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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概要

1.1 调查背景

洋县北依秦岭，南靠巴山，东接佛坪、石泉县，南邻西乡县，西毗城固县，

北界留坝县、太白县，汉江干流穿境而过，境内主要河流溢水河、党河、金水河、

酉水河均为汉江一级支流。洋县处于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上，被誉为“秦岭四

宝”的朱鹮、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动物栖息于此，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地

区暖温带与北亚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区域生态环境优劣既关系到“一江清水送北京、供西安”

水质保障，也关系到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和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发展。洋县汉江流

域现有阳安铁路，108国道等主要运输道路。铁路、公路大多是沿汉江及其主要

支流伴行或穿越，危险化学品运输环境风险防范责任十分重大。一旦发生重大环

境事故，往往造成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破坏。由于自然或人为、

技术等原因，当事故或灾害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时候，建立重大事故环境应急体系，

组织及时有效的应急行动，已成为抵御事故风险或控制灾害蔓延、降低危害后果

的关键甚至是唯一手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应急资源储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要求，国

家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库，省、市级政府建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企业

环境应急装备和储备物资应纳入储备体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

发〔2013〕101号）规定，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开展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摸清环境应急资源底数，强化应急资源储备的针

对性，满足健全环境应急预案管理制度、提高预案质量和应急响应能力的需求，

确保环境应急资源找得到、调得动、用得好，生态环境部印发了《环境应急资源

调查指南（试行）》（环办应急〔2019〕17号），供开展环境应急资源调查的生态

环境部门、企事业单位在调查环境应急资源时参考使用。

为了全面掌握政府、重点企业及环境应急支撑单位的应急资源，迅速及时地

利用企业内部及周边的应急物资，以便洋县汉江流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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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处置行动，阻止和控制水污染物向下游环境的无序扩散，

最大可能降低对汉江水环境造成的污染影响，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环境

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制定《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2 调查主体和调查对象

调查主体为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县分局。

调查对象为洋县政府部门、重点企业、环境应急支撑单位。

1.3 调查基准时间

调查基准时间为 2020年 4月。

1.4 调查起止时间

调查起止时间为 2020年 4月至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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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过程及数据核实

2.1 调查主要活动

本次应急资源调查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包括调查方案制定、调查动员、数据采

集与分析、调查报告编制等活动。

（1）调查方案制定

收集分析洋县汉江流域企业（含危险化学品经营、存储企业、废水排污重点

企业）和危险化学品运输道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环境风险评

估、应急资源调查报告、演练记录、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记录、日常管理资料，确

定本次调查的目标、对象、范围、方式、计划等，设计了调查表格，明确了人员

和任务。

（2）调查动员

汉中市生态环境局洋县分局通过印发通知、召开会议的形式，安排部署了调

查任务，使调查人员、被调查企业与政府部门了解了调查内容和时间安排。

（3）数据采集与分析

调查人员按照调查方案，采取了填表调查、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有关

信息，填写调查表格。汇总收集到的信息，通过逻辑分析、电话沟通、已有历史

资料查询的方式，查验数据的完备性、真实性、有效性。

（4）调查报告编制

根据查验汇总后得到的信息，参照《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指南（试行）》（环办

应急[2019]17号），编制完成了《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2 调查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收集的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

精密性和完整性。质量控制涉及应急资源调查的全部过程。本次调查在政府（部

门）应急资源、重点企业应急资源的信息采集、记录、核实等过程应建立了完整

的管理程序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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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与结论

3.1 应急资源匹配情况

3.1.1 政府（部门）应急物资现状情况

（1）洋县环境应急监测机构

洋县环境应急监测依托洋县环境监测站。洋县环境保护监测站于 1987年经

洋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以下简称洋监站）位于洋县洋州街道办文明西路 357

号，为副科级独立法人事业单位，隶属洋县环境保护局管理。首次认证时间为

2007年，末次认证时间为 2018年 1月 10日，资质认定证书编号：2014277107U。

共取的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废气、噪声、土壤及水系沉积物共

四大类 56项检测能力，现有中高级技术职称 2人，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6人。拥

有各类监测仪器 51台（套），监测实验用房 200m2，办公用房 100m2（临时租用）。

（2）洋县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①断面布设情况

洋县境内汉江流域共布设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 6个，国控断面 1个，省

控断面 3个、市控断面 2个。国控断面每月监测一次（其中国控断面实施采测分

离），监测项目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基本项目 24项；市

控断面每 2月监测一次，洋县监测站根据监测能力开展监测。

表 3.1-1 洋县汉江水质监测断面布设情况

序号 水系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控制级别

1

汉江流域

汉江干流
蒙家渡 省控

2 黄金峡 国控

3 党河 入汉江口 省控

4 溢水河 入汉江口 市控

5 金水河 入汉江口 市控

6 酉水河 入汉江口 省控

②自动监测情况

目前，洋县汉江流域共建成 1个地表水水质自动站，即汉江黄金侠水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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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站，由国家建设和运管。详见表 3.1-2。

表 3.1-2 汉中水质自动监测站布设情况表

序号 站点名称 所在河流 站点位置 点位属性

1 黄金侠 汉江 黄金峡镇 国控

（2）政府（部门）环境应急物资库现状情况

①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库

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库位于洋县洋华路，依托县民政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经

纬度：北纬 N33°15′9.00″，东经 E107°32′39.07″，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见表 3.1-3。

表 3.1-3 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库及应急物资情况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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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822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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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政府其他部门及下辖镇办环境应急物资现状

根据调查和收集资料，县林业局、县民政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住建局和县

自然资源局及各个镇办均储备了部分环境应急资源，政府部门及镇办应急物资储

备清单详见附件 1。



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6

表 3.1-4 洋县政府部门及镇办应急资源库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管理单位名

称
应急资源库名称 地理位置 联系电话

1 林业局
洋县林业局森林防火物资储

备库

竹园村路口洋县林业

局机关大院内
0916-8212316

2 民政局 民政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真符路 3号民政局院

内
0916-8212251

3 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洋县南环路 111号 0916-8220033

4
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
洋县城市公用局物资库房 南环路 80号 0916-8212263

5 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洋州街道办事处武康

路 87号
0916-8212805

6 洋州街道办 洋州街道办应急救援物资库 街道办政府院内 0916-8212360

7 纸坊街道办 纸坊街道办应急救援物资库
原草坝村委会街道办

政府院内
0916-8319339

8 戚氏办事处 戚氏街道办应急救援物资库 街道办政府院内 0916-8291495

9 龙亭镇 / 龙亭镇龙亭村政府街 0916-8442324

10 关帝镇 关帝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镇政府院内 0916-8379002

11 黄金峡镇 黄金峡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黄金峡镇新铺村街道 0916-8456001

12 槐树关镇 槐树关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镇政府院内 0916-8412308

13 谢村镇 谢村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谢村镇谢村街 0916-8522455

14 溢水镇 /
溢水镇上溢水村三组

50号
0916-8530124

15 马畅镇 马畅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马畅镇安巷村 0916-8552309

16 黄安镇 黄安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黄安镇磨黄路朴树村

口向北 300米
0916-8472321

17 桑溪镇 桑溪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桑溪镇桑溪沟村 0916-8311024

18 华阳镇 华阳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镇政府院内 0916-8372317

19 茅坪镇 茅坪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镇政府院内 0916-8342309

20 八里关镇 八里关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镇政府院内 0916-8342515

21 金水镇 金水镇应急救援物资库 金水镇金水街 0916-83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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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资源现状情况

洋县汉江流域重点联系企业主要包括洋县污水处理厂、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

司、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司、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洋县振邦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加油站，各重点联系企业环境应急物资储备

情况详见附件 1，其中加油站选取代表性的中国石油洋县信达加油站。

表 3.1-5 洋县重点联系企业环境应急资源库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应急资源库名称 地理位置 联系电话

1
洋县污水处理厂应环境急物资

储备库
洋州街道办东联村五组 13259162000

2
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司环境急

物资储备库
洋县谢村镇工业园区 13891688939

3
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环

境应急物资储备库
谢村镇生态工业园区 0916-8522392

4
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司环境应

急物资储备库
谢村镇生态工业园区 0916-8525888

5
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

急物资储备库
洋县城西人民路 0916-8293088

6
洋县振邦科技有限公司应急物

资储备库
戚氏办戚氏村 0916-8291196

7
中国石油洋县信达加油站应急

物资储备库
洋州办贯溪天宁寺 0916-8316228

3.1.3 环境应急支持单位和应急场所现状情况

近年来，汉中市和洋县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在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

的基础上落实责任、细化措施，稳步、有序推进环境应急预防、处置工作。

（1）汉中市环境应急抢险救援队

2018年 12月 29日，汉中市环境应急抢险救援队揭牌仪式举行。该救援队

的成立，进一步优化了资源配置、规范了应急处置流程、增强了环境污染处置效

率。

根据调查，该救援队现有调查设备 50多台套、仪器检测设备 80多台套、应

急车辆 10辆、无人机 3架。监测内容涵盖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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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气体、重金属离子、毒理性指标、微生物等的快速检测，从污染源的采样、监

测、处理等方面为环境污染事故现场及时处置提供科学、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

拥有高级工程师 8名、工程师 30名，专业涵盖地质、水文、采样、化验、钻探、

安全等。

（2）汉中市曙光救援队

汉中市曙光救援队成立于 2014年 11月 17日，是一支在汉中市范围内的由

热爱公益救援事业的户外爱好者、无线电爱好者、医护人员等各行业志愿人士组

成的从事户外安全知识宣导和专业化的灾难紧急救援的公益团体。2016年 5月

15日经汉中市民政局依法批准成立“汉中市曙光应急救援协会”，协会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成立两年多来，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下，汉中支队已稳

步成长为一支合法、规范、装备力量逐渐完善的专业化民间公益救援团队，现下

设城固、勉县、洋县 3支中队，实有正式队员 120人。

3.1.4 第三方环境应急监测机构情况

根据调查，汉中市境内现有多家环境监测机构，具备在洋县汉江流域发生突

发水环境事件时，协助政府或企业开展应急监测。

（1）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和陕西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共同出资组建。该公司拥有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主要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

果蔬汁饮料、化妆品、一次性卫生用品、饲料、公共场所卫生、水和废水、环境

空气和废气、工作场所、土壤和沉积物、固体废物、辐射环境、噪声和振动等业

务，具备 51个领域的检验检测能力，2176项检验检测项目。

（2）汉中宏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汉中宏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2月 23日，汉台区天汉大道北

段西侧（陕西省汉中刨花板厂院内），是一家能出具有法律效力和社会公信力的

检验检测与评价报告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主要从事水质、大气、土壤、工业

三废、噪声及室内空气的环保项目检测；对企业在线环保设备、仪器的运营提供

方案、技术及服务；对污染源的工程治理及生态恢复提供方案、技术及服务。

（3）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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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地质大队起源于 1958年的陕南铁矿队，六十年代更名为地矿部陕西地

质局第二地质队，1992年与陕西地矿局第四地质队合并为地矿部陕西地矿局汉

中地质大队，后属地化更名为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汉中地质大队，2014

年更名为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2017年公司制改制为陕西地矿汉中地质大队

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地质勘查（区域地质调查，固体矿产勘查，水工环地

质调查，地球物理、化学勘查，地质钻、坑探，地质实验测试）；地质测绘，土

地规划、整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设计；环境监测、

环境调查与评价；农业化学分析、农业地质调查与评价；卫生监测与评价；食品

与食品安全检测与评价；消防检测与评价；矿产资源勘查与综合利用、地质科学

研究、地质技术服务。

（4）陕西云检分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云检分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2月 15日，位于汉中市南

郑区大河坎镇南郑大道东段盛世华庭 15幢楼一层 101室，是一家能出具有法律

效力和社会公信力的检验检测与评价报告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主要从事实验

室检测、环境监测、校准技术服务、商品检测检验服务等业务，具备水、大气、

土壤检测能力。

（5）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成立于

2014年 3月，位于汉中市汉台区东塔南路 47号。检测室面积 2800平方米，具

备满足检验检测要求的各种先进仪器设备 500余台（套）；拥有各类专业检测技

术人员 80余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6人，工程师 22人，助理工程师 6人。

3.2 调查结果分析

3.2.1 政府部门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分析

（1）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分析

洋县建设有专门的应急资源储备库，政府部门的应急资源的存储和管理较为

规范，安排有专人对其进行管理，各类应急资源的进出库均有详细的记录，并定

期对其进行检查，能保证各类物资数量的充足和正常使用。

（2）应急救援队伍调查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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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洋县应急队伍的调查，生态环境监管与应急人员力量薄弱，生态环境

机关人员编制 4~8人，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当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时，要依靠环境

监察人员赶赴现场进行环境应急处置工作，在处置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影

响了环境污染事件的及时、快速响应。

3.2.2 重点企业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分析

（1）应急物资调查结果分析

相比较而言，各企业应急物资的存储较为杂乱，没有专门的应急资源库，与

其他物件一起进行存放，且存放的应急物资没有按照要求分类存储，也没有对应

急物资进行定期的检查与更新，出现一些应急物资出现报废、过期，不能正常使

用等情况，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不能第一时间对主要污染物进行控制和削减。

（2）应急救援队伍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对各重点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的调查，各重点企业均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

配置有应急救援队伍，且应急组织机构合理，但有些企业进行了工艺或者人员的

变动，未及时对应急救援队伍进行修订，可能导致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出现人员

不能及时到场等情况。

（3）应急监测能力调查结果分析

根据对重点企业监测能力的调查，在被调查中的企业中，除各污水处理站外，

其他企业都不具备自行监测的能力，绝大部分企业与洋县环境监测站或者第三方

检测机构签订协议，由其进行应急监测，少部分企业尚没有签订应急监测协议，

一旦出现突发环境事件，依靠当地环境监测站对其进行应急监测。

3.3 应急资源储备建议

3.3.1 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存在问题

（1）环境应急物资信息不全面，动态管理不及时

在本次环境应急物资数据调查过程中，由于调查时间短、工作人员配备少，

使得调查工作无法调查全面、数据准确性的要求。此外，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动态

管理不及时。

（2）政府环境应急物资管理水平较低

①环境应急物资库建设和管理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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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县级环境应急物资库受场地所限，距离标准化建设的要求差距较大。

此外，因未能建立一套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物资库管理制度，环境应急物资更新不

及时等问题。

②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规模不足

由于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缺少规范性指导，且未开展全县级别的环境风险评估，

目前，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和模式缺乏科学的论证，物资储备的针对性较

弱。同时，随着近年来洋县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县级环境物资储备规模有时还不

能满足实际需求，相比汉中市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情况，洋县环境物资储备数量和

种类上还有待调整和增加。

（3）企业环境应急物资储备资源不足

从全县环境应急物资检查情况看，已经备案的企业均配有配备相关环境应急

物资，但仍存在专业应急设备配备率低，环境应急物资储量小、种类单一，各企

业物资储备情况参差不齐等问题。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企业重视程度不

同，部分企业对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的认识程度有待提高；第二，企业经济实

力不同，部分企业规模较小，在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方面的投资能力不足；第三，

企业环境风险调查深度不同，部分企业人员流动性强、业务水平不高，使得企业

环境风险调查工作很难扎实开展，进而导致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不充足。

3.3.2 完善建议

（1）完善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

为实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环境应急物资“找得到、用得上、补得及”

的要求，洋县应在扎实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积极争取资金，补充配备防

护服、防毒面具等应急物资，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构建一个以生态环境部门自

建环境应急物资库为中心，以重点企业及政府其他部门物资储备库为辅助，采用

第三方专业物资储备、合同协议储备、物资信息管理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环境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通过全县环境应急物资的统筹管理，最大程度地实现环境应急

物资的合理储备、科学管理和高效利用。

（2）提高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水平

针对现有的环境应急物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一是要建立环境

应急物资储备资金保障制度，在县、镇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列支专用资金，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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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购买、更新和管理等的项目；二是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库管理，切实强化物资

库安全防护，包括安全监控、卫生防护、消防安全、电气设备防爆等；三是制定

完善环境应急物资库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职责，推行台账管理，实现物资库管理

的制度化、标准化，全面提升环境应急储备管理水平。

（3）切实加强统筹调度

为更好地发挥环境应急物资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作用，必须积极开展专项

培训和演练、认真总结实战经验，以便不断提高应急处置人员对应急物资设备的

使用和养护的技术，论证和检验物资装备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健全完善环境应急

物资的调用、征用、互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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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政府部门环境应急资源清单

洋县环境应急物资库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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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48916 33.22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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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822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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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县林业局应急物资调查表

单位名称 洋县林业局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防火（护）服 100套 有效期内 安全防护

2 铁锹 50把 有效期内 灭火

3 铁扫帚 100把 有效期内 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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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泵 25台 有效期内 灭火

5 水枪 25把 有效期内 灭火

6 风力灭火机 25台 有效期内 灭火

7 森林消防车辆 1辆 有效期内
灭火、环境应

急

8 无人机 1架 有效期内
应急监测

预警

洋县民政局应急物资调查表

单位名称 洋县民政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单帐篷 12㎡ 46顶 防护类

2 棉帐篷 12㎡ 5顶 防护类

3 折叠床 108张 防护类

4 棉被 256床 应急处置

5 棉大衣 88件 防护类

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应急物资调查表

单位名称 洋县城市公用局物资库房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编织袋 400个 防护类

2 铁锹 10把 应急处置

3 洋镐 10把 应急处置

4 水鞋 20双 防护类

5 雨衣 20套 防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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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套 50双 防护类

7 手钳 5个 应急处置

8 铁丝 50斤 应急处置

洋县民政局应急物资调查表

单位名称 洋县民政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单帐篷 12㎡ 46顶

2 棉帐篷 12㎡ 5顶

3 折叠床 108张

4 棉被 256床

5 棉大衣 88件

洋县自然资源局应急物资调查表

单位名称 洋县自然资源局应急物资储备库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储备量 主要功能 备 注

1 单兵系统 IsatPhone2 1部 应急处置

2 罗盘
美国军用版 CAMMENGA 3H 氚夜光 指

南针 16年产
1部 应急处置

3 手持 GPS
佳明（GARMIN）Monterra GPS 北斗车载

户外导航 安卓 GIS户外采集
1部

应急处置、

应急监测

4 数码摄像机

索尼（SONY）FDR-AX40 4K高清数码摄

像机 内置 64G内存 5轴防抖 20倍光学

变焦 蔡司镜头 支持WIFI/NFC传输

1台 应急处置

佳能（Canon） EOS 200D 单反套机 1台 应急处置



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16

（EF-S18-55mm f/4-5.6 IS STM） 黑色

乐摄宝（Lowepro） Format 160 单反相机

包 F160单肩摄影包 斜挎单肩摄影小包

黑色

2个 应急处置

5 卡片机 DSC-RX100 1台 应急处置

6 望远镜
原装进口 德国视得乐望远镜 7655 夜视双

目航海家 Navigator Pro7×50
1只 应急处置

6

对讲机

小米米家对讲机 蓝色 4部 应急处置

7
台湾老鹰 RH775 UV双段手持对讲机手

台拉杆天线 适配小米对讲机
4根 应急处置

8 八重洲 FT-70DR双频段数字手持对讲机 2部 应急处置

9
日本钻石 DIAMOND SRJ77CA UV双段手

持对讲机手台软质天线 40.5cm
2根 应急处置

10 无人机
DJI Phantom 4 Pro双电套餐；额外电池；

Phantom 4 系列电池管家
1架

预警、

应急处置

洋县镇（办）应急物资调查表

所属镇办 类别 物资名称 数量

洋州街道办

应急处置 铁锹 10把

应急处置 铁扫把 10把

防护类 帐篷 10顶

防护类 棉被 20床

防护类 手电筒 10个

防护类 棉大衣 20件

应急处置 水泵 5个

应急处置 防护叉 5个

防护类 救生圈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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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 救生衣 10件

戚氏街道办

防护类 雨伞 30把

防护类 雨靴 20双

应急处置 木桩 200只

防护类 帐篷 4个

防护类 简易床 8个

防护类 军大衣 10个

应急处置 大锤 5把

应急处置 铁锨 10把

应急处置 铁丝 200米

防护类 雨衣 20套

防护类 水杯 40只

纸坊街道办

防护类 账蓬 4顶

防护类 简易床 8张

防护类 棉大衣 8件

防护类 棉被 30床

龙亭镇 应急设备类 无人机 1架

关帝镇

应急设备类 铁丝 100米

应急设备类 钢芯铝绞线 100米

应急设备类 背负式森林灭火水枪 3个

应急设备类 简易打火棍 20根

防护类 简易抛绳器 1个

防护类 手提式探照灯 1个

应急设备类 强光手电筒 1个

应急处置类 铁铲 5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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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疏散类 电子喇叭 1个

应急疏散类 铜锣 1个

防护类 救生衣 20件

防护类 救生圈 4个

防护类 防暴盾牌 10面

防护类 防暴警棍 8根

防护类 防蜂服 1套

黄金峡镇

防护类 灭火防护服 15套

防护类 雨衣 30套

防护类 雨鞋 30双

应急处置 风力灭火器 3个

应急处置 摩托锯 2个

防护类 救生衣 30套

防护类 救生圈 12个

应急处置 撬杆 10个

应急处置 三号灭火工具 10个

应急处置 路障阻车器 1个

应急设备类 望远镜 2个

应急设备类 应急照明灯 20个

应急设备类 应急帐篷 4个

槐树关镇

应急保障类 大米 25袋

应急保障类 油 18桶

污染处置 被子 32床

污染处置 家庭包 8个

应急保障类 衣服（单） 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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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 棉袄 12件

污染处置 帐篷 5顶

污染处置 简易床 5个

污染处置 风力灭火机 2个

污染处置 灭火铁刷 10把

污染处置类 油锯 2个

防护类 背囊 30个

防护类 防火服 10套

谢村镇

防护类 雨衣 30套

防护类 雨鞋 30双

应急设备类 手电筒 10把

应急处置 铁铲 5把

应急处置 风力灭火机 2台

应急处置 灭火工具 10个

应急处置 安全绳 15根

应急交通类 对讲机 2个

应急交通类 救生衣 20件

防护类 救生圈 12个

应急处置 手电筒 20个

应急处置 油锯 20台

溢水镇

防护类 棉被 80床

污染处置 棉衣裤 80套

防护类 简易床 8个

防护类 帐篷 4个

马畅镇 污染处置 铁钉耙 5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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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设备类 盾牌 9副

应急设备类 铁丝 1盘

应急处置 铁刷 5把

应急处置 编织袋 500条

应急处置 手电 10个

应急处置 发电机 1台

应急处置 救援绳 1套

应急通讯类 应急通讯电话 1部

防护类 救生衣 5件

防护类 救生圈 5个

黄安镇

防护类 雨鞋 30个

防护类 雨衣 30个

防护类 救生衣 30个

防护类 救生圈 12个

应急处置 风力灭火器 3个

应急设备类 望远镜 2个

应急设备类 手电 8个

应急处置 三号灭火工具 10个

应急处置 灭火防护服 15个

防护类 迷彩鞋 30个

防护类 迷彩服 30件

防护类 救生衣 24件

应急处置 救生圈 12个

应急处置 油锯 2台

防护类 防爆钢叉 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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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 饭盒 30个

应急设备类 三号灭火工具 20个

应急设备类 对讲机 2个

应急设备类 望远镜 2个

应急设备类 撬杆 10个

应急处置 大军镐 20个

应急设备类 大军铲 20个

防护类 头盔 30个

防护类 背包 30个

防护类 水鞋 30双

防护类 防水服 15套

应急设备类 风力灭火器 2台

应急处置 应急照明灯 20个

应急处置 阻车器 1组

桑溪镇

应急监测 无人机 1台

应急通讯 对讲机 4台

应急处置 灭火扫把 20把

应急处置 撬棍 5个

应急处置 铁锹 10把

防护类 防火服 10套

应急处置 风力灭火器 2台

应急通讯 报警器 2台

应急通讯 喇叭 6个

应急处置 大锤 3把

应急处置 大钳 2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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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 雨衣 20套

防护类 雨鞋 10双

防护类 救生衣 30套

应急处置 手电筒 9只

应急处置 铁丝 1盘

防护类 编织袋 300

防护类 救生圈 16个

华阳镇

应急通讯类 对讲机 2对

防护类 帐篷 4顶

防护类 简易床 8张

应急设备类 风力灭火机 2台

应急处置 铁丝 100米

应急处置 消防斧 2把

应急处置 麻绳 50米

防护类 防火安全帽 10顶

应急处置 铁铲 15把

防护类 救生衣 10件

防护类 水鞋 10双

应急通讯类 喊话喇叭 1个

茅坪镇

应急处置 防爆盾牌 30个

应急处置 防爆头盔 30个

防护类 迷彩服 30套

应急处置 防爆警棍 30个

防护类 灭火防火服 15套

防护类 雨衣 3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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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 雨鞋 30双

应急设备类 风力灭火机 3台

应急处置 摩托锯 2个

防护类 救生衣 30件

防护类 救生圈 12个

应急交通 单兵携行具 30套

应急处置 撬棍 10个

应急处置 大军搞 20个

应急处置 大军锹 20个

应急处置 3号灭火工具 10个

应急处置 路障阻车器 1个

应急处置 防爆钢叉 20个

应急通讯 民兵连旗 1个

应急通讯 对讲机 2个

应急处置 望远镜 2个

应急处置 文件夹 30个

防护类 洗脸盆 30个

防护类 饭盒 30个

防护类 水杯 30个

防护类 刷牙杯 30个

防护类 胶鞋 30双

应急处置 单兵组合工具 1组

应急装备类 枕头 30个

防护类 书报架 1个

应急装备类 棉被 30床



洋县汉江流域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24

防护类 棉褥子 30床

防护类 挎包 30个

防护类 背包绳（宽、窄） 60付

应急装备类 应急照明手电 20个

防护类 迷彩布 1张

应急处置 联想电脑 1台

八里关镇

防护类 盾牌 30个

防护类 头盔 30个

防护类 迷彩服 30套

应急处置 警棍 30个

应急处置 灭火防护服 15套

防护类 雨衣 30套

防护类 雨鞋 30双

应急处置 风力灭火器 3台

应急处置 摩托锯 2台

防护类 救生衣 30件

防护类 救生圈 12个

应急处置 单兵携行具 30个

应急处置 撬杆 10根

应急处置 大军镐 20把

应急处置 大军铲 20把

应急处置 三号灭火器 10把

应急处置 防爆钢叉 20把

防护类 党旗民兵连旗 1套

应急通讯 对讲机 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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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通讯 望远镜 2部

防护类 文件夹 20个

防护类 洗脸盆 30个

防护类 饭盒 30个

防护类 喝水杯 30个

应急处置 胶鞋 30双

应急处置 单兵组合工具 1组

防护类 枕头 30个

防护类 书振架 1个

防护类 棉被子 110床

防护类 棉褥子 30床

应急处置 挎包 30个

应急处置 背包绳（宽） 30条

应急处置 背包绳（窄） 30条

应急处置 应急照明灯 20个

防护类 帐篷 18个

防护类 大衣 8件

防护类 折叠床 18个

金水镇

应急处置 铁丝 300米

应急处置 背负式森林灭火水枪 4个

应急处置 简易打火棍（含打火钉耙） 40根

应急处置 彩条布 50米

应急处置 铁铲 5把

应急通讯 电子喇叭 17个

应急通讯 铜锣 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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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 救生衣 10件

防护类 救生圈 10个

防护类 防暴盾牌 10面

防护类 强光手电筒 1个

2.重点联系企业环境应急资源清单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洋县污水处理厂）

重点联系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洋县污水处理厂

物资库位

置

洋县污水处理厂环境急物资

储备库
经纬度 /

负责人
姓名 李凯

联系人
姓名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13259162000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注

1 救生衣 4套 有效期内 防护类

2 救生圈 8只 有效期内 防护类

3 警示牌 若干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

类

4
COD（GR）
监测药品

一组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

类

5
NH3-H监

测药品及仪

器

一组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

类

6
总磷监测药

品及仪器
一组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

类

7
BOD5监测

药品及仪器
一组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

类

8 消防应急池 100m³ 3个 有效期内 污染处置

9 消防沙 5方 有效期内 污染处置

10 应急药箱 3个 有效期内 防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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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洋县振邦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联系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洋县振邦科技有限公司

物资库位

置

洋县振邦科技有限公司环境

急物资储备库
经纬度 /

负责人
姓名 /

联系人
姓名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0916-8291196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注

1 监控系统 1套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2 安全阀 10个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3
安全警示标

志
18个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4 铁锨 10把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5 安全帽 50个 有效期内 防护类

6 呼吸器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7 编织袋 50条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8 铁锹 10把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9 应急工具车 1辆 有效期内 应急交通类

10 装载机 1台 有效期内 应急交通类

11 挖掘机 2台 有效期内 应急交通类

12 载货车 2辆 有效期内 应急交通类

13 草袋 1万条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联系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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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库位置
陕西天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环

境急物资储备库
经纬度

负责人
姓名 /

联系人
姓名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0916-8293088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收集容器 100个 有效期内 污染处置

2 麻袋 50根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3 铁锹 60把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4 石灰粉 2吨 有效期内 污染处置

5 避雷针 2根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6 口罩 25个 有效期内 防护类

7 应急照明灯 3盏 有效期内 应急设备类

8
橡胶耐酸手

套
20副 有效期内 防护类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名称 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物资库位置
洋县玉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环境急物资储备库
经纬度

负责人
姓名 赵玉铭

联系人
姓名 /

联系方式 / 联系方式 13571685956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

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注

1 防毒面具 16套 有效期内 防护
生产部库

房

2 防化服 2套 有效期内 防护 合成岗位

3 灭火器 6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综合部

4 高压水泵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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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防栓 2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生产部

6 沙子 20吨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液氨储罐

区

7 石灰 5吨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石灰库

8
自动喷淋装

置
1套 有效期内 预警预防

液氨储罐

区

9 自动报警仪 1套 有效期内 预警预防
液氨储罐

区

10 事故应急池 360m3 1个 有效期内 预防 生产区

11 应急编制袋
200000

条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物资库

12
废水处理站

二级事故应

急池

3000m3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污水处理

站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陕西盛华冶化有限公司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消防水池 50mx20m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宿办楼附件

2 室外消火栓 SS100/65-1.6 20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厂区内

3 室内消火栓 SN65 62个 有效期内 预警 宿办楼、食堂

4 消防水带 15根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保卫科

5 干粉灭火器 MF/ABC4A 235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各车间、宿办

楼

6
二氧化碳灭火

器
MT/3 190个 有效期内 灭火

食堂、电气、

库房

7
手推式干粉灭

火器
MFTZ/ABC35 20个 有效期内 灭火 炉台、库房

8 消防沙箱 1m3 8个 有效期内 灭火 库房

9 应急消防灯 26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库房

10 灭火防护服 13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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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防靴 13双 有效期内 灭火 库房

12 防毒面具 800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库房

13 对讲机 10个 有效期内 应急通讯 库房

14 发电机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库房

15 酒精、药棉 50箱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库房

16 烧伤膏 50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库房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汉中尧柏水泥有限公司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铲车 3辆 有效期内 安全防护 生产车间

2 铁锹 10张 有效期内 安全防护 生产车间

3 雨衣 5套 有效期内 预警 物资库房

4 雨鞋 15双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物资库房

5 大绳 50米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物资库房

6 铁丝 20kg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物资库房

7 应急照明灯 3个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物资库房

8 应急车辆 2辆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综合部

9 医药箱及药品 5个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各车间、部门

10 氧气呼吸器 1套 有效期内 消防灭火
应急救援消防

站

11 灭火器 4kg 183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各车间、部门

12 灭火器 35kg 4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各车间、部门

13
便捷式气体分

析仪
1套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消防

站

14 救援担架 1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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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防火服 5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物资库房

16 反光服 20件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物资库房

17 防火手套 2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18 防火鞋 2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19 防火面罩 2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0 过滤式口罩 3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1 绝缘手套 2双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2 铁锹 3把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3 消防斧 1把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4 灭火器 35kg 1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5 消防水带 2卷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6 警戒灯 2顶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7 消防扳手 1把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8
97式五件套消

防作战
4套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29
25米钢丝救援

绳
2盘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应急救援消防

站

30
消防自救式呼

吸器
2套 有效期内 防护类

应急救援消防

站

31
80cm绝缘剪断

钳
1把 有效期内 防护类

应急救援消防

站

32
消防自救式呼

吸器
2套 有效期内 防护类

应急救援消防

站

重点联系企业应急物资库调查表（中国石油洋县信达加油站）

单位名称 中国石油洋县信达加油站

环境应急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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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储备量 报废日期 主要功能 备 注

1 消防砂池 4m3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2 消防砂桶 3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3 消防砂铲 2把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4 应急水龙头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5 干粉灭火器 8 公斤 6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6 干粉灭火器 35 公斤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7 灭火毯 2m2 2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8 CO2灭火器 3公斤 3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9 药箱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10 工作服 6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11 防毒口罩 3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12 应急照明灯具 4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13 手电筒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救援

14 禁行警示牌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15 隔离警示带 1个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16 备用发电机 1台 有效期内 应急处置

17
可燃气体检测

仪
1套 有效期内 预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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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应急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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