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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115号 

 

    《珠海经济特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已经 2017年 1月 5日八届 9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3月 10 日起施行。 

 

                   

                                                   市  长   郑人豪 

                                                    2017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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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餐厨垃圾管理，控制污染，保障饮食安全和市民身体健康，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水平，根据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珠海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的餐厨垃圾的产生、收运、处置以及监督管理活动。 

具体区域的确定和调整，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环卫主管部门）报经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

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农贸市场产生的有机垃圾的产生、收运、处置及监督管理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餐厨垃圾，是指餐饮服务、集体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废

弃食用油脂等。 

本办法所称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是指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的单位，包括餐馆、饭店、食堂

等。 

第四条  本市餐厨垃圾管理遵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社会监督、稳步推进的原则，促进餐厨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 

第五条  市、区政府建立健全餐厨垃圾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应当保障餐厨垃圾监督管理经费，将管理经费纳入本级年

度财政预算。 

横琴新区、经济功能区履行行政区的职责。 

第六条 市环卫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市餐厨垃圾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以及组织实施本办法。区环卫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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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餐厨垃圾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对本市餐厨垃圾处理的日常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餐厨垃圾处理中的违法行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制作或者销售以餐厨垃圾为原料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将餐厨垃圾处置纳入排污管理，依法对餐厨垃圾处置单位的环境进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餐厨垃圾

处置单位的环境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负责对餐厨垃圾收运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查处收运、处置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查处以餐

厨垃圾为原料生产经营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做好餐厨垃圾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鼓励通过节约用餐、净菜上市、改进食品加工工艺等方式，减少产生餐厨垃圾。 

    支持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设备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促进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第八条  各级政府以及环卫主管部门等应当加强相关餐厨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

众文明消费，发挥社会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第九条  餐饮行业协会应当发挥行业自律作用，规范行业行为，推广减少餐厨垃圾产生的技术和方法，将餐厨垃圾管

理纳入餐饮企业诚信管理范围，督促餐饮企业做好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置工作。 

第十条  市环卫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订本市餐厨垃圾处置设施规划，

并纳入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餐厨垃圾处置设施用地应当作为环境卫生设施用地纳入城市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 

  第十一条  餐厨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投资、建设、环

境保护等相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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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本市实行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运营，由同一收运、处置单位承担餐厨垃圾的收运和处置。 

第十三条  市环卫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招标等公开竞争方式确定收运、处置单位，并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特许经营协议应当明确服务范围、服务标准、价格和收费的确定方法、标准及调整程序、经营权期限、经营权终止和

变更的条件、程序等内容。 

第十四条  未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活动。 

第十五条   环卫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企业名单及其经营范围、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 

第十六条  餐厨垃圾的收运、处置实行有偿服务制度，具体办法由市环卫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物价等相关部门另行

制定。 

第十七条 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和处置实行联单管理制度，并逐步实施电子联单信息化管理。 

联单由市环卫主管部门统一制定。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在收运过程中应当携带联单，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以及收运

和处置单位应当如实填写。 

第十八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规定地点按标准设置餐厨垃圾专用收集容器，保持收集容器完好、密闭以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二）单独收集并在规定地点单独密闭存放餐厨垃圾，不得混入其他生活垃圾； 

（三）设置油水分离器、油烟分离器或者油水隔离池等污染防治设施，保持其正常使用以及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四）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本单位餐厨垃圾交付收运、处置情况； 

（五）与特许经营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合同，不得将餐厨垃圾交由未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单位和个人收运、处

置； 

（六）建立餐厨垃圾处置管理台账，执行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联单制度，真实完整记录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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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期向市环卫主管部门申报餐厨垃圾产生数量和去向情况；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规定。 

鼓励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安装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对餐厨垃圾进行预处理。 

第十九条  特许经营企业在从事餐厨垃圾收运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与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签订收运、处置合同，并将合同报送市环卫主管部门备案； 

（二）为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免费提供、定期更换符合标准的餐厨垃圾专用收集容器； 

（三）每日到餐厨垃圾产生单位收运的次数不得少于一次； 

（四）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收运餐厨垃圾，并在收运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将餐厨垃圾运

送至餐厨垃圾处置场所； 

（五）配备密闭式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工具外观应当保持整洁并喷涂规定标识； 

（六）在运输过程中不得裸露存放、滴漏、撒落餐厨垃圾； 

（七）设置并定期检测餐厨垃圾计量系统； 

（八）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特许经营企业在进行餐厨垃圾处置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制定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二）建立餐厨垃圾处置台帐，真实完整记录餐厨垃圾的类别、数量、来源、处置后产品的流向、设施运行数据等情

况，依法定期向市环卫主管部门报送上个月的收运和处置台帐； 

（三）配备合格的餐厨垃圾计量、贮存和处置的设施、设备，并保证其符合环境标准、运行良好；正常检修需要暂停

处置设施运行的，应当提前 15日书面报告市环卫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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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照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无害化处置餐厨垃圾，确保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等符合环保标准，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二次污染，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质量标准； 

（五）按照要求进行环境影响监测，对餐厨垃圾处置设施性能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估，并向市环卫主管部门和市

环保部门报告监测结果； 

（六）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餐厨垃圾产生、排放、收运和处置过程中从事下列行为： 

（一）将餐厨垃圾直接排入公共水域、公共厕所、排水管道或者以其他方式随意倾倒、抛洒、堆放； 

（二）非法销售泔水油、煎炸废油和地沟油等餐厨垃圾； 

（三）违反规定使用餐厨垃圾生产、加工食品； 

（四）违反规定使用餐厨垃圾生产、加工饲料或者饲养禽畜； 

（五）未经许可擅自收运、处置餐厨垃圾； 

（六）擅自填埋、焚烧餐厨垃圾；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二条   市环卫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定期对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履行特许经营协议和执行本办

法的情况进行考核。 

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市环卫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视情况取消特许经营权，解除特许经

营协议。 

被解除协议的企业 3年内不得参加本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招投标活动。 

第二十三条   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餐厨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报本部门对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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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情况和处罚结果等。 

本市建立执法联动机制，市环卫主管部门可以牵头组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食品药品监督、环境保护、农业、公安等

开展联合执法，加强对餐厨垃圾收运、处置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环卫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黑名单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全市餐厨垃圾处理情

况和特许经营企业履行合同情况，对餐厨垃圾处理情况和处理效果的监管开展年度评价，并公开评价结果。 

鼓励单位和个人举报餐厨垃圾收运、处置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和查处，并公布查处结

果。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处理餐厨垃圾时，违反本市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的相关规定的，由各相

关行政执法部门按照《珠海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

理条例》、《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餐厨垃圾产生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将餐厨垃圾交由未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单位和个人收运、处置，或者

放任其他单位和个人收运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的餐厨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3月 1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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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政府 

副秘书长分工的通知 

珠府〔2017〕16号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因人员变动和工作需要，现将市政府副秘书长分工调整如下： 

何庆明  副秘书长，协助张宜生副市长工作。 

李  群  副秘书长，负责市国家安全局工作。 

周慧珍  副秘书长，协助阎武副市长工作。  

陈家平  副秘书长，协助王庆利常务副市长负责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工作。 

荆洪文  副秘书长，负责珠海市对口支援西藏林芝市米林县、米林农场工作。 

李志平  副秘书长，协助张宜生副市长工作。 

贺  军  副秘书长，协助芦晓凤副市长工作。 

周锡川  副秘书长，协助刘嘉文副市长工作，兼任市纲要办常务副主任。 

陈哈理  挂任副秘书长，负责市西部城区开发建设局工作。 

方小勇  挂任副秘书长，协助史明锋副市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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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17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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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 

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实施意见 

珠府办函〔2017〕13号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府办〔2016〕131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重复审批，缩短审

批时限，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明确防雷减灾管理职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高度重视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管理工作 

雷电灾害是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科技委员会公布的最严重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我市地处华南沿海，海岸线长，

水网密集纵横交错，土壤电阻率差异大。受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市每年雷电高发频发且

强度大，雷电高发区域分布广，对我市石化产业、信息技术产业、海洋特色旅游产业等重点产业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

重大影响，特别对作为国家级石油化工和清洁能源基地的高栏港经济区构成严重安全威胁，高栏港经济区的防雷安全监管

工作已成为省政府每年安全生产检查必检内容之一，历届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把防雷减灾工作纳入社会公共安全监

管范围。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抓好建设工程领域的防雷公共安全管理，为我市实现“两个率先”的总目标提供

安全保障。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整合部分建设工程防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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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许可，整合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

案。原防雷装置施工图审查意见和检测报告作为建设单位组织工程竣工验收的必要材料之一，由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建设部门”）监管，市、区气象部门（以下简称“气象部门”）不再承担相应的行政许可和监管工作。 

2.全市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建设工程防雷管理，由市各专业部门负责。气象部门不再

承担其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行政许可和监管工作。 

3.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

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

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由气象部门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及监管工作。建设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气象

部门出具的防雷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和竣工验收意见书作为施工图审查和竣工验收备案材料。 

4.对于存在管理职能交叉的建设工程防雷许可，为了避免企业多头申报许可，提高许可效率，建设部门要紧密配合，

互相支持，原则上按照建筑工程项目主体性质进行划分。建设工程项目主体性质属于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

烟花爆竹、石化建设工程和场所，附属性质属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其主体及附属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

验收许可由气象部门负责。建设工程项目主体性质属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附属性质属于易燃易爆建设工

程的，其主体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管理，由建设部门负责，其附属防雷

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由气象部门负责。 

（二）做好建设工程防雷许可整合后的衔接工作。 

5.为保证相关工作顺利交接，结合我市防雷安全监管实际，现将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作为以上工作交接过渡期，气象

部门与建设部门要在过渡期内做好技术对接和相关的交接准备工作，过渡期间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

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由气象部门负责办理。过渡期后，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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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设部门统一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进行办理，同时由市、区防雷所提供技术支持，出具防雷装置设

计评价意见，并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交接日前，已由气象部门受理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其后

续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仍由气象部门负责办理。 

6.建设部门应当督促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技术标准对防雷施工图设计内容进行

审查；建设单位应在完成项目防雷施工图设计审查手续后，委托当地防雷技术支持机构对防雷装置进行质量监督检测。建

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检测等有关单位对防雷工程进行质量验收，并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防雷

装置检测报告作为竣工验收备案材料。市、区城建档案部门应做好建设项目主体及附属工程（如燃气管道、幕墙、钢结构、

路灯等）防雷装置归档资料的审查。 

7.气象部门要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充分利用我市已建成的双偏振天气雷达、闪电定位监测设备和珠

海市雷电灾害监测预警及防御决策系统等资源，做好雷电的监测和预报、预警服务，划分雷电易发区域及其防范等级、确

定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市、区防雷所作为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依法落实防雷减灾工作的职能

部门，要加强对当地雷电活动规律、雷灾发生特点、致灾机理以及先进防雷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要依法开展防雷安全

检测，并在防雷安全隐患排查、防雷安全应急处置、雷电灾害事故调查鉴定、雷电防护科普宣传等方面发挥技术保障作用。 

8.全市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通信等各专业部门自行完成本行业建设工程防雷许可优化整合后应向

社会公布，有关交接及衔接工作参照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许可、监管要求执行。 

（三）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水平。 

9.气象、建设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依法清理和规范有关审批、服务事项，及时修订相关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和优化

流程，并统一纳入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珠海分厅、珠海市网上办事系统和珠海市事项标准化管理系统，缩短审批时限，提

高效率，切实方便人民群众和企业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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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切实加强防雷安全监管。 

10.横琴新区、各区（功能区）应当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公共安全监督管理的范围，把防雷安全纳入政府安全生产考核

体系；气象部门要会同本级安监部门，督促相关行业和部门将防雷安全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落实防雷安全政府

属地监管责任、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的原则，切实加

强对各新建、改建、扩建防雷装置隐蔽工程以及投入使用后的建设工程防雷装置依法落实定期安全检测（危险化学品、易

燃易爆场所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其他场所、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等防雷装置每年检测一次）、隐患排查、整改等情

况进行监管，切实履行建设工程防雷监管职责，并将防雷安全工作纳入本行业、本地区安全生产综合督查、专项检查、执

法检查和考核范畴。 

11.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气象、建设等相关部门要依托珠海市防雷安全在线管理平台，建立健全建（构）筑物防雷

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加强防雷事中、事后监管，强化项目防雷装置建设质量和投入使用后的

后续监管，确保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安全性能符合国家强制性防雷技术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时积极推进防雷安全“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智能监管联动，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曝光和惩戒力度，提高市场主体守法诚信意识。 

12.气象、建设等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地防御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的工作指导和监管，督促建设单

位落实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及时获取项目所在地的灾害性、突发性、转折性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并及时采取防御措施，

以减轻气象灾害对建设工地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五）社会协同做好防雷减灾工作。 

13.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以及业主单位要切实承担、履行工程防雷装置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确保建

设工程防雷装置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业主或使用单位应当切实开展防雷隐患排查，依法委托

当地防雷技术支持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定期对防雷装置进行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装置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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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遭受雷电灾害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及时向当地气象部门报告，并配合气象部门做好雷电灾害调查和鉴定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气象、建设等相关部门在全市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加强协调和配合，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解决防雷安全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二）完善配套政策。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省政府要求，及时按程序修订有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

及时调整并公布部门权责清单。气象部门要会同建设、安监等有关部门制定防雷市场监管、防雷技术标准、防雷检测业务

流程、防雷装置质量综合评定、防雷服务质量评价等地方标准并颁布实施。市、区两级发改、财政等部门应当自 2017年起，

建立健全与防雷减灾事权相配套的公共财政保障体制机制，将审批部门委托开展技术服务所需各项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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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船舶 

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珠府办函〔2017〕26号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新修订的《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22日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目的 

  1.2  适用范围 

  1.3  编制依据 

  1.4  船舶污染事故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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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2.2  指挥体系框架 

3  预警和报告 

  3.1  预警 

  3.2  事故（险情）报告 

  3.3  事故（险情）核实 

  3.4  进行初始评估，确定险情等级 

  3.5  事故（险情）信息上报 

4  应急响应与处置 

  4.1  先期处置 

  4.2  分级响应 

  4.3  事故评估与决策 

  4.4  应急处置 

  4.5  应急响应的结束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5.2   事故调查报告 

6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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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应急能力建设 

  6.2   资金保障 

  6.3   物资保障 

  6.4   应急人力资源保障 

  6.5   通信与信息保障 

  6.6   治安保障 

  6.7   交通运输保障 

  6.8   医疗卫生保障 

  6.9   培训与演练 

7  区域合作 

  7.1  区域协作请求 

  7.2  区域协作原则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与更新 

  8.2  监督检查 

  8.3  名词解释 

  8.4  施行日期 

１  总则 

1.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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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建立有效的船舶污染事故应急管理体制和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应急

保障和有效应对船舶污染事故的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船舶污染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依法构建完善的应急预案和组织

体系，保障经济社会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预案。 

1.2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珠海水域内或发生在珠海水域外可能影响珠海市管辖水域的船舶污染事故，包括船舶在航行、停

泊、装卸及其它作业中发生的污染事故。 

1.3  编制依据。 

1.3.1  相关国际公约。 

1.3.1.1  《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OPRC90）。 

1.3.1.2  《73/78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73/78）。 

1.3.1.3  《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92）。 

1.3.1.4  《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BUNKER CLC2001）。 

1.3.2  国内法律依据。 

1.3.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月 1日实施）。 

1.3.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 年 4月 1日实施）。 

1.3.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6月 1日实施）。 

1.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 11月 1日实施）。 

1.3.2.5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10 年 3月 1日实施）。 

1.3.2.6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2006年 1月 1 日实施）。 



珠海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年第 3号 

 

 - 20 - 

1.3.2.7  《珠海市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管理条例》（2001 年 10月 1日实施）。 

1.3.3  相关上级预案。 

1.3.3.1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月 8日发布）。 

1.3.3.2  《广东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2月 29日发布）。 

1.3.3.3  《珠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月 1日施行）。 

1.3.3.4  《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09年 1 月 5日由交通部发布)。 

1.3.3.5  《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2006年 1月 23 日由国务院发布)。 

1.3.3.6  《珠江口区域海上船舶溢油应急合作安排》（2008年 9月 25日签署）。 

1.4  船舶污染事故分级。 

1.4.1  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分级。 

根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将船舶污染海洋事故分为以下等级： 

1.4.1.1  特别重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溢油 1000 吨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亿元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 

1.4.1.2  重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溢油 500 吨以上不足 1000 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不足 2 亿元

的船舶污染事故。 

1.4.1.3  较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溢油 100 吨以上不足 500 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不足 1 亿

元的船舶污染事故。 

1.4.1.4  一般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溢油不足 100 吨，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不足 5000万元的船舶污染事故。 

1.4.2  内河水域船舶污染事故分级。 

为便于快速应对污染事故，将内河水域船舶污染事故分为以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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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内河一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可能会影响到珠海辖区以外地区的较大范围的船舶污染事故或会严重影响敏感

区域，动用我市全部资源尚不能处理的船舶污染事故。 

1.4.2.2  内河二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会影响敏感区域，或需要动用全市的全部或大部分资源（包括航运界以外的资

源）才能处理的船舶污染事故。 

1.4.2.3  内河三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可能会影响敏感区域，或由发生污染事故的单位自身无法处理的船舶污染事故。 

1.4.2.4  内河四级船舶污染事故，是指不会影响敏感区域，发生污染事故的船舶、港口、码头、装卸站等自身即可处

理的船舶污染事故。 

2  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珠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统一部署、组织指挥和协调珠海水域内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的

应急处置工作及相关活动。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由市应急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港口管理局、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口岸局、市卫计局、市流渔办、市气象局、珠海警备区、

市边防支队、拱北海关、珠海海事局、横琴新区、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万山区、高栏港区、交通运输部南

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珠海直升机公司等成员单位组成。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设在珠海海事局，负责其日常管

理工作。办公室下设中心值班室（以下简称值班室），负责 24小时应急值班。 

2.1.1  应急组织机构。 

2.1.1.1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 

主  任：分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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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分管副秘书长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市港口管理局局长 

        珠海海事局局长 

成  员：市应急办、市政府新闻办、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港口管理局、

市环境保护局、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口岸局、市卫计局、市流渔办、市气象局、珠海警备区、市边防支队、拱北海关、

珠海海事局、横琴新区、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万山区、高栏港区、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珠海

直升机公司等成员单位负责人。 

2.1.1.2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 

主  任：珠海海事局局长。 

副主任：珠海海事局分管副局长。 

2.1.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1.2.1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职责。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的职责是： 

（１）制定完善珠海市处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２）初步确定珠海市特大和重大船舶污染事故等级与预警级别，报上级部门。宣布现场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组

织成立相应现场指挥部。 

（３）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辖区范围内船舶污染事故（险情）应急处置工作。 

（４）决定向省政府、部队请求救助力量。 



珠海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年第 3号 

 

 - 23 - 

（５）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力量积极参与跨区重特大事故的应急工作。 

2.1.2.2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的职责是： 

（１）贯彻落实本预案和中心领导的工作部署。 

（２）确定珠海市较大和一般船舶污染事故等级与预警级别，应急响应的启动和终止，组织成立相应现场指挥部。 

（３）具体组织、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处置污染事故。 

（４）做好事故险情、应急抢险信息的上传下达。 

（５）保持与有关应急成员单位的沟通与联系，掌握应急资源。 

（６）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演练。 

（７）检查督促有关单位贯彻落实本预案的相关工作。 

（８）组织对本预案的修订工作。 

（９）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1.2.3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职责。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的职责是： 

（１）负责 24小时应急值班，做好事故（险情）的预警工作。 

（２）初步评估事故（险情）等级。 

（３）负责收集、整理相关信息、资料，掌握现场的进展情况和各方动态。 

（４）及时向应急总指挥及应急指挥中心报告现场相关动态信息，并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应急指挥中心和应急总指挥

的各项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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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及时向广东海事局总值班室、珠海市应急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上报信息，并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指示、建议及时

传达给相关人员。 

2.1.3  成员单位职责。 

市应急办：及时收集、上报船舶污染事故信息，协调有关部门处理事故。 

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对事故险情信息的新闻发布。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险情相关陆域的治安警戒；协助组织相关区域人员和设施的疏散、撤离、隔离；负责陆上交通的

疏导工作，保障应急救援交通畅通，必要时实施道路交通管制。 

市公安消防局：组织本单位消防力量对船舶火灾、危险品泄漏等事故进行应急救援；担任现场消防指挥，组织现场有

关消防力量实施灭火行动，营救遇险人员，控制危害源，清理火场，参与火灾原因的调查工作；组织力量参加其他水上救

援工作；参加现场警戒工作。 

市民政局：安排灾民的基本生活，抚恤死难者并协助丧主处理善后工作。 

市财政局: 确保应急专项资金及时到位。 

市交通运输局：与相关的海、陆、空运输管理部门建立水上应急保障机制，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市港口管理局：负责协调处理发生在港口的船舶污染事故；提供最新的危险货物码头资料。 

市环境保护局：协调对事故造成污染的岸滩的清除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对回收的废弃物进行处理；对污染水域的水质

情况实施监测；需要时为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提供相关环境敏感资源分布图。 

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向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提供珠海水域最新的环境敏感资源分布图；通知可能受到

影响的水产养殖户，做好预防措施，并协助开展污染清除和监视工作；组织本单位力量、渔船参加应急行动；参加现场警

戒工作；协助组织事故现场周围海域及岛屿、陆域渔船和渔民的疏散、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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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口岸局：协调相关口岸单位，处理有关船舶、人员、货物紧急进出口岸问题。 

市卫计局及各有关医院：提供医务人员、设备，对伤病员进行紧急抢救处理，组织医院做好伤病员的接收和治疗。 

市流渔办：组织其管理下的港澳流动渔船参加应急行动。 

市气象局：负责气象保障工作；提供有关水域的气象信息和抢险现场气象资料，对天气影响做出评估。 

珠海警备区：负责组织、协调驻珠部队（包括部队的船艇）和民兵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市边防支队：组织本单位船艇参加应急行动；协助进行现场警戒。 

拱北海关：为事故所涉及外轮的货物和燃料油过驳办理快速通关手续。 

珠海海事局:组织、协调本单位力量和现场水域附近船舶参加应急处置行动；担任应急现场指挥，组织制定现场应急方

案，指挥协调现场处置工作；发布航行通（警）告；负责事故水域的现场警戒，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组织疏散附近船舶。 

横琴新区、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万山区、高栏港区：在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

参与辖区内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救援行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处置的应急保障和善后处理工作，安抚受灾群众，保持社

会稳定。 

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组织直升机实施污染源、污染物搜寻、现场及附近水域监视等工作。 

珠海直升机公司：负责提供直升机停降场地。 

2.1.4  各成员单位的指定人员。 

2.1.4.1  指定人员的选任。 

指定人员由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指定，通常是本单位的业务主管领导，负责本单位的水上险情应急处

置工作，是本单位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的联络人。 

2.1.4.2  指定人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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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要给指定人员充分授权，保证指定人员： 

（１）在船舶污染事故处置行动或演习中能随时调动本单位的清污应急力量，包括人员、车船、物品及其它资源。 

（２）指定人员在船舶污染事故处置行动或演习中对本单位的清污工作人员有绝对指挥权利，工作人员要听从指定人

员的指挥及调遣。 

（３）指定人员制定的清污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及本单位的演习计划能够得到顺利实施。 

（４）指定人员所要求的物品或资源能迅速得到满足。 

2.1.4.3  指定人员的职责。 

（１）指定人员要制定清污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和本单位的搜救演习计划，使清污工作人员明确职责，行动迅速有效。 

（２）指定人员要保持通讯畅通，电话变更时要及时通知中心值班室，因出差或其它正当事由离开珠海时，要指定单

位其他领导为指定人员，并将其姓名、职务、电话报中心值班室。 

（３）指定人员要服从中心指挥，在中心有指示或命令时，要保证任务快速有效完成。 

2.2  指挥体系框架。 

启动本预案时，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应组织成立应急指挥部，实施应急处置的统一指挥（见附件 5）。 

应急指挥部吸收事件涉及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为成员。 

为提高处置效率，迅速展开工作，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处置环节要求，视实际情况需要成立 12个基本应急行动组。应急

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启动若干相关应急行动组，并在每个应急行动组中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和证据收集。 

2.2.1  综合协调组。由市政府协助分管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工作的副秘书长负责，由市应急办、珠海海事局、事件发生

地地方政府等成员单位组成。 

2.2.2  水上救援与清污组。由珠海海事局牵头负责，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公安消防局、市边防支队等成员单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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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2.3  陆上清污组。由市环境保护局牵头负责，事件发生地地方政府、市公安局、市卫计局、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市气象局等成员单位参与。 

2.2.4  警戒监测组。由珠海海事局牵头负责，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边防支队等成员单位组

成。 

2.2.5  专家咨询组。由珠海海事局牵头，由专业知识精湛、处置船舶污染事故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组成。 

2.2.6  事故调查组。按《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分事故等级成立相应的

事故调查组。珠海海事局牵头组织各成员单位参与。 

2.2.7  法律支持组。由市应急办安排，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 

2.2.8  治安救助组。由市公安局牵头负责，事件发生地地方政府、涉及的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 

2.2.9  医疗救护组。由市卫计局牵头负责，地方政府等相关单位参与。 

2.2.10  新闻发布、宣传组。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珠海海事局、市应急办、事件发生地地方政府等成员单位参与。 

2.2.11  后勤保障组。重大或特大事故由事故发生地方政府负责牵头，一般及较大事故由珠海海事局牵头负责，由市

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通信、卫生医疗等部门组成。 

2.2.12  善后处理组。重大或特大事故由珠海市政府负责牵头，一般及较大事故由事故发生地地方政府牵头负责，市

民政局、珠海海事局等有关责任单位具体实施。 

各应急行动组负责人可根据处置工作的需要，增减相关应急行动组的参与单位。 

3  预警和报告 

3.1  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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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预警级别。 

按照珠海船舶污染事故可能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即一般（Ⅳ级）、较大（Ⅲ级）、

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预警，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3.1.1.1  蓝色预警（Ⅳ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3.1.1.2  黄色预警（Ⅲ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3.1.1.3  橙色预警（Ⅱ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3.1.1.4  红色预警（Ⅰ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蔓延。 

3.1.2  信息收集与预警。 

3.1.2.1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应注意收集在珠海及周边水上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信息，并进行分析、处

理，及时按应急响应相应等级的批准权限和程序发出预警信息。 

3.1.2.2  加强特殊动态信息的掌握和监测，对可能形成严重、复杂态势的船舶污染事故，可视情报请相关领导批准，

提前发布预警信息或提高预警等级。 

3.1.2.3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发出的预警报告，应迅速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指挥机构或值班室。 

3.1.2.4  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接到预警信息后，应根据预案做好相应等级应急响应行动的准备工作。 

3.2  事故（险情）报告。 

当船舶发生污染事故或可能引发污染事故时，事故当事人或发现事故人员应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向船舶污染事故应急

指挥中心报告。 

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１）船舶的名称、国籍、呼号或者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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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名称、地址。 

    （３）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气象和水文情况。 

    （４）事故原因或者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 

    （５）船舶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装载位置等概况。 

    （６）污染程度。 

    （７）已经采取或者准备采取的污染控制、清除措施和污染控制情况以及救助要求。 

    （８）报告人的联系方式。 

 （９）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 

    做出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船舶、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补报。 

3.3  事故（险情）核实。 

3.3.1  值班员根据报告，填写《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并与报警人、当事船舶、船东、船舶代理等保持联系，进一

步跟踪、收集有关信息和了解最新情况。 

3.3.2  值班员应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核实，判断报警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核实的途径包括： 

（１）中国搜救中心、省搜救中心或其他搜救机构。 

（２）相关海事机构。 

（３）船舶报告中心、海岸电台。 

（４）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代理。 

（５）港航单位、引航站等。 

（６）附近渔船和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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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派出车辆和船艇进行搜寻核实。 

3.3.3  根据获取的报警信息，在海图上标示事故地点或当事船舶的位置，确定是否属于珠海水域。 

3.4  进行初始评估，确定险情等级。 

3.4.1  值班室根据事故（险情）报告和核实的情况，进行初始评估。初始评估的主要内容有： 

3.4.1.1  污染事故类型。 

3.4.1.2  污染事故可能规模。 

3.4.1.3  污染事故扩散的范围和已造成的损害。 

3.4.2  根据初始评估，对照险情等级的标准，初步确定相应的险情等级。 

3.4.3  初步确定险情等级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导致险情等级发生变更的，由应急总指挥及时提升或降低险情等级，

具体程序见 4.3事故评估与决策。 

3.5  事故（险情）信息上报。 

3.5.1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在初步险情等级评估后按如下规定上报或通报： 

3.5.1.1  值班员接到辖区污染事故险情报告后，应立即向中心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报告。 

3.5.1.2  在接到一般险情报告后，必须在 2 小时内填写《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附件 2）报告到市应急办、广东海

事局总值班室。 

3.5.1.3  在接到较大及以上级别险情报告后，必须在半小时内向市应急办、广东海事局总值班室口头报告，并在 1小

时内填写《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报告到上述有关部门。 

3.5.1.4  对发生地点在珠海水域外并对珠海水域构成威胁的险情或事故，应及时通报相应（地级）市应急机构。 

3.5.2  市应急办将险情马上向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和副秘书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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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市政府按照规定向省政府报告险情和应急救援工作情况。 

4  应急响应与处置 

4.1  先期处置。 

4.1.1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事故方船长、码头等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出相应的应急反应行动，迅速、有效

地实施先期处置。 

4.1.2  船舶污染事故发生后，在未指定现场指挥前，第一到达现场的应急处置单位或船舶或飞机应自动承担起现场指

挥的职责，组织现场应急力量实施应急处置。 

4.2  分级响应。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根据初步评估险情等级，报请本预案中相应级别的应急总指挥，由总指挥或其指定

人宣布启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工作现场指挥部、应急行动组，指定现场总指挥。同时，中心办公室根据需要，通知应急

救援成员单位和应急救援队伍开展应急工作或待命。 

当出现重大及以上险情时，除启动本预案以外，应及时报请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3  事故评估与决策。 

4.3.1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根据最新险情报告，对事故进行进一步评估，评估的主要内

容有： 

4.3.1.1  污染事故类型。 

4.3.1.2  污染事故规模。 

4.3.1.3  污染物在当前水文、气象条件下的扩散趋势。 

4.3.1.4  事故船舶发生火灾、爆炸等衍生灾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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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污染事故对人身安全、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 

4.3.1.6  评估污染事故对环境敏感资源的影响和可能造成的污染损害。 

4.3.1.7  事故现场水文、气象对应急救援工作的影响。 

4.3.1.8  对事故做出有效反应所需要的应急救援资源及应调用的人力、物力资源。 

4.3.1.9  确定优先保护顺序的行动策略。 

4.3.2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根据最新评估结果调整应急等级，并制定应急救援决策方案，上报总指挥。 

4.3.3  总指挥对应急等级、应急救援决策方案进行审查作出决策，决定应急救援行动实施方案。 

4.4  应急处置。 

现场总指挥组织实施现场应急救援行动，所有参与现场应急救援行动的单位和人员，都应服从现场总指挥的调度和安

排。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处置需要，适时启动相关应急行动组，开展应急处置行动。 

各应急行动组都要指定专门的信息员和证据收集员。信息员负责向本组传达上级的应急指令和向上报告现场动态，每

日对本组的行动进行总结。证据收集员负责本组应急行动相关证据的收集。 

4.4.1  综合协调组。负责应急处理工作的总体协调，及时向应急总指挥报告相关情况，执行并传达应急总指挥指令。 

4.4.2  水上救援与清污组。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现场应急救援和清污工作。具体负责污染源控制；

预控火灾、爆炸等衍生事故；污染物的围控清除；遇险人员救助等。 

4.4.3  陆上清污组。清除事故造成污染的岸滩；协调有关单位对回收的废弃物进行处理。 

4.4.4  警戒监测组。在现场总指挥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现场警戒和监测，及时向现场总指挥报告相关情况。具

体负责发布航行通（警）告；向可能遭受污染损害的单位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调动船艇在事故水域实施交通管制；对事故

污染动态进行空中遥感监视和巡逻舰监视；对事故水域的水质、有害有毒气体的浓度进行布点监测；发现和跟踪事故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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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订现场应急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 

4.4.5  专家咨询组。负责对险情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建议，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对预案的实施、终止提出

建议。较大以上等级的船舶污染事故，每日均需要根据应急行动进展情况对应急行动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措施，保障

应急行动高效进行。各种评估的内容要素应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重大情况必须立即报告。 

4.4.6  事故调查组。组织有关专家和调查人员对事故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并做好询问笔录；开展事故船舶的现场勘

察，并做好勘察记录；收集有关当事船舶相关物证，提取痕迹，并做好有关送检工作；调查取证结束后，进行事故原因分

析，并编写事故调查报告。 

4.4.7  法律支持组。负责对应急处置工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提供法律支援，处理涉及应急工作的诉讼问题。

在预案启动后，向清污、救援、后勤等应急参与单位和队伍传达证据材料收集、保存的具体要求，指导各成员单位按各自

的职责做好事故造成的损伤、损害等情况的取证工作；收集、整理、核实应急参与单位和队伍的证据材料。 

4.4.8  治安救助组。负责事故险情相关陆域的治安警戒；协助组织相关区域人员和设施的疏散、撤离、隔离；负责陆

上交通的疏导工作，保障应急救援交通畅通，必要时实施道路交通管制。 

4.4.9  医疗救护组。开辟船舶污染事故紧急绿色通道，组织医疗救护人员赶赴现场，及时抢救、转移伤员，调动医疗

人员、器械、药品参加抢救。 

4.4.10  新闻发布、宣传组。负责组织对险情信息的发布；做好与新闻单位的联络、协调等工作。 

4.4.11  后勤保障组。安排应急需要的交通工具，确保能随时听从指挥部的调遣；开展清污工作所需要紧急物资的调

配；对伤亡人员进行运送；为清污搜救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4.4.12  善后处理组。安置遇险或受伤人员；对死者尸体进行登记和妥善处理；安排伤亡家属接待处，做好接待和安

抚伤亡家属及维持现场秩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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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应急响应的结束。 

当现场符合下述情形之一，即认为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4.5.1  当事故现场得到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4.5.2  污染源的泄漏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4.5.3  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5.4  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且已经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事

故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应急总指挥根据应急响应进展情况并参考专家小组的意见，宣布应急响应结束。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应急总指挥根据事故处置情况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

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尽快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保证社会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秩

序。 

5.2  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积极做好事故造成的损伤、损害等情况的取证工作。 

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总结应急救援经验，完成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并报送市应

急指挥中心。 

重特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总结报告作为重要资料存档。 

6  应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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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应急能力建设。 

根据《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要求，市政府定期组织开展船舶污染风险评估，编制《珠海市船舶防污应

急能力建设规划》及编制落实规划的预算，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建立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设备库，组建应急反应

队伍，配置应急反应设备。 

6.2  资金保障。 

为促使我市重特大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反应设备库的建设和正常运行，船舶污染事故应急专项工作经费、

应急补偿和奖励、水上应急处置人员培训、应急演习、设备更新和维护、日常运行管理等应纳入财政预算，由同级财政予

以保障。 

6.3  物资保障。 

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应组织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做好应急设备的购置和维护经费预算，报市政府批

准实施，并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更新和保管，确保应急响应的急需。 

6.4  应急人力资源保障。 

应急反应队伍由各级政府应急队伍、安监部门、海事部门、消防队伍、清污队伍、救捞部门、交通运输部门、驻珠部

队、环保部门、海洋农业部门、民众、相关领域专家、相关科研部门等组成。各级地方政府应注重专业应急队伍的建设，

在不断扩充规模和提高素质的同时，本着面向社会、整合资源原则，不断加强兼职清污队伍、社会储备力量的建设与培养，

以提高其专业技能。 

当应急反应队伍不足时，当地政府应按照应急指挥中心的需要和相关规定动员本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

志愿人员等社会力量参与或支援水上应急行动。指挥机构指导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携带必要的器材、装备赶赴指定地点，并

根据参与应急行动人员的具体情况进行工作安排与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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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通信与信息保障。 

各通信运营商和有关应急接警部门应保证应急搜救报警电话（水上搜救：0756-12395；公安报警：110；医疗救助：120）

的正常使用；各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应确定应急（值班）电话或联络方式并报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变更

时应及时报告；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每年对联络、通讯电话进行校核和更正后发至各成员单位。 

6.6  治安保障。 

市公安局应建立水上应急现场治安秩序保障机制，在应急反应时，根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的要求安排警力维

持秩序，负责陆上交通管制以及参与水上治安警戒等，保障水上应急行动的顺利进行。 

6.7  交通运输保障。 

各有关单位应根据职责要求，为应急人员及装备的运送提供保障；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应与相关单位建立交通

工具紧急征用机制，确保应急人员、器材及时到位。 

6.8  医疗卫生保障。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商有关部门指定水上、空中转运任务的执行单位，与市卫计局及指派执行医疗救治任务的

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共同承担水上医疗咨询、医疗援助、医疗移送和收治伤员的任务。 

6.9  培训与演练。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及各成员单位应定期组织开展事故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和应急演练。演练应从

实战角度出发，深入发动群众参与，达到普及应急知识和提高应急技能的目的。 

7  区域合作 

7.1  区域协作请求。 

当船舶污染事故超出本级应急反应能力时，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应作出区域协作的请求。请求区域协作时应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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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设备、人员、到达灾区的时间、后勤保障及费用等情况。 

7.2  区域协作原则。 

与周边地区的协作按有关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进行。 

与深圳、香港、澳门的协作应根据《珠江口区域海上溢油应急合作安排》的规定，在信息通报、资源共享、互派力量

援助等方面按照程序进行有效合作。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与更新。 

8.1.1  珠海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应急预案的批准、发布和实施。 

8.1.2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负责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预案的编制工作；中心办公室根据本预案实施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或新出现的情况，负责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8.2  监督检查。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编制本预案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计划，由中心定期组织监督检查。 

8.3  名词解释。 

港口：本预案中的港口是指由船舶停靠、航行及装卸作业的码头、设施、航道、停泊点等组成的一定范围的区域（水

域）。 

船舶：指一切类型的机动和非机动船只，但不包括海上石油勘探开发作业中的固定式和移动式平台。 

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发生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造成的海洋或内河环境污

染事故。 

污染源：指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的船舶、设施和装卸站（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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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指油类物质和有毒有害物质。 

油类：指任何类型的石油及其炼制品和其他油类（及类油）物质。 

有毒有害物质：指《73/78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Ⅱ、附则Ⅲ中所指的有毒有害物质。 

8.4  施行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通讯录 

      2.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 

      3.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力量一览表 

      4.珠海市危险货物码头基本情况一览表 

      5.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人员组成表 

      6.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指定人员通讯录 

 

 

 

附件 1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通讯录 

 

1．水上遇险求救专用报警电话：1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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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值班电话：0756-3339454，0756-3339464。 

3．传真：0756-337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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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 

主送单位：                                                   №： 

一、事故（险情）报告 

接报时间      年  月   日    时 接报人姓名    

报告人姓名  单   位  联系电话  

A 船舶概况 

船 名 呼号 国籍 IMO 编号 船舶种类 总吨 功率 

       

       

载 重 吨 船长  船宽 船龄 吃水（前/后）  船员人数 始发港 目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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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名称/载货量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 地址  

   

   

B 事故发生日期和时间： 

C 事故发生地点（经纬度或最近的陆地标志）： 

D 事故原因（碰撞、搁浅、装卸溢漏等）：  

E 溢露部位： 

F 溢露品种： 

G 估计溢出数量和进一步溢出的可能性： 

H 事故 

当地 

环境 

条件 

风 力  风  向  气 温  

能见度  海 况  浪  

污染物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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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预计将受污染物威胁的地区： 

 

 

J 已采取和准备采取的防治措施： 

 

 

二、事故（险情）初步评估 

K 事故（险情）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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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初步响应建议： 

 

三、领导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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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力量一览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 量 

珠海船舶溢油应急设备库 王仕云 
3338641

 13702768187 

快布放围油栏 MK-E 400米 

防火围油栏 WGJ900H 1000米 

充气式围油栏 WQJ1500/WQJ2000 1400米 

岸滩围油栏 WQV600T/WQV900T 1000米 

真空收油机 Mini Vac/ ZK20 6套 

小型收油机 Komara 30 2套 

中型收油机 MultiSkimmer 

LMS/GTA 50/70 
3套 

动态斜面收油机 DIP402/DXS30 5套 

转盘式收油机 ZSJ30 4套 

堰式收油机 YSJ30 4套 

普通浓缩型消油剂 GM-2浓 3吨 

生物消油剂 WP-J-Y02 5吨 

凝油剂 索科罗 2吨 

吸油毡 PP-2 7吨 

吸油拖栏 XLT-Y220/ XTL-220Y 800米 

珠海安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林志斌 13075626228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1500 2000 米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900 346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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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围油栏 WGF900 400 米 

动态斜面收油机 DXS100 型 2 台 

堰式收油机 YS5 型 1 台 

消油剂  20.5 吨 

吸油毡 PP-1 3.8 吨 

吸油毡 PP-2 12.6 吨 

吸油毡 化学吸附材料 3 吨 

清污船 浩凯 008 1 艘 

珠海市和丰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钟振生 
13923388788 

2516866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1500 2000 米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900 3000 米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600 2000 米 

岸滩式围油栏（含充气充水机） WQV600T 2000 米 

防火围油栏（含储存架） WGV900H 800 米 

动态斜面收油机 DXS 3 台 

堰式收油机 YS100 1 台 

动态斜面收油机 DXS 3 台 

消油剂 富肯-2 8 吨 

吸油拖栏 XTL-Y200 4000 米 

吸油毡 PP-2 12 吨 

化学品吸附棉  3 吨 

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张金明 
13702940402 

0756—3231322 

围油栏 浮子式 1180m 

收油机 395F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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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油剂  520kg 

吸油粘  400kg 

珠海经济特区华南联合石油有

限公司 
李学文 

13823062900 

0756-7268412 

围油栏 FTW600 2000 米 

转盘式收油机 ZS20 1 台 

消油剂 GM-2 1 吨 

吸油毡 PP-2 1.5 吨 

中化珠海码头 杜国盛 075659568971 

围油栏 浮子式围油栏 1600 米 

围油栏 耐化学品 800 

围油栏 FW 型防火 200 

消油剂 环保型 3 吨 

收油机 ZSC40 1 台 

吸油毡  3 吨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

份有限公司 
贺广武 13923361873 

围油栏 GW900/ GW1100/ 

GW750 

3500 

消油剂 GM-2 3.2 吨 

收油机 2SS 2 台 

吸油毡  4 吨 

广东省粤电集团公司珠海发电

厂 
许奕照 

13702769757 

7776787 

固体浮子 PVC 围油栏 WGV900 800 米 

溢油分散剂 富肯-2 号 1 吨 

吸油毡 PP-2 1 吨 

吸油毡 PP-1 1 吨 

龙基油库码头 陈科夫 
5780048 

13602879116 

围油栏 PVC 

-900 

500 米 

消油剂 GM-2 型 375 公斤 



珠海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年第 3号 

 

 - 47 - 

吸油毡 PP-2 1 吨 

收油机 S15 1 台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石

油分公司南门油库码 
涂咸波 13928051640 

围油栏 WGV-900E 550 米 

消油剂 富肯-3 号 950KG 

转盘式收油机 TYZP-20m3/h 1 台 

吸油毡 1.9 1.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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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珠海市危险货物码头基本情况一览表 

企业名称 
泊位数

量 
吨 级 主要货种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6 

80000T*1 

50000T*1 

10000T*2 

2000T*2 

燃料油、汽油、柴油、原油、石脑油、煤油、基础油、变压器油、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

苯、对二甲苯、混苯、偏三甲苯、四甲苯、乙基苯、甲醇、乙醇、二甘醇、双丙酮醇、乙二

醇、丙醇、正丁醇、异丁醇、异丙醇、辛醇、异辛醇、异壬醇、异癸醇、丙酮、丁酮、环已

酮、甲基异丁基甲酮、苯乙烯、丙烯酸、醋酸、醋酸乙酯、醋酸丁酯、乙二醇单丁醚、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丙烯酸甲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四氯化碳（四

氯甲烷）、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醇、丙烯酸异辛酯、聚醚多元醇、凝析油、煤焦油、沥青、混

合芳烃、双氧水、丙酸、乙酸乙烯酯、二氯甲烷、二氯乙烷、氯仿、环氧氯丙烷、环氧丙烷、

二乙醇胺、四氯甲烷、乙醛、壬戊烷、乙酸甲酯、戊酮、甲基丙烯酸乙酯、丙酸甲酯、丙酸

乙酯、丙酸丁酯、松节油、苯甲醇、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丙三醇、混醇、二乙二醇、二甲

基甲酰胺、蚁酸正丁酯、乙酸乙二醇乙醚、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叔丁基醚、丁二醇、润滑

油、混丙醇、丁酸、丙二醇、甲酸、苯酚、对苯二甲酸二辛脂、偏苯三甲酸三辛酯、苯甲酸、

液蜡、邻苯二甲酸酐、偏苯三甲酸酐、溶剂油、航空煤油、生物柴油调合燃料油、煤油馏分

油、苯、润滑油添加剂、抽余油、2－丙基庚醇、生物柴油（脂肪酸甲酯）、裂解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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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经济特区华南联合石油

有限公司 
3 

80000T*1 

10000T*1 

1000T*1 

 

汽油、柴油、煤油、正戊烷、乙醛、丙酮、石脑油、二氯乙烷、甲基叔丁基醚、苯、甲苯、

乙基苯、甲醇、1-丙醇、2-丙醇、异丙醇、正丁醛、2-丁酮、4-甲基-2-戊酮、乙酸甲酯、乙

酸乙酯、乙酸正丁酯、丙酸甲酯、丙酸乙酯、乙酸乙烯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

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二甲苯、均三甲苯、苯乙烯、异丁醇、正丁醇、甲基叔丁基（甲）

酮、环己酮、丙酸丁酯、丙烯酸正丁酯、N,N-二甲基甲酰胺、松节油、四甲苯、乙二醇（单）

丁醚、2-呋喃甲醇、苯酚、异氰酸苯酯、硫酸、冰醋酸、乙酸溶液、丙酸、丙烯酸、氢氧化

钠溶液、氢氧化钾溶液、甲醛溶液、次氯酸钠溶液、乙二醇、丙二醇、二乙二醇、丙三醇、

异辛醇、异壬醇、聚氧乙烯三醇、聚醚多元醇、乙烯基乙二醇、苯甲醇、苄基醇、a-异葵醇、

a-呋喃甲醇、邻苯二甲酸二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a-烯烃、正十四烷烃、粗制棕榈油、

二氯化丙烯、乳酸、矿脂、碳酸钠溶液、液压油、航空煤油、混合芳烃、重整油、抽余油、

混合石脑油、混醇、轻质燃料油 

珠海龙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 50000T*2 液化石油气、丙烷、丁烷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

有限公司 
2 50000T*2 

第 3.1 类（直装直取）、第 3.2 类（直装直取）、第 3.3 类（液态退敏爆炸品除外）、第 4.1

类（固态退敏爆炸品除外）、第 5.1 类、第 6.1 类（剧毒除外）、第 8 类、第 9 类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珠

海发电厂 
1 1000T*1 柴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石油分公司 
1 2000T*1 汽油、柴油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1 50000T*1 LPG（液化石油气）、汽油、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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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

股份有限公司 
3 

50000T*1 

10000T*1 

甲苯、甲醇、正丁醇、苯乙烯、异丁醇、汽油、邻二甲苯、对二甲苯、烧碱、丙酮、环已酮、

醋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酮、丁酮、三甲苯、聚氧乙烯三醇、二甘醇、混合石脑油、丙二醇、

甲基叔丁基醚、乙二醇、邻苯二甲酸二辛酯、冰醋酸、混合二甲苯、正烷烃、乙二醇丁醚、

异辛醇、四甲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芳烃混合物、异壬醇、溶剂油、异葵醇、苯酚、异

丙醇、丙烯酸丁酯、苯、柴油、航空煤油、燃料油，硫酸、润滑油基础油、二氯乙烷、二甲

基甲酰胺、异丙基苯、邻苯二甲酸二酯。乙醇、混醇、癸醇、2-丙基庚醇（2007.12.07 增

加）甲基溶纤剂（2014.7.22 增加） 

珠海市一德石化有限公司 3 

5000T*2 

500T*1 

 

甲苯、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甲醇、二甘醇、乙二醇、正丁醇、乙二醇丁醚、异丁醇、

异丙醇、丙酮、丁酮、环已酮、甲基丙烯酸甲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醋酸正丁酯、丙酸、冰醋酸、浓硫酸、甲基异丁基甲酮、苯酚、丙酸丁酯、丙酸甲酯、丙酸

乙酯、丙烯酸、丁酸、对二甲苯、甲基丙烯酸乙酯、甲基叔丁基醚、甲醛、醋酸甲酯、混丙

酮、醋酸丁酯、醋酸乙酯、异辛醇、异壬醇、丙醇、液碱、间二甲苯、混合苯、异癸醇、正

丙醇、丙二醇、混合醇、二丙基庚醇、2-丁酮、混丙酮、芳烃混合物、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偏苯三甲酸三辛酯、醋酸正丁酯、丙酸正丁酯、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甲酸、硝酸、精对苯二

甲酸、壬基酚氧乙烯醚、醋酸乙醚、甲醛溶液、甲缩醛、正丁醛、液蜡、乙酸酐、邻苯二甲

酸酐、偏苯三甲酸酐、N，N-二甲基甲酰胺、汽油、煤油、柴油、重整油，石脑油、燃料油、

润滑油、基础油、凝析油、航空煤油、苯甲酸。 

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

公司 
1 3000T*1 

汽油、柴油、燃料油、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四甲苯、混合烃、石油混合二甲苯、混

合芳烃、重芳烃、石脑油、溶剂油、裂解汽油、甲醇、乙醇、正丁醇、异丁醇、丙酮、丁酮、

甲基叔丁基醚。 

中石化广东珠海斗门石油分

公司(南门油库) 
1 3000T*1 汽油、柴油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珠海终端 
1 3000T*1 LPG、丙烷、丁烷、稳定轻烃、稳定凝析油 

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1 100000T*1 燃料油、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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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人员组成表 

指挥人员 组       成 主要职责 备  注 

应急总指挥 

特别重大和重大 

船舶污染事故。 

由中心主任或副主任（珠海海事

局局长）担任应急总指挥。 
负责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总

体指挥，决定预案的启动、实施和

终止，根据需要，启动若干应急行

动组，指定各组负责人，下达应急

指令。 

上级部门认

为必要时，

由上级部门

指定人员担

任应急总指

挥。 

较大船舶污染事故。 

由中心副主任（珠海海事局局长）

或授权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担任总

指挥。 

一般船舶污染事故。 

由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珠海海事

局分管副局长）或值班室负责人

担任总指挥。 

应急副总指挥 
由应急总指挥根据需要确定，可增加参加应急行动的主要单

位负责人担任。 
协助应急总指挥开展工作。 

 

现场总指挥 一般由珠海海事局现场负责人担任，或由应急总指挥指定。 

负责现场应急行动的总体指挥，指

定下一层次的指挥、负责人，及时

向总指挥和中心值班室报告现场

的相关信息和工作进展，执行指

令，提出应急处置建议，确保通信

畅通。  

 

附件 6 



珠海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7年第 3号 

 

 - 52 - 

珠海市船舶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指定人员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 

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单位应急 

值班电话 

1 市应急办 张晓君 副主任 2120191 13923361391 2116110 2222030 

2 市政府新闻办 吴  鲜 副主任 2227434 13823090033 2227434 2227434 

3 市公安局 陈紫伯 警令部值班长 8642300 13923377703 8642301 8642110 

4 市公安消防局 雷荣国 副局长 8641089 18607560133 8641010 8641075 

5 市民政局 张海军 副局长 2311388 18902873366 2311666 2311111 

6 市财政局 李九泉 副局长 2510863 13809805429 2510763  

7 市交通运输局 曾  开 水运处副主任 2521833 13085810868 2519196 2519818 

8 市港口管理局 黄亚东 副局长 7718399 13902871080 7718930 7711456 

9 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林  伟 副局长 2268330 13902536609 2268962 2263401 

10 市口岸局 杨正林 副局长 2137606 13703001768 2137232  

11 市卫计局 朱军霞 副主任 2128010 13923368552 2233641 18128118832 

12 市环境保护局 周  波 环境监察分局副局长 2155303 13709686979 2155036 15820599001 

13 市流渔办 杜瑞平 科长 2259559 13809800705 2132066 2222365 

14 市气象局 王丽文 副局长 2133945 13825606624 2134986 2222035 

15 珠海警备区 许志军 船运大队大队长 3319780 18578222221 3319890 3311991 

16 珠海边防支队 张宏林 参谋长 2163011 13902744044  236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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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拱北海关 黄国华 
斗门海关缉私分局副局

长 
5116690 13702332200 5115546 5115545 

18 珠海海事局 羊少刚 局长 3363363 13509219902 3334333 3339454 

19 珠海海事局 王仕云 副局长 3338641 13702768187 3334333 3339454 

20 珠海海事局 何辉华 指挥中心主任 3333729 18998165561 3334333 3339454 

21 
交通部南海第一救助飞

行队 
李  嘉 副队长 3223320 15818988666 3326769  

22 珠海直升机公司 李富文 副总经理 3333060 13902533648 3336356 13926928851 

23 横琴新区 蔡凌燕 区管委会副主任 8937522 18825620368 8841931  

24 香洲区 张增高 区农渔室主任 2227833 18023098287 2124110 2236492 

25 金湾区 朱  颖 区应急办主任 7631663 18088821663 7262777 7263110 

26 斗门区 梁振洪 区应急办副主任 5550199 15916287816 5550399 
5550199/ 

15007560000 

27 高新区 张  勇 区公共建设局副局长 3629852 13825687088  3633351 

28 万山区 黄启村 区应急办副主任 2126780 13824157681 8851151 8851111 

29 高栏港区 卢  焰 区海洋和农渔局副局长 7268130 13631250303 7268112 77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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