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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为确保洋县汉江流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受污染的地表河

水力争不进入汉江干流，洋县汉江及主要支流控制断面水质满足

水功能区区划要求，制定本方案。本方案从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

情景出发，规定了事件应对的一般工作内容和流程及污染控制、

处理、应急监测方法，辅以各类事件情景应对措施图示。本方案

是《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的配套方案，是

针对发生在洋县汉江流域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应急处置方案。

一、洋县汉江流域基本情况

洋县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境内河沟密布，流域面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 12条，流域面积 20km2以上河流 43条，

汉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沿途有湑水河、溢水河、傥水河、酉水

河、金水河、沙河、子午河等支流汇入，河网密度 0.048km/km2。

根据《陕西省水功能区划》，洋县汉江流域水质现状与目标处于

II类和 III类。

汉中市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

面：一是流域内 108国道危险化学品运输的交通事故衍生；二是

流域内金属采选（含尾矿库）及危险化学品经营、使用企业等的

泄漏事故排放。

二、信息收集与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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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生态环境部门应及时通过日常监管渠道，包括监督性监测、

在线监测、预警监测和企业监控、“12369”热线、河道巡查等渠

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与公安、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和上下

游相邻行政区域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获取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获取水质异常信息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生

态环境部门应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同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县人

民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会商研判，根据污染团（带）位置、分布、

迁移、变化等，确定事件情景类型。

三、突发环境事件情景

根据污染发生位置，将洋县汉江流域事件情景分为以下几类：

1.汉江干流发生污染，导致污染物直接进入汉江干流水体，

包括污染水体较多（大于 5万 m3）或较少，以及污染物浓度较

高（超标 5倍以上）或较低情形。

2.洋县汉江支流发生污染，导致污染物进入汉江支流水体，

且尚未进入干流水体，包括污染水体较多（大于 3万 m3）或较

少，以及污染物浓度较高（超标 5倍以上）或较低情形。

四、应急处置方案

（一）污染先期控制

发现洋县汉江或其支流河水受到污染后，县人民政府应第一

时间组织应急人员到达事发现场，采取围堵或疏导的方式就近控

制阻隔污染源，并在下游污染团（带）前锋即将到达地点修筑拦

污坝或开挖临时污水处理池，截断污染团（带）。并向上下游县

级人民政府通报，请求应急协助。上游应修筑多级拦截坝或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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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措施分流来水，减轻截污压力；下游应在污染前锋下游选择

合适点位修筑多级拦污坝或在河道开阔地修建临时污水处理池，

阻截污染团（带）。适合河道治理的污染采取物理、化学等方法

降污治污，不适合河道治理的污染采取导出截蓄等方式处理。

（二）污染截蓄

1.汉江干流发生污染，导致污染物直接进入汉江干流水体的，

在事发地点上游支流修筑多级拦截清水坝或采取其他措施（如水

库调蓄）分流来水，下游河道开阔地修建临时污水处理池作为“临

时蓄污池”，投加药剂降污治污。

2.汉江支流发生污染，导致污染物进入汉江支流水体的，在

事发地点上游修筑多级拦截坝或采取其他措施（如水库调蓄）分

流来水，下游建设多级拦污坝，减缓迟滞污染物。当受污染水体

较大时（超过 5万 m3），根据水量、水质等进行测算，由于上下

游蓄水能力、下游污染处理稀释放流能力有限，需要在汉江干流

采取应急措施。

（三）污染降解

通过建设多级透水拦污坝将污染水体进行截蓄后，需要在拦

污坝下游开阔地建设“临时污水处理池”，对高浓度污水进行处

理。如果污染水量较大，可以建设多级串联的连续式“临时污水

处理池”进行处理；如果污染水量较小，可以建设单个序批式“临

时污水处理池”进行处理。当“临时蓄污池”下游有河漫滩地、农

田等低洼空地可以利用的，可以在空地上围筑事故反应池进行污

水处理；如无空地可利用，可在河道筑坝进行处理。

如果污染水量过大，拦蓄上游清水和下游污水团负荷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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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水库等蓄水能力较大水利设施可依托，可就地利用河道进行

应急处置，并充分利用下游水体稀释自净能力，及时启动汉中市

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将水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如果是高浓度污水，可以采取物理、化学方法，将污染物浓

度降至超标 5倍以下。高浓度污水处理后，如可导流上游清水，

可统筹调度上游各拦水坝或电站闸坝来水，采取上游清洁来水与

污水配比混合的方式稀释排放；如无导流上游清水条件，可利用

下游支流河水稀释能力控流稀释排放。自然河道中，清污比例控

制在 5:1。

针对高浓度污水，可吸附的有机污染物可采用活性炭吸附技

术；可沉淀的金属盐类污染物可采用化学沉淀技术；可氧化或还

原的污染物采用化学氧化或还原技术；微生物污染可采用强化消

毒技术。

各临时坝开始蓄水后应进行严密监控，标记坝体渗漏点，观

察渗漏点水流情况。上游继续采取措施拦截或分流来水，确保“临

时截污坝”和“临时污水处理池”的蓄纳能力和河道安全；下游应

建设多级保护性拦截坝，防控上游临时坝体溃坝、溢流污水。

（四）应急监测

监测断面设置分为三类：对照断面、控制断面和削减断面：

对照断面设在事发地上游未受到事件影响的河段；控制断面设在

可能受事件影响的河段，以及加药处置放流处；削减断面设在污

水与清水混合处下游 1km和 5km处。

初期以摸清污染团（带）位置、分布及迁移变化规律为主。

布设对照和控制断面。控制断面监测频次一般为每 0.5小时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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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断面应包括预测污染团（带）前锋即将达到的河段，以拦截

坝为起点逐段向上游进行左中右、上中下取样监测，如按坝前

0m、500m、1km逐段取样，以确定污染团（带）前锋和污染团

（带）位置。

中期以监控污染团（带）迁移、应急处置效果为主。在初期

控制断面的基础上，增设削减断面，监测频次一般为每 1~2小时

1次。

后期以跟踪监测应急处置效果为主。保持监测控制断面、削

减断面。监测频次可适当调整。

应急监测过程中，监测点位布置和监测频次选取可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调整，同时应同步加强对上下游、干支流水文参数（水

位、流量、流速等）的监测，并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情况。

附：1.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联络员表

2.重点风险源企业统计

3.主要应急资源信息表

4.主要应急物资信息表

5.可能的环境风险物质应急处置技术和方法清单

6.事件情景集和应对示意图

7.方案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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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联络员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人员 联系电话

1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 鲁建恒 0916-2729289

2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县分局 金龙 0916-8222369

3 洋县应急管理局 方博 0916-82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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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洋县汉江流域重点风险源企业统计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位

置
主要产品

风险物质

名称

危险、有害因

素

运行

状态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惠利加

油站

谢村镇范坝

村五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 洋县马畅加油站
马畅镇安巷

村 5 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3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

司汉中洋县南环路东

段加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 108 国道

东区天宁寺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4 洋县华阳长保加油点 华阳镇华阳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5 洋县金水加油站
金水镇金水

村简庄河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6 洋县桑溪加油站
桑溪镇桑溪

沟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槐树关

加油站

槐树关镇二

合村 1 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分

公司洋县磨子桥加油

站

磨子桥镇磨

子桥社区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陕西汉中石油分公

司洋县胥水加油站

谢村镇四兴

村一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0
陕西洋县谢村燃料供

应站

谢村镇谢村

村一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双庙加

油站

戚氏街道办

事处竹园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2 洋县戚氏加油站
戚氏街道办

事处竹园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3 洋县中天加油站

戚氏街道办

事处戚氏村 2
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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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位

置
主要产品

风险物质

名称

危险、有害因

素

运行

状态

1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分

公司洋县龙亭加油站

龙亭镇杨湾

村 8 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5 洋县东方加油城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环二

路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陕西汉中石油分公

司洋县新城加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联村

十三组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7
陕西高速延长石油有

限责任公司洋县服务

区加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咀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8
陕西高速延长石油有

限责任公司洋县服务

区加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咀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19
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

司汉中洋县城西加油

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文明西

路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东郊加

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街社

区南环路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城区加

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南环路

城东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陕西汉中销

售分公司洋县信达加

油站

洋州街道办

事处东联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3 洋县大桥加油站
磨子桥镇张

赵村

汽油、柴

油
汽油、柴油 易燃、易爆 运行

24
洋县钒钛磁铁矿有限

责任公司

桑溪镇桑溪

沟村委会 1号 / 泄漏 火灾 运行

25
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

司

谢村镇谢村

村委会 5号 氨水 泄漏 易燃、易爆 运行

26
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

司

谢村镇生态

工业园区
/ 泄漏 易燃、易爆 运行

27 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 谢村镇谢村 碳酸氢 泄漏、爆 易燃、易爆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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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位

置
主要产品

风险物质

名称

危险、有害因

素

运行

状态

任公司 村委会 13号 铵、液氨 炸、火灾

28
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戚氏街道办

事处竹园村

委会 108国道

边

乙酸、氯

气、氯乙

烷

泄漏、爆

炸、火灾
易燃、易爆 运行

29
洋县钒钛磁铁矿有限

公司砭家沟尾矿库

桑溪镇砭家

沟

尾矿浆、

尾矿水

尾矿浆、尾

矿水事故

外排

溃坝垮坝 运行

30
洋县钒钛磁铁矿有限

公司青沟尾矿库

桑溪镇竹园

沟

尾矿浆、

尾矿水

尾矿浆、尾

矿水事故

外排

溃坝垮坝 运行

31
洋县钒钛磁铁矿有限

公司李家庄尾矿库

桑溪镇桑溪

沟

尾矿浆、

尾矿水

尾矿浆、尾

矿水事故

外排

溃坝垮坝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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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主要应急资源信息表
类 别 单 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环境应急技术支持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曹国志 13522488739

陕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林启才 13379213578

汉中市环境工程规划设计院 林 锋 13571659586

水利设计施工 汉中市水利水电建筑勘测设计院 吴彦龙 13509163689

环境应急监测 汉中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秦 华 1339926133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ZIK-GqxRzNqsNtSvVkC0xApueL5mPUQVOGgDUxrFiLRw_GI8Cjk-5oNynopC3gjpF5xtd_vY0sUwpkjuv_eFDgo9RYMd-IG43RxXyyqZvW&wd=&eqid=b712103e00072eef000000035db50c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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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主要应急物资信息表

物资库名称 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库

所在地 洋县洋华路 经纬度 N33°15′9.00″，E107°32′39.07″

所属单位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县分局

负责人
姓名 金龙

联系人
姓名 冯维维

联系方式 0916-8222369 联系方式 13259299386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储备量 主要功能 备注

1 吸油毡 Lp40 1.2m*2.4m 30包 吸附，拦截油污

2 吸油枕 Lb50 55cm*50cm 50箱 吸附，拦截油污

3 化学品吸附卷 LK60 50cm*45cm 30卷 吸附水中化学品

4 连体下水衣 全码 5件 防护

5 防爆对讲机 EVX531 2部 应急通讯

6 活性炭 25kg/袋 4吨 吸附

7 雨靴 全码 6双 安全防护

8 编织袋 55cm*95cm 300条 装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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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5

可能的水环境风险物质应急处置技术和方法清单
序

号

污染物

类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1 重金属类

代表物质有汞及汞盐、铅盐、铬盐等。汞为液体金属，其余均为结晶盐

类，铬盐和铅往往有鲜亮的颜色。该类物质多数具有较强毒性，在自然

环境中不降解，并能随食物链逐渐富集，形成急性或蓄积类水污染事故。

关闭闸门或筑坝围隔污染区，在污染区投加生石灰沉淀重金

属离子，排干上清液后将底质移除到安全地方水泥固化后填

埋。汞泄漏后应急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尽量将泄漏汞收集

到安全地方处理，无法收集的现场用硫磺粉覆盖处理。

2 氰化物

代表物质有氰化钾、氰化钠和氰化氢的水溶液。氰化钾、氰化钠为白色

结晶粉末，易潮解，易溶于水，用于冶金和电镀行业，常以水溶液罐车

运输。氰化氢常温下为液体易挥发，有苦杏仁味。该类物质呈现剧毒，

能抑制呼吸酶，对底栖动物、鱼类、两栖动物、哺乳动物等均呈高毒。

应急处置人员须佩带全身防护用具，尽可能围隔污染区，在

污染区加过量漂白粉处置，一般 24小时可氧化完全。

3 氟化物

代表物质有氟化钠、氢氟酸等。氟化钠为白色粉末，无味。氢氟酸为无

色有刺激臭味的液体。该类物质易溶于水，高毒，并且容易在酸性环境

中挥发氟化氢气体毒害呼吸系统。在自然环境中容易和金属离子形成络

合物而降低毒性。

关闭闸门或筑坝围隔污染区，应急处置人员须带全身防护用

具。在污染水体中加人过量生石灰沉淀氟离子，并投加明矾

加快沉淀速度。沉淀完全后将上清液排放，铲除底质，并转

移到安全地方处置。

4 金属酸酐

代表物质有砒霜（三氧化二砷）和铬酸酐（三氧化铬）。砒霜为无色无味

白色粉末，微溶于水。铬酸酐为紫红色斜方晶体，易潮解。两种物质均

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度，呈现高毒性，可毒害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循

环系统，并能在动物体内可以富集，造成二次中毒。

关闭闸门或筑坝围隔污染区，投放石灰和明矾沉淀，沉淀完

全后将上清液转移到安全地方，用草酸钠还原后排放。清除

底泥中的沉淀物，用水泥固化后深埋。

5 苯类化合物

代表物质有苯、甲苯、乙苯、二甲苯、苯乙烯、硝基苯等。油状液体，

有特殊芳香味，易挥发，除取代苯外，密度一般小于水。该类物质是神

经和循环系统毒剂，对人体有致癌作用，不溶或微溶于水，扩散速度快。

应急处置人员应戴全身防护用具，筑坝或用围油栏围隔污染

区，注意防火。污染区用吸油绵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转

移到安全地方焚烧处理。污染水体最终用活性炭吸附处理。

6 卤代烃
代表物质乙烯、四氯化碳、三氯甲烷、氯苯，均为油状液体，易挥发，

不溶于水，密度一般大于水，燃烧时有刺激性气体放出。该类物质遇水

应急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筑坝围隔污染区，污染水体

投加活性碳吸附处理。用活性炭、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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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

类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稳定，对眼睛、皮肤、呼吸道等有刺激作用，对人体有致癌作用。多元

取代物密度往往大于水，沉于水底造成持久危害。

场吸附积水中的污染物，彻底清除后送到安全地方处理。

7 酚类

代表物质有苯酚、间甲酚、对硝基苯酚、氯苯酚、三氯酚、五氯酚等。

多为白色结晶或油状液体，有特殊气味，不溶或微溶于水，密度一般大

于水。该类物质一般具有较高的毒性，能刺激皮肤和消化道，在水中降

解速度慢，有致癌和致畸作用。

应急处置人员应佩带全身防护用具。筑坝或用围油栏围隔污

染区后，用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残留泄漏物，转移

到安全地方处理。污染水体投加生石灰、漂白粉沉淀和促进

降解，最后投加活性碳吸附处理。

8 农药类

有机氯农药在我国已经禁用。在用的农药包括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醋

农药、拟除虫菊醋类农药等。有机磷农药有甲胺磷、敌敌畏、敌百虫、

乐果、氧化乐果、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苯硫磷、倍硫磷等，

多用作杀虫剂。多数品种为油状液体，不溶于水，密度大于水,具有类似

大蒜样特殊臭味，一般制成乳油使用。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

吸道及皮肤吸收，对人及鱼类高毒。氨基甲酸醋农药有吠喃丹、抗蚜威、

速灭威、灭多威、丙硫威等，多用于杀虫剂和抗菌剂。多为结晶粉末状，

微溶于水，无气味或气味弱。多为剧毒农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及皮

肤吸收。拟除虫菊醋类农药有氟氰菊醋、澳氰菊醋、抓氛菊醋、杀灭菊

醋，多用作杀虫剂。一般为微黄色油状粘稠液体，不溶于水，溶于常用

有机溶剂。是高效低残留杀虫剂，对鱼类高毒，对人类中等毒性，能损

害神经、肝、肾等器官。

应急人员应配戴全身防护用具。关闭闸门或筑坝围隔污染

区，用活性炭吸收未溶的农药，收集到安全场所用碱性溶液

无害化处理。对污染区用生石灰或漂自粉处置，破坏农药的

致毒基团，达到解毒的目的。最后用活性炭进行吸附处理。

9 矿物油类

代表物质汽油、煤油、柴油、机油、煤焦油、原油等。一般为油状液体，

不溶或微溶于水。煤焦油呈膏状，有特殊臭味，密度大于水。该类物质

易燃烧，扩散速度快，易在水面形成污染带，隔绝水气界面，造成水体

缺氧。煤焦油沉在水底级慢溶解，对水体造成长久危害，并具有腐蚀性。

应急处置时可关闭闸门或用简易坝、围油栏等围隔污染区，

用吸油棉等高吸油材料现场吸附，并转移到安全地方焚烧处

理。必要时可点燃表层油燃烧处理，污染水体最后用活性炭

吸附处理。煤焦油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酚类物质，其处置过

程可参考酚类物质。

10 腐蚀性物质 酸性物质有盐酸、硫酸、硝酸、磷酸等。浓盐酸和硝酸有酸性烟雾挥发 应急人员戴防护手套，处置挥发性酸时戴防毒面具，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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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污染物

类别
代表物质 应急处置

（包括酸性

物质、碱性

物质和强氧

化性物质）

出来，浓硫酸密度大于水，溶于水时产生大量热量。该类物质表现为强

酸性和强腐蚀性，进人水体后将引起水体酸度急剧上升，严重腐蚀水工

建筑物，破坏水生态系统，但在基质中碳酸钙的作用下其酸性和腐蚀能

力会逐渐降低。

投加碱性物质如生石灰、碳酸钠等中和。

碱性物质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电石等。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为白色

颗粒，易潮解，易溶于水，多以溶液状态罐车运输。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在污染区投加酸性物质（如稀盐酸、

稀硫酸等）中和处理。

强氧化性物质有次氯酸钠、硝酸钾、重铬酸钾和高锰酸钾等。高锰酸钾

为紫色晶体，重铬酸钾为鲜红色晶体，其余为白色晶体。该类物质一般

易溶于水，具有强氧化性，腐蚀水工建筑物中的金属构件，重铬酸钾还

能引起环境中铬类污染物的富集。

应急人员应带防护手套，干态污染物应避免和有机物、金属

粉末、易燃物等接触，以免发生爆炸。进人水体后可投加草

酸钠还原。

11 除上述常见的十类化学品外，各类病毒、细菌造成的水体污染可投加漂白粉、生石灰等消毒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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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流域应急预案编制说明

一、编制预案的必要性

（一）保障洋县汉江及主要支流水质安全的需要

目前，洋县多数环境风险企业大多沿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分

布，这些企业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将对汉江及主要支流水质

安全产生影响。其次境内国道、省道、县道大多顺河而建，且

108国道为全市危险化学品运输重要道路，一旦危险化品运输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或衍生汉江及主要支流水环境风险事

故。另一方面，洋县各镇（办）和部门的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力量

不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较为薄弱。为此，需要以编制

洋县汉江流域应急预案为抓手，充分整合现有环境应急资源、人

员，完善环境应急处置制度、人员、装备等，推动洋县汉江流域

风险防控和应急能力提升。

（二）推进预案编制试点的需要

开展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是

提升汉江流域应急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保障下游城市饮用水源地

水质安全的重要内容。流域应急预案的编制是对全市乃至全省流

域水环境风险防控工作的积极探索，是保障长江生态环境安全的

重要措施。

二、工作过程

（一）2020年 3 月，项目编制单位陕西汉环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与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县分局、进行了工作对接和相关资料

的收集，同期编制确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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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 4 月，项目编制单位赴洋县汉江流域进行了

现场踏勘，走访了重点风险源企业以及应急管理、水利、公安等

政府部门，初步确定了应急处置方案。

（三）2020 年 5月-6 月，项目编制单位依据工作方案、现

场调研成果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了应急预案、风险评估、应急资

源调查的文本编制，完成了流域应急预案草稿。

（四）2020年 8 月，依据评审修改后的《汉中市汉江流域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对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了

衔接和修改，形成本报告。

三、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四）《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六）《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七）《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预案管理的通知》；

（八）《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九）《汉中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十）《洋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四、重点内容说明

本方案以《洋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为基础，提出了针

对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的具体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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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域主要环境风险

通过数据资料收集分析、走访座谈和现场勘查等方法，筛查

确定汉中市洋县汉江流域主要风险源主要为移动源（危险化学品

运输道路：108国道）和固定源（危险化学品经营与使用）。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从整体上，洋县汉江流域属于中风险水

平。从子区域看，金水河流域、酉水河流域、沙河流域、子午河

流域为低风险区域，党水河流域、溢水河流域为中风险区域，党

水河及溢水河流域是洋县水环境风险管理和防控工作的关键。

（二）流域重要水环境保护对象识别

经调查，洋县汉江流域环境风险受体包括地表水饮用水源地

和各类重要保护地。具体包括5个集中式地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

（含2个乡镇级），1个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个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3个省级重要湿地。洋县汉江流域内地表水省、市控监测

断面7个，分别为汉江干流蒙家渡省控断面、黄金峡国控断面，

党水河入汉江口省控断面，溢水河入汉江口市控断面，金水河入

汉江口市控断面，酉水河省控断面。

本预案保护目标主要为党水河入汉江口满足III类水功能要

求，溢水河入汉江口满足Ⅱ类水功能要求，金水河入汉江口满足

Ⅱ类水功能要求。

（三）流域既有应急设施及措施调查

汉中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汉中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汉

政办函[2015]71号），洋县人民政府印发了《洋县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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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2017版）》（洋政办发[2017]136号）、《洋县气象灾害

应急预案》（洋政办发[2017]145号）、《洋县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

急预案》、《洋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洋县处置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工作预案》。

据调查，洋县汉江流域既有可作为应急功能的水利设施主要

为支流修建的水库，据调查，酉水河上建有卡房水库，沙河上建

有金沙河水库，党水河建有党河水库；另外支流上还建有若干拦

水坝；支流酉水河、金水河、溢水河、党水河、沙河上分布有若

干桥梁，必要时均可作为突发水环境事故临时投药点。支流酉水

河、金水河、溢水河、党水河、沙河、子午河下游分布有若干河

滩开阔地，必要时可在河滩开挖作为临时污水截流、处理池。

（四）突发环境事件情景设计

1.情景设计类型

根据洋县汉江流域的风险评估情况，方案提出了典型突发环

境事件情景：交通事故造成的污染物瞬时释放。根据洋县实际情

况，将事故事发地设置在汉江支流金水河上游。

2.情景设计原则

按照应急预案“重在应对，适当向前延伸至预警，向后延伸

至恢复”的要求，情景设计以“发现河道受到污染”为起点。

污染物设计为难溶物，主要为矿物油类。

污染物浓度设计为超标低于 5倍。高于 5倍的可采取化学、

物理措施在河道或“临时污水处理池”处理，再按照低浓度处理；

在实际应急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可以依据事故发生点的位置、下

游稀释能力、污染物处理的难易程度和敏感性、环境标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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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污染物的浓度设计进行调整。

不同河段水环境风险承载力与应急处置技术路线按照该河

段风险源特征、应急响应时间、上下游蓄水能力及下游污染处理

稀释放流能力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不同河段典型情景案例的设计综合考虑了该河段的风险源

辨识情况和最不利水文特征等因素，将该河段的最大可信事故确

定为假设案例。

3.典型情景案例

（1）典型案例设计

依据不同风险控制河段的最大可信风险事故特征，方案假设

汉江支流金水河（108国道伴行段）大地村段危化品运输车发生

交通事故侧翻入金水河中，危险化学品柴油泄漏进入金水河。

金水河由金水镇牛角坝北部边缘入境，由北向南，穿金水镇，从

金河口注入汉江。县境内流长 48公里，流域面积 732平方公里，

年平均径流量 2.7 亿立方米，年平均流量 8.56 立方米/秒，天然

落差 1633米，河道窄狭，河床坡降不足 1/500。

（2）典型案例影响分析

危险化学品（柴油）运输车坠河：柴油首先将造成地表河流

的景观破坏，产生严重的刺鼻气味；其次，由于有机烃类物质难

溶于水，大部分上浮在水层表面，形成一层油膜使空气与水隔离，

造成水中溶解氧浓度降低，逐渐形成死水，致使水中生物死亡；

再次，成品油的主要成分是 C4~C9的烃类、芳烃类、醇酮类以

及卤代烃类有机物，一旦进入水环境，由于可生化性较差，造成

被污染水体长时间得不到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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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定“临时应急池”位置

根据以往河流污染事件处置经验，事件应对的关键是寻找合

适地点，建设截污坝、“临时污水处理池”截蓄污水，“以空间换

时间”。金水河上游河道狭窄，水量较小，河道内基本无开阔地，

主要建设多级截污坝截蓄、迟滞污水，然后使用吸油毡、吸油索

等吸附油类污染物。同时金水河上有桥梁，可以作为吸油毡、棉

被、吸油棒、木炭等投放点。

事故地点上游修筑多级拦截坝等水利设施截蓄和分流上游

来水，减轻截污压力；下游建设多级拦污坝作为“临时蓄污池”将

污染水体进行截蓄；拦污坝处设置“临时污水处理池”，对高浓度

污水进行处理。

（六）污染处置措施

由于石油类物资难以自然降解，容易随水流迁移，必须采取

物理、化学吸附等方法进行处置，按照“切断源头-拦截吸附”

等步骤处置，第一时间对柴油罐车进行安全移置，防止罐体内残

存柴油继续泄漏；沿事故点河床修筑约 1米高围堰，减少柴油流

入河；调用吸污车收集河床上相对集中的油污，铺设吸油毡吸附

河床上分散油污；河床表面油污基本清除后，将受污染的河床土

壤清运处置，并通过多次回填清洁土蘸和后再清运的方式切断污

染源。在下游设置油毡、拦油坝（索），利用天然河床构筑临时

纳污坑塘，对河面浮油进行人工收集和喷淋降解。

（七）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断面包括三类：对照断面、控制断面和削减断面。

对照断面设在事发地上游，控制断面设在可能受事件影响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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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断面一般设在污水与清水混合处下游 1km处。

事件初期布设对照、控制断面，以摸清污染团（带）位置、

分布及迁移变化规律为主。中期在初期控制断面的基础上，增设

削减断面，以监控污染团（带）迁移，同时监控应急处置效果。

后期保持控制断面、削减断面，以跟踪监控应急处置效果。

应急监测过程中，监测点位布置和监测频次选取可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调整，同时应同步加强对上下游、干支流水文参数（水

位、流量、流速等）的监测，并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情况。

（八）相关配套文件

方案配套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示意图，以图

表形式说明风险源、保护对象、水库、桥梁等基础信息，辅以事

件情景的处置概要。还配套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联络员表、主

要应急物资储备情况统计、可能的环境风险物质应急处置技术和

方法清单、主要应急资源信息表等文件，确保事件应对有人员、

有方法、有物资。

五、方案的使用

本方案作为《洋县汉江流域突发环境事件专项应急预案》配

套的具体方案，在洋县汉江流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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