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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苏省环境风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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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概况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
沿海中心、长江下游，东
濒大海，东南与浙江和上
海毗邻，西街安徽，北接
山东，全省面积10.26万平
方公里，占全国的1.06%；
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居
全国第5位；江苏2013年地
区生产总值(GDP)达到5.9
万亿元，居全国第2位。江
苏现有13个省辖市，下辖
105个县（市、区），其中
24个县、26个县级市、55
个市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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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特征 

• 风险源总量大 
• 地区分布差异大 
•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环境风险突出 
• 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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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总量大 
• 江苏是化工大省，共有化工企业3.8万家，2010年

环保部开展全国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险及化学品
检查工作，江苏需检查企业10332家，占全国检查
企业总数的14.6％，居各省、市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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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总量大 
各省份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结果对比情况 

序
号 省份 检查 

总数 
重大风险单位 较大风险单位 一般风险单位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江苏省 6969 840 12.0% 1944 27.9% 4185 60.1% 

2 浙江省 4248 676 15.9% 920 21.7% 2652 62.4% 

3 山东省 3951 1055 26.7% 1110 28.1% 1786 45.2% 

4 广东省 3701 483 13.1% 759 20.5% 2459 66.4% 

5 全国 43510 7943 18.2% 9569 22.0% 25998 59.8% 

江苏省环境风险企业总数居全国第一，其中重大、较大、一般等级
企业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5，第2和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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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数量大 

固定风险源-化工企业数量多 
                    沿江化工码头                                          
移动风险源-内河、长江等往来船只 
                   高速公路危化品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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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差异大 
• 由于化工石化等项目多分布于苏南地区，且区域经济

发展迅猛，环境安全事件发生总量大，苏南地区整体
的环境风险隐患大于苏中和苏北地区，但由于在环境
管理和应急能力上的差异，环境风险在苏北地区爆发
后更易导致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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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环境风险突出 

• 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是我省突发环境事件涉
及最多的行业。 

• 此类企业在生产中使用种类繁多的各类化学品，
工艺流程长，副反应多，操作条件和设备复杂，
各种泄漏点和危险环节多，排放的废弃物中常含
有有毒有害或难以自然降解的化学物质，在生产
、储运、废弃物处理处置等环节易发生泄漏造成
环境风险事故，环境风险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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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突出 
• 江苏省高风险行业企业数量多，产值高，所占比重

大，这样的工业结构导致江苏省的整体环境风险较
大。其中部分企业建于80年代，生产工艺落后，设
备老化，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此外，不少重化
工业企业沿江依河靠湖临海而建，一旦发生事故，
将直接威胁数十万老百姓的饮水安全。布局性的环
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
成为江苏省主要的环境风险并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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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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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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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工作发展过程 

• 成立机构 

• 招兵买马 

• 独立运行   

• 确立环境应急工作理念 

• 创新江苏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思路 

• 提升环境应急机构的地位 

•  建章立制 

•  积极妥善应对各类突发环境事件 

•  研究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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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念 

工作理念 

应急工作 
现代化 

应急工作
常态化 

应急工作 
社会化 

变应对为防守， 
实现突发环境事件的减量化
和事件影响最小化 

变单干为联防， 
实现应急资源的力量整合 

变传统应急为现代化应急，
实现应急管理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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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机构成立的意义 
环境应急专职机构成立以来实现了四个转变 

由临时救火 
转为 

有条不紊 
科学应对 

(有机构有人) 

由被动应对 
转为 

主动防范 
(重视常态管理) 

实现 
突发环境事件 

减量化 

有效降低 
突发事件的 
环境影响 
社会影响 
经济影响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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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推进队伍
能力建设 

逐步摸清
环境风险 

建立风险
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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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环境风险四本帐 

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帐” 

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帐 

沿海区域“陆源溢油风险帐” 

评估区域环境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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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全防全控的风险管理格局 

1.应急预案体系 
 

2.应急演练体系 
 

3.应急保障体系 

1.应急指挥平台 
 

2.跨部门与跨区
域应急联动平台 

环境风险源
数据库 

区域环境风险 
   控制工程 

三大体系 二大平台 一个数据库 一个重点工程 

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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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 

应急预案体系 
应急资源体系 
应急演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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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体系 

       工作目标 
     — 实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规范化、 

系统化、动态化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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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体系 

预案全过程管理 

编 制 评 估 备 案 演 练 

编 评 备 练 

深层次解决 
预案有人编、 

有人管、有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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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保障体系 

   工作目标 
        — 探索试行零储备代储备制度，制定合理的调配方案，

基本建立社会化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系统。 

       — 成立专业的环境应急救援处置队伍，完善专家参与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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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保障体系 

应急资源 

依托组建的三支省级处
置队伍（南京市白云化
工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常州市上田环境修复有
限公司及南京大学盐城
环保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已建成由193名专家
组成的省级专家库
，并出台《江苏省
环境应急专家组管
理办法》 
 

已建成无锡、南京、
泰州、淮安省级环境
应急物资储备基地 

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 

 应急专家 
管理 

应急物资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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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体系 

    工作目标 
 

              — 本着结合实际、合理定位、着眼实战、讲求实效的
原则，紧紧围绕实战型演练和桌面推演、专项演练和综合
演练、区域性演练和全局性演练、示范性演练和检验性演
练四个相结合，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环境应
急演练，精练兵，练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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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体系 

组织开展综合性演练 
 

   — 2009年，我省组织的苏州“环安1号”演练，在省内外都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国务院、环保部、省委省政府
的高度重视。 

     — 2012年，成功举办了“长安1号”沿江饮用水源地突发环
境污染事件综合演练，拉练长江沿线跨区域、多部门应急
联动能力。受到了环保部领导和省政府领导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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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体系 

    演练模拟了在环保部、省环保厅卫星远
程指挥和苏州市政府现场指挥下，苏
州市环保局与各部门现场应对境内先
后发生的水、气、固废、辐射4个类型
三起环境污染事故的过程。 

演练指挥方式采用现场指挥和远程指挥相结合， 
演练模式采用桌面推演和实战演练相结合，事故处置涉及5个市区，演练过程分为应急响应、应
急处置、应急配合和应急终止四个阶段，期间有环保部、省政府和省环保厅的远程指挥和现场
处置，有苏州市政府的统一指挥部署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有无锡、南通、泰州等相邻地区的
驰援响应，锻炼了应急队伍在复杂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协调作战能力，锻炼了应急队伍在复杂
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协调作战能力。 

苏州“环安一号”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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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体系 
2012年 “长安1号” 环境
应急综合演练。演练模
拟展示了“长江泰州段危
化品运输船只碰撞后发
生爆炸，运载的苯类及
油类物质泄漏，污染周
边水体，威胁沿江八市
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
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省各有关部门、沿江
八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
部门各尽其职，共同应
对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
件，控制事态发展，最
终化解危机”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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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演练体系 

组织分片区示范性演练 
 

       —  每年分片区组织示范性演练，以苏南、苏中、苏北

三个片区为单位分别组织演练观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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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平台 

应急指挥平台 
跨区域及跨部门应急联动平台 
 

 工作目标 
 

    — 建立比较完善的省级环境应急指挥平台，各省辖市基 

    本建成环境应急指挥平台。 
 

    — 与相关部门和相邻省份间建立互动良好的应急联动平 

    台，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防、联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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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 

应急指挥平台 应急联动平台 

 与沪、浙建立了跨界环境 
 污染纠纷处置和应急联动  
 平台 

 以山东砷污染事件为契机， 
 与山东初步形成了良好的 
 沟通平台 

建成了省环境应急指挥固定 
平台具备远程指挥、多方 
会商和视频传输等多重功能 

 建成了全省13个省辖市的 
  机动应急指挥车载平台。 

 建成了省市卫星快速指挥联动 
   机制，可实现多级远程联动 

建立了与海事部门的 
联动机制。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Content Lay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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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源数据库 

 
工作目标 
 

         — 建成省、市、县三级环境风险源数据库 
 

           — 建立环境风险源评估制度，实现环境风险        
源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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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风险源数据库 



www.jshb.gov.cn 

区域环境风险控制工程 
 

      
工作目标 
 
     —形成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方案 
     —建设长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预测预警模型建设 
     —试点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工程建设 
     
     —全省省级以上化工园区完成环境安全等级评估 
     —开展化工园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试点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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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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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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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思考 

•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 健全环境应急管理机制 
• 环境风险防控关口前移 
• 开展环境应急理论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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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www.jsh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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