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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信息公开

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做好环境隐患整改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公司持续推动环境应急管理工作。2020 年度应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开展情况

公司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逐级建立并落实环境应急管理责任，组织架构

如下：

公司组织对全厂开展了环境风险评估，梳理出环境风险点共 33 个，制定了

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和演练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总结评估演练效果。

根据公司《环境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采用分级责任制，逐级建立并落

实环境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召开安卫环月度会议，汇报环境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安排班组或专员对环境风险点进行检查，发现环境隐患及时上报公司安卫环

监督组，及时进行整改或应急处置，杜绝环境事件发生。持续对暂时未能完成整

改的隐患进行追踪，积极消除环境隐患，全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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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对环境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并修订《广西金桂浆纸业

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8月完成了应急预案的签署发布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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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出的环境风险点，制定了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序号 单位 场所或设备 风险描述

1 备木处 1001 木片堆场 下雨冲刷木片堵塞污水沟，浸透液溢流到雨水沟。

2
抄浆处

半干浆车间北侧多盘过滤水机 污水沟格栅堵塞，检修时白水泄漏到雨水沟。

3 散干车间北侧喷淋水槽 污水沟格栅堵塞，检修时污水泄漏到雨水沟。

4

制浆处

1#、2#、3#制浆车间雨水沟 废水、浆料、黑液、化学品泄漏到雨水沟。

5 双氧水储罐区 双氧水泄漏到雨水沟。

6 氢氧化钠储罐区 氢氧化钠泄漏到雨水沟。

7
造纸处

备浆车间南侧雨水沟 浆料、白水泄漏到雨水沟。

8 纸机车间东侧雨水沟 损纸浆料、白水溢流到雨水沟。

9

化工处

涂料废水管道（CCK 至污水厂） 废水管道损坏导致涂料废水泄漏到雨水沟。

10 CCK 车间 涂料、胶乳等化学品泄漏到雨水沟。

11 WEC 车间 氢氧化钠、醋酸泄漏到雨水沟。

12 整理处 叉车充电房 电瓶液泄漏。

13

汽电处

液氨站 氨气泄漏。

14 输煤线周边雨水沟 煤黑水泄露到雨水沟。

15 1#、2#动力锅炉 烟气排放异常。

16

碱回收处

碱回收炉 烟气排放异常。

17 1#、2#VE 黑液桶槽区 黑液泄漏到雨水沟。

18 白泥堆场 暴雨时雨水进入白泥堆场并溢流至雨水沟。

19

水环处

污水管网 污水泄漏。

20 排海管道 排海管道损坏，废水在非指定地点排放。

21 污泥堆场 暴雨时雨水进入污泥堆场并溢流至雨水沟。

22
资材处

木片堆场 下雨冲刷木片堵塞污水沟，导致木片浸透液溢流。

23 加油站 柴油泄漏并导致火险。

24 储运处 金广信充电房 电瓶液泄漏。

25 研发处 浆料、化学品取样 取样时泄漏到雨水沟。

26 浆品保处 浆料、胶乳等化学品取样 取样时泄漏到雨水沟。

27
浆机械处

油品储存、使用 油品泄漏到雨水沟。

28 油漆、涂料使用 施工中下雨，油漆\涂料随雨水流进雨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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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浆仪控处 废水、废气在线监控设施 废水、废气在线监控设施故障导致排放异常。

30
纸机械处

油品储存、使用 油品泄漏到雨水沟。

31 油漆、涂料使用 施工中下雨，油漆\涂料随雨水流进雨水沟。

32 行政管理处危废暂存场所 废矿物油泄漏。

33
双氧水生产

部生产处
双氧水生产区、罐区 双氧水泄漏。

针对各环境风险，2020 年度开展了环境应急演练共 56次，并对演练情况进

行总结评估。总体上，对各车间环境异常事件（假设）可及时响应和上报，迅速

组织人员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有效防止了污染物的泄漏和防范了环境事件的发

生，提高了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达到了应急演练的目的。

液氨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油品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黑液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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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料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木片堆场渗透液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置情况

公司持续推动各项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消除环

境隐患，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公司 2020 年度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四、相关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根据公司《环境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2020 年度共开展全厂隐患联合排

查 11次，共检查出环境类（含清洁卫生）问题 34项，均为一般隐患或清洁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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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无重大隐患。公司安卫环监督组将检查出的问题点按责任部门划分，发给

各责任部门限期整改，并定期追踪整改情况。截止 2021 年 1月 31 日，2020 年度

检查出的问题点已全部整改完成。现场检查及部分问题点整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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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定期开展全厂性环境隐患联合排查，公司安卫环监督组还不定期开展日

常性环境隐患排查，2020 年度共发现环境隐患 6起，均为污染物混入厂内雨水沟

隐患。发现隐患后，安卫环监督组立即组织了应急处置工作，及时采取了截流措

施，并对被污染的雨水进行了回收处理，均未流出厂外环境。同时，安卫环监督

组要求责任部门或包商限期整改，持续追踪整改情况，并在公司召开的月度安卫

环会议上对以上隐患进行了通报。日常性环境隐患排查隐患整改情况如下：

日常性环境隐患排查隐患整改情况

项次 发生日期 隐患描述 整改情况 整改结果

1 4月 7 日

北环路原水厂西侧

PM2 施工用电箱变滤

油施工，变压器油滴

漏并流进雨水沟。

1、要求包商立即停工整改，并将流

到雨水沟集水坑的油污打捞干净；

2、发通知单要求包商主管部门督促

包商限期整改。

处置和整改完成，

未对外环境造成影

响。（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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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月 29 日

劳务工在物流仓库南

面清洗太空包，清洗

的淀粉流入雨水沟。

1、就近对雨水沟进行截流，将污水

回收到污水管网，清理雨水沟；2、

要求权责部门取缔该清洗点，不得

在此清洗。

处置完成，未对外

环境造成影响；已

重新选定清洗点

（无环境隐患）。

（结案）

3 8 月 11 日

承包商在浆成品仓库

屋顶做防水涂料施

工，下雨，未干的涂

料被雨水冲刷流进木

浆大道西侧雨水沟。

1、紧急关闭下游的雨水沟闸板阀，

打开污水管网闸板阀，将被污染雨

水导流进污水管网；2、开具《环境

异常处理单》，要求责任部门制定

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此类异常事

件再次发生。

处置完成，未对外

环境造成影响；并

制定了相应的防范

措施。（结案）

4 10 月 26 日

源丰建设在双氧水厂

西北角冲洗混凝土槽

罐车，冲洗水流进雨

水沟。

1、及时在雨水沟下游将污染水堵

截，通知包商和主管部门立即清理

被污染水沟；2、对该包商处罚 3000

元；要求包商主管部门加强监管。

处置完成，雨水沟

已清理干净，未对

外环境造成影响；

已对包商进行宣

导。（结案）

5 11 月 6 日

夜间纸机白水塔排污

管外接管脱落白水流

入雨水沟。

1、对雨水沟进行截流，通知生产控

制白水塔排水；2、将被污染的水回

收到污水管网；3、将脱落的污水管

焊接加固。

处置完成，未对外

环境造成影响；脱

落的污水管已重新

焊接牢固。（结案）

6 12 月 11 日

3#化机浆车间漏浆到

备浆车间南面雨水

沟。

1、在纸机西北角将雨水沟堵截，将

被污染的水排至污水管网；2、要求

权责部门对泄漏事件进行分析和整

改。

处置完成，未对外

环境造成影响；责

任部门已制定相应

防范措施。（结案）

2020 年 6 月，自治区有关部门到公司开展固体废物现场核查，核查结果是：

主要固废有污水处理厂污泥，碱回收的白泥等，均搭建雨棚，地面硬化，各类固

废能完全利用。但污泥临时堆放场所雨棚有部分破损，雨水进入场内。针对现场

核查提出的隐患，公司认真对雨棚进行了检查，对一片有破损的彩钢瓦进行了拆

除，并使用新的彩钢瓦进行了更换安装，完全杜绝了雨水进入场内的可能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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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情况如下左图）。

2020 年 8月，在钦州市 2020 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中，公司考核结

果达标，对考核组提出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存在漏雨现象的隐患，公司也及时进行

了检查和修缮，消除了漏雨隐患（完善情况如下右图）。

污泥雨棚破损部分已修补 危废暂存间雨棚破损部分已修补

总结公司 2020 年度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公司持续推动环境风险防范工作，

定期开展环境应急演练和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和消除环境隐患。全年未发生突发

环境事件，无重大环境隐患。

广西金桂浆纸业有限公司 安卫环监督组

2021 年 3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