级响应 

    5.2.1 启动条件 

当发生一般事故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5.2.2 启动程序 

市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达到启动标准后，由市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事发地应急指挥启动。 

    5.2.3 响应措施 

（1）在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协调指导下，市有关部门应当

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市指挥部办公室随时关注

城镇燃气突发事故发展情况，加强信息沟通、传递、反馈。 

（2）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视情况在市指挥部办公室（市政

府大楼 1215 房间）组织有关成员单位进行会商，分析形势，研

究部署应对措施。市指挥部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保持通讯畅通。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事故情况，市指挥部成员单位进入临战

状态做好县（市、区）请求支援的准备工作，分管领导带班（手

机 24 小时开机），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确保通信畅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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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职责实施响应措施。 

    5.2.4 响应终止 

    应对工作结束后，由市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指挥部办

公室主任决定终止Ⅲ级响应。 

    5.3 Ⅱ级响应 

    5.3.1 启动条件 

当发生较大事故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5.3.2 启动程序 

市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达到启动标准后，由市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提请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5.3.3 响应措施 

    5.3.3.1  由市指挥部副指挥长组织协调应对处置工作，市

指挥部副指挥长视情况组织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召开会议，分析

形势，研究部署应对措施。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处

置。 

    5.3.3.2  现场指挥部各工作组按照预案分工和事故现场处

置方案，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及时掌握事故进展情况，

随时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1）抢险救援组：负责实施市指挥部批准的抢险救援方案；

负责协调抢险救援所需的物资清单；负责组织指挥救援人员进入

事故现场实施抢险救援。 

（2）治安警戒组：负责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事故现场治安警



 

 — 21 — 

戒、人员疏散、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现场调查取证等工作，保

障应急救援高效有序进行；依法控制事故责任人。 

（3）医疗救护组：负责组织协调调配救护车、专家和卫生

应急队伍等卫生资源，开展事故伤员或中毒人员急救转运、救治

和现场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协调卫生应急药品、器械等物资调配

和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4）后勤保障组：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物资的联系、采购、

供应、车架及油料调配；保障各级指挥人员、抢险人员生活与休

息场所；为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提供气象信息；与相关电力企业

保持联络，保证事故现场电力供应；与电信公司、联通公司、移

动公司联络，保证事故现场通信畅通；负责事故现场抢险物资存

放与保管；负责开辟救援绿色通道，协助调集、征用救援车辆，

组织公路抢修、维护，保证公路畅通。 

（5）环境监测组：负责事故现场大气、水质、土壤环境污

染影响的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及时提出次生环境污

染事件的防控建议，提出妥善处置的技术指导意见。 

（6）宣传报道组：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及时做

好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完成市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任务。 

（7）善后处置组：负责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抚恤、

理赔工作；负责处理相关善后工作。 

（8）技术专家组：参与城镇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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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研究制订；分析事故原因、灾害的演变和救援技术措施；为

应急救援决策、事故防范和恢复生产提出意见和建议。 

    5.3.3.3 现场指挥部应随时跟踪事态的进展情况，一旦发现

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时，应报

请市应急委协调调配其他应急资源参与处置工作。同时应及时向

事故可能波及的地区通报有关情况，必要时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

出预警。 

    5.3.4响应终止 

应对工作结束后，由市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指挥部副

指挥长决定终止Ⅱ级响应。 

    5.4 Ⅰ级响应 

    5.4.1 启动条件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故时，启动Ⅰ级响应。 

    5.4.2 启动程序 

市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达到启动标准后，由市指

挥部办公室主任提请指挥长启动Ⅰ级响应。 

    5.4.3 响应措施 

由市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协调应对处置工作，在Ⅱ级响应

基础上，加强以下应急措施： 

 （1）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预案，组织、协调本级应急指挥机

构及其有关成员单位全力开展前期应急处置。 

 （2）指挥长组织召开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研究部署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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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带领指挥部全体成员赶赴事故现场，并任现场总指挥，组

织开展现场救援工作。 

    （3）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市应急指挥部及时请求省级应急

支援。待省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成立后向其移交指挥权，并继续

做好后续保障工作。 

（4）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起草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信

息，并报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委办公室、市应

急办按规定上报。 

（5）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向市

应急指挥部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5.4.4 响应终止 

应对工作结束后，由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提出建议，市指挥

部指挥长决定终止Ⅰ级响应。 

    5.5 人员安全防护 

    5.5.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救援人员及有关人员应按照规定要求佩戴相应的

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救援人员进入和离

开事故现场的相关规定。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具体协调、调集

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5.5.2 群众的安全防护 

根据不同城镇燃气事故特点，组织和指导群众就地取用毛

巾、湿布、口罩等，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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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疏散组织、

指挥机构、疏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人员的照顾等。 

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

穿危险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

继发性伤害。 

    6  恢复重建 

    6.1 善后处理 

    （1）在应急抢险救援过程中紧急调用物资、设备、人员、

征用场地所发生的费用由事故发生单位承担。 

  （2）对伤亡人员和家属做好安抚、抚恤、理赔等善后处理

和社会稳定工作。 

  （3）事故救援结束后，应当尽快恢复受影响群众的正常生

活和生产活动。 

    6.2 调查与评估 

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继

续跟踪和掌握设施损坏情况，收集、汇总有关工作情况及信息，

及时报市指挥部。 

市指挥部会同各有关责任单位对事件进行评估，总结成功经

验，提出改进建议。 

    6.3 恢复重建 

各县（市、区）及企业自行进行恢复重建工作。 

    7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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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7.1.1 各级城镇燃气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机构应具备相

应的通讯条件，并确保通信畅通。 

    7.1.2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保证 24 小时通信畅通，并将

值班电话、辅助通信方式和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向市指挥部办公

室报告。应急救援现场应配备现场紧急通讯系统，与市指挥部保

持通讯畅通，主要包含：有线通信系统、无线指挥调度系统、图

像监控系统、信息报告系统、基于地理信息的分析决策支持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和信息发布系统等。 

    7.2 资金保障 

市、县两级政府要做好燃气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应急资金准

备工作，所需经费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7.3 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保障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做好应急救援必需的物料、器材、工具

等物资储备工作。各县（市、区）应建立等物资储备档案，明确

管理责任，搞好日常保养。同时，与专业物资公司签订应急协议，

确保紧急情况下物资、设备充足可用。 

    7.4 车辆保障 

车辆管理部门要选择性能好、通行能力强的车辆用于燃气事

故应对处置工作，保证事故预警、处置、事件调查、善后恢复重

建以及平时训练、预案演练全过程用车。 

    8  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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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监督检查 

市指挥部负责对本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8.2 宣传 

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和城镇燃气从业

单位，面向公众和职工开展城镇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

规、城镇燃气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等基本常识的

宣传教育。 

市委宣传部要组织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开展群

众性的城镇燃气事故应急知识普及与宣传教育。 

     8.3 培训 

城镇燃气事故有关应急救援队伍按照有关规定参加业务培

训；城镇燃气从业单位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安全

知识、安全技能、应急救援的培训。 

    8.4 演练 

市应急指挥部根据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应急演练包括

规划与计划、准备、实施、评估总结和改进五个阶段。通过演练，

落实岗位责任制，熟悉应急工作的指挥机制及决策、协调和处理

程序，识别资源需求，评价应急准备状态，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和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8.5 责任与奖惩 

    8.5.1 市政府对在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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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对在城镇燃气事故灾害应急处置工作中不履行职责、

不服从指挥，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市政府将

给予通报批评并予以责任追究。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市指挥部应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本预案

进行评估，及时修订、完善、更新。 

    9.2 预案的解释 

本预案由市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的应

急预案。 

    9.3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9.4名词术语说明 

城镇燃气：是指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一定要求的气体燃料，

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 

相关部门：是指与应对城镇燃气事故的监测、预警、处置、

善后、保障等各环节有关的市委、市政府各相关工作部门，即市

属相关部、委、办、局等。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1. 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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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燃气行业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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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燃气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名单 

序号 成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1 指挥长 王琰君 市政府 
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

成员 
18737998989 

2 张松建 市政府 副秘书长 13838832999 

3 

副指挥长 

董现章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主任 13903793099 

4 赵飞龙 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 15903790058 

5 骆延军 市监察局 局长  13707699990 

6 夏  瑞 洛阳军分区 科长 13703493455 

7 王少峰 市应急办 副主任 18603790068 

8 周宏森 市安监局 局长 13938868888 

9 张伊民 市发改委 主任 13803881228 

10 刘庆林 市财政局 局长 13903793253 

11 马运涛 市公安局 副局长 13837967999 

12 谢国玺 市卫计委 主任  13903792368

13 张玉琪 市人社局 局长 13903797939 

14 荆自谋 市气象局 局长  13803793363 

15 李存海 市消防支队 支队长 15896575777 

16 张书卿 市民政局 局长  13703880396 

17 李松民 市交通局 局长  13937993566 

18 

成  员 

王民学 市质监局 局长   1833880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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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杨晓阳 市环保局 局长  13937910811 

20 卢铁军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局长 15837958179 

21 司志华 市总工会 副主席 13938883999 

22 闫兴国 武警洛阳支队 支队长 13939918933 

23 杜清军 市通信办 常务副主任 15903790105 

24 董宏韬 中国电信洛阳分公司 总经理 18003790081 

25 

成  员 

李克利 中国联通洛阳分公司 总经理 18623790016 

以上人员若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替补，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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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燃气行业专家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所学专业 电     话 

1 宋殿池 郑州大学化工学院 副教授 安全工程 13838363760 

2 王宏伟 原三门峡金虹化工公司 高  工 化 工 13526888209 

3 刘新伟 原沙隆达郑州农药公司 高  工 化 工 13838270676 

4 白宝亮 原河南省化肥工业公司 高  工 化 工 13838339729 

5 杨放怀 原河南省化学研究院 研究员 化 工 15136467050 

6 李  进 河南省安科中心 工程师 化 工 13523095980 

7 张雪来 河南中大工程监理公司 高工 化 工 13903813576 

8 杨海军 河南中原安全技术装备公司 高工 安全工程 13937186805 

9 孙树旺 郑州大学化工学院 高工 自 动 化 13383818172 

10 李海梅 洛阳千山矿业公司 注安 高分子化工 13461092658 

11 冯玉君 河南省化学研究所公司 高工 化 工 13838189203 

12 席  娜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高工 电气自动化 13733198867 

13 孙坤姿 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高工 电    器 13838373836 

14 张惠平 黎明化工研究院 高工 化工设计 13938897828 

15 赵国柱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注安 石油化工 13525901339 

16 王燮理 洛阳石化工程设计公司 注安 工艺设计 13703799663 

17 王世明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注安 安全管理 18637987200 

18 杨现军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注安 化工工艺 1382798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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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所学专业 电     话 

19 宋建国 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工程师 安全工程 13613886693 

20 李中奇 黎明化工研究院 高工 电气工程 13837999568 

21 李海潮 洛阳炼化宏利化工公司 高工 化    工 13938803657 

22 藤学宝 中石化洛阳销售分公司 注安 石油化工 13837951008 

23 汤  澎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注安 消    防 13803794078 

24 王文鹏 河南鑫安利安评公司 注安 应用化学 13653875026 

25 陶经贺 洛阳新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 工程师 化   工 13598165199 

26 郑关莹 中石油洛阳销售分公司 注安 安全管理 13663023318 

27 李成林 中信重工 工程师 化工机械 13903791512 

28 付延峰 河南伟华评价公司 注安 电气工程 13838467874 

29 刘凤菊 河南理工大学研究所 工程师 采    矿 1352695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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