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强降雪应急预案（试行）》等预案

和制度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强降雪应急预案（试行)》、《水浸事件应急预案（试

行)》、《电梯困人事件应急预案（试行)》和《危险化学品废弃

物暂存库管理规定（试行）》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

2018 年 6月 25 日



强降雪应急预案（试行）

为了预防强降雪危害，迅速有效应对处置强降雪影响，提

高防御强降雪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据《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

行）》规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防强降雪准备工作

（一）常规准备工作

1、组建强降雪应急小分队，每年适时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2、冬季来临时做好物资清点和定量储备，保证工具齐全、

材料充足（如：绳子、融雪剂、防滑垫、警示牌、大扫把、铁

铲等）。

3、对容易发生危急情况的区域及地点进行认真检查，提前

维修加固。

4、对于顶棚、窗架等处做好加固工作，防止超重压垮。

（二）强降雪来临前的应对工作

1、财务与资产管理部、物业公司加强日常气象预报的气象

信息收集工作，接到强降雪的预报要及时做好上下级的通报。

2、工程部加强对户外（如灯具、广告、天线、监控探头等）

设施设备的检查、特别要对配电、空调、供水、燃气、消防设

施、应急设备和场所、雨污排水设备设施及管道等加强检查，

确保完好、正常运行。

二、预案启动实施

财资部和物业公司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预

警信息立即上报《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所列对应的

驻场负责人，请求启动应急预案。



驻场负责人根据预警级别决定启动预案并进行现场指挥。

1、暴雪蓝色预警

资产与后勤办公室主任或物业经理 24 小时驻院值班，进行

现场指挥和处置。

物业各部门职责和人员配备:

工程部正常值班，对户外（如灯具、广告、天线、监控探

头等）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特别要对配电、空调、供水、

燃气、消防设施、应急设备和场所、雨污排水设备设施及管道

等加强检查，确保完好、正常运行。对顶棚、窗架等处做好加

固。

安保部组织不少于 5 人的小分队 24 小时值班，立即下发通

知，告知大楼工作人员有强降雪，做好人员的防冻保暖工作，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在主要出入口设置“注意

安全、小心地滑”等指示牌；在园区主要出入口铺设防滑垫、

草席或纸板箱以增加路面的摩擦力，对停在路面的车辆应联系

车主将车辆停放到地下车库或驶离；发现路面积雪严重时，应

组织人员用铁铲进行铲雪，并进行撒盐防止上冻工作，保证主

要出入口和通道的畅通，必要时使用消防龙头高压水枪对路面

进行冲洗，事后安保部及时进行补水。

2、暴雪黄色预警

（1）财资部部长带班（保持 24 小时联络畅通），资产与

后勤办公室主任或物业经理 24 小时驻院值班，进行现场指挥和

处置。

（2）物业各部门职责和人员配备

工程部在正常值班的基础上增加 2 人及主管 24 小时值班，



对户外（如灯具、广告、天线、监控探头等）设施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特别要对配电、空调、供水、燃气、消防设施、应急

设备和场所、雨污排水设备设施及管道等加强检查，确保完好、

正常运行；对顶棚、窗架等处做好加固；对突发情况进行抢修。

保安部组织不少于 8 人的小分队 24 小时值班，立即下发通

知，告知大楼工作人员有强降雪，做好人员的防冻保暖工作，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出行安全，在主要出入口设置“注意

安全、小心地滑”等指示牌；巡查入住单位，及时做好宣传解

释工作，发现安全问题及时上报解决；在园区主要出入口铺设

防滑垫、草席或纸板箱以增加路面的摩擦力，对停在路面的车

辆应联系车主将车辆停放到地下车库或驶离；发现路面积雪严

重时，应组织人员用铁铲进行铲雪，并进行撒盐防止上冻工作，

保证主要出入口和通道的畅通，必要时使用消防龙头高压水枪

对路面进行冲洗，事后消防管理部门及时进行补水。

3、暴雪橙色预警

建议采取轮休值班的工作方式，尽量减少人员室外活动。

（1）院分管安全的负责人带班（保持 24 小时联络畅通），

资产与后勤办公室主任或物业经理 24 小时驻院值班，进行现场

指挥和处置。

（2）物业各部门职责和人员配备

工程部在正常值班的基础上增加 4 人及主管 24 小时值班，

对户外（如灯具、广告、天线、监控探头等）设施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特别要对配电、空调、供水、燃气、消防设施、应急

设备和场所、雨污排水设备设施及管道等加强检查，确保完好、

正常运行；对顶棚、窗架等处做好加固；对主要设施设备和管



线进行巡检，对突发情况进行抢修。

保安部组织不少于 10 人的小分队 24 小时值班，立即下发

通知，告知大楼工作人员有强降雪，建议不要进行不必要的户

外活动，做好人员的防冻保暖工作，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

出行安全，在主要出入口设置“注意安全、小心地滑”等指示

牌；巡查入住单位，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发现安全问题及

时上报解决；在园区主要出入口铺设防滑垫、草席或纸板箱以

增加路面的摩擦力，对停在路面的车辆应联系车主将车辆停放

到地下车库或驶离；发现路面积雪严重时，应组织人员用铁铲

进行铲雪，并进行撒盐防止上冻工作，保证主要出入口和通道

的畅通，必要时使用消防龙头高压水枪对路面进行冲洗，事后

消防管理部门及时进行补水。

必要时组织园区单位员工或租用机械设备进行除雪作业。

4、暴雪红色预警

建议暂停正常工作。

（1）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带班（保持 24 小时联络畅通），

资产与后勤办公室主任或物业经理 24 小时驻院值班，进行现场

指挥和处置。

（2）物业各部门职责和人员配备

工程部在正常值班的基础上增加 6 人及主管 24 小时值班，

对户外（如灯具、广告、天线、监控探头等）设施设备进行全

面检查，特别要对配电、空调、供水、燃气、消防设施、应急

设备和场所、雨污排水设备设施及管道等加强检查，确保完好、

正常运行；对顶棚、窗架等处做好加固；对主要设施设备和管

线进行巡检，对突发情况进行抢修。



保安部组织不少于 10 人的小分队 24 小时值班，在园区主

要出入口铺设防滑垫、草席或纸板箱以增加路面的摩擦力，对

停在路面的车辆应联系车主将车辆停放到地下车库或驶离；发

现路面积雪严重时，应组织人员用铁铲进行铲雪，并进行撒盐

防止上冻工作，保证主要出入口和通道的畅通，必要时使用消

防龙头高压水枪对路面进行冲洗，事后消防管理部门及时进行

补水。

必要时请求其他救援力量或租用机械设备进行除雪作业。

三、事件后续处理

1、发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内容：事发日期、获知方式、事发

经过、事发原因、处置过程、防范措施、预案修正建议。

2、突发事件报告应按“先口头后书面”的形式和规定的报

告流程上报相关部门，黄、橙、红色级别突发事件书面报告必

须在 24 小时内，报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3、突发事件发生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应

及时做好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及总结工作，从预防入手，在杜绝

重犯或降低影响和损失上加强防范措施。

4、应急设备设施、工具在事件发生处置后应恢复预案备用

状态，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对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

动用过的设备设施、工具做一次全面检查，要恢复备用状态、

配齐易耗品、存放预案规定地点。

5、为妥善做好宣传工作，在突发事件后，引导舆论宣传时，

由先研院指定专人回答媒体各类提问。

6、在突发事件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应对

现行预案操作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进行修正，并经突发事件处



置领导小组批准后，报先研院重新备案。

四、其他

1、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及时调整预案；预警解除，

预案执行完毕。

2、如出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及时组织救援或视情启动

其他相应应急预案。



附：处置流程图

预案常规准备

驻场负责人根据预警级别

启动预案并进行现场指挥

物业公司负责人根据不同暴雪预警级别，安排相

应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应急操作，检修运行相

应设施设备和进行除雪作业

组织物业人

员进行除雪

请求其他救援力

量和租用机械设

备进行除雪

财资部和物业公司收集

政府相关部门和气象部

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强降雪来临前的

准备

检查准备情况和人员

配备落实情况

立即上报《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所

列对应的驻场负责人，请求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园区单位员工和物

业人员进行除雪或租用

机械设备进行除雪作业

预警解除，预案执行完毕



水浸事件应急预案（试行）

为了预防因喷淋爆裂、水管爆裂、下水道堵塞等原因导

致的突发水浸事件造成损失，迅速有效应对水浸事件造成的

影响，提高防御水浸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据《先研院应

急预案总纲（试行）》规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防水淹或漫水事件日常准备工作

1、组建水浸事件应急小分队，小分队队长由在岗安保

部负责人担任（由物业工程部、安保部、保洁部和客服部在

岗值班人员组成），每半年组织一次应急演练。

2、每季度做好物资清点和定量储备，保证工具齐全、

材料充足（如：水泵、电缆线、防水沙袋、拖把、扫把、平

口铁锹、水桶、防滑垫、警示牌、警戒带、大扫把、工程设

备维修工具等）。

3、对容易发生危急情况的区域、地点和设施设备进行

认真检查，提前维修,防止水浸事件的发生。

4、提高各巡查人员的责任意识，发现隐患或漏水点立

即报告处理。

二、预案启动和实施

1、任何人发现水浸事故后，应立即拨打院 24 小时应急

电话 65708110 或直接去未来中心监控中心报警，接报警后,

按照《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黄色预警实施。

2、监控中心接警后立即通知水浸事件应急小分队，同

时上报物业公司项目负责人、财资部负责人，财资部负责人

宣布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小分队队长组织小分队 10 分钟内



达到现场迅速开展处置。

3、财资部负责人和物业公司项目经理到达现场担当现

场指挥，统一调度分派各部门人员。

4、物业工程部人员应立即关闭爆管或渗水的管道阀门，

打开系统排水阀（如喷淋系统末端放水阀）减少事故损失，

同时关闭水浸区域的电源，防止事故发生。

5、物业保安人员应采用止水沙袋封堵设备机房和重要

区域的通道，防止设备因浸水产生损失或发生触电事故，防

止事件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用水带将爆管处

水引至附近排水点或用水泵排水。

6、物业工程部专业设备操作工将电梯手动提升至水浸

区域以上楼层，同时暂时关闭此电梯，停止使用。

7、物业保洁人员立即将机房及现场地带的积水排净。

8、物业保安人员维持好现场秩序，设置警戒带警戒牌，

同时协助工程部工程及保洁人员抢险。

9、如影响客户或业主正常工作，客服人员及时进行解

释安抚，采取适当形式告之故障情况及预计消除时间。

三、事件后续处理

1、发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内容：事发日期、获知方式、

事发经过、事发原因、处置过程、防范措施、预案修正建议。

2、突发事件报告应按“先口头后书面”的形式和规定

的报告流程上报相关部门，突发事件书面报告必须在 24 小

时内，报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3、突发事件发生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



部应及时做好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及总结工作，从预防入手，

在杜绝重犯或降低影响和损失上加强防范措施。

4、应急设备设施、工具在事件发生处置后应恢复预案

备用状态，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对在突发事件处置

过程中动用过的设备设施、工具做一次全面检查，要恢复备

用状态、配齐易耗品、存放预案规定地点。

5、为妥善做好宣传工作，在突发事件后，引导舆论宣

传时，由先研院指定专人回答媒体各类提问。

6、在突发事件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

应对现行预案操作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进行修正，并经突发

事件处置领导小组批准后，报先研院重新备案。

四、其他

1、漏水点修复完毕，水浸事件预警解除。

2、如出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及时组织救援或视情

启动其他相应应急预案。



附：处置流程图

预案常规准备

发现浸水事件报警，按照《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

黄色预警实施。报告物业公司项目经理和财资部负责人

宣布启动应急预案。财资部负责人现场

指挥，统一调度分派各部门人员

工程人员应立即

关闭管道阀门

电梯操作工将电梯手

动提升至水浸区域以

上楼层，同时暂时关闭

此电梯的使用

保安员封堵通道 保洁人员除

水、清理

漏水点修复完毕，预警解除

应急小分队队长接报警后10分钟内

组织小分队到达现场开展处置

组织维修



电梯困人事件应急预案（试行）

为了规范电梯困人事件的应急管理，提高电梯困人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依据《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规

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日常准备工作

1、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定期检查，保证物资器材齐全

（如电梯三角钥匙、机房钥匙、安全绳、照明器材、通讯设

备、警戒线、应急药品等）。

2、认真做好电梯日常维修维保工作，发现问题立即处

理,防止电梯困人事件的发生。

3、物业电梯管理员和电梯维保公司维保人员负责电梯

的日常管理和突发情况的现场应急处置，定期组织应急演

练。

二、预案启动和实施

1、发生电梯困人事件后，被困人员应立即通过紧急通

话装置通知消防监控中心，消防监控中心接到报警后,按照

《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蓝色预警实施。

2、消防监控中心人员应立即通知电梯管理员和电梯维

保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同时上报物业公司项目负责人、财务

与资产管理部负责人，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宣布启动应

急预案。

3、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到达现场进行指挥，统一

调度分派各部门人员。



4、保安疏导人员维护现场秩序，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稳定人员情绪，告知自我保护措施。

5、电梯管理员接到通知后 5 分钟内到达现场，了解电

梯所在楼层、被困人数和人员情况，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

取合理措施；若无法成功解救，需采取应急措施确保现场安

全，并催促电梯维保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6、电梯维保人员接到通知后 30 分钟内到达现场，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合理措施解救被困人员，维修故障电梯。

7、若电梯维保人员无力解救或短时间内解救不了被困

人员，现场负责人应视情况向消防部门求助。

8、在解救过程中，尽快通知医护人员到场，以便被困

人员救出后立即进行抢救。

9、解救出被困人员后，应对被困人员进行安抚，做好

善后工作。

三、事件后续处理

1、发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内容：事发日期、获知方式、

事发经过、事发原因、处置过程、防范措施、预案修正建议。

2、突发事件报告应按“先口头后书面”的形式和规定

的报告流程上报相关部门，突发事件书面报告必须在 24 小

时内报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3、突发事件发生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

部应及时做好突发事件善后处置及总结工作，从预防入手，

在杜绝重犯或降低影响和损失上加强防范措施。

4、应急设备设施、工具在事件发生处置后应恢复预案



备用状态，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对在突发事件处置

过程中动用过的设备设施、工具做一次全面检查，要恢复备

用状态，存放预案规定地点。

5、为妥善做好宣传工作，在突发事件后，引导舆论宣

传时，由先研院指定专人回答媒体各类提问。

6、在突发事件处置后，物业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

应对现行预案操作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进行修正，并经突发

事件处置领导小组批准后，报先研院重新备案。

四、其他

1、被困人员安全解救，故障电梯修复完毕，电梯困人

事件预警解除。

2、如出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及时组织救援或视情

况启动其他相应应急预案。



附：处置流程图

保安拉起警戒线，

维护现场秩序

预案常规准备

发现电梯困人事件报警，按照《先研院应急预案总纲（试行）》

蓝色预警实施，报告物业公司项目负责人和财务与资产部负责人

财务与资产管理部负责人现场指挥，

统一调度各部门人员

与被困人员取得联

系，稳定人员情绪，

告知自我保护措施

电梯管理员5分钟内到达

现场，根据现场情况采取

合理措施，解救被困人员

若无法解救，需采

取应急措施，确保

现场安全

若电梯维保人员无

法解救，求助消防

部门解救被困人员

预警解除

电梯维保人员30分

钟内到达现场

被困人员解救后，

做好善后工作

根据现场情况采取

安全措施，解救被

困人员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暂存库管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院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暂存库的安

全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危化品废弃物暂存库库房单独建立，由专人管

理，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库内。

第三条 危化品废弃物暂存库开放时间为每两月开放

收集一次，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各危险化学品

废弃物产生单位应按时移交。如遇特殊情况，有临时移交需

求的，由产废单位提出危化品废弃物处置申请，交财务与资

产管理部办理。

第四条 危化品废弃物入库前，产废单位需提交危化品

废弃物转移单。仓库管理人员应做好台账，记录危险废物的

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物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

位置等信息。

第五条 各危险化学品废弃物产生单位在指定时间由

专人将危化品废弃物送入仓库，并分类存放，不得将其放置

在仓库外。

危化品废弃物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严禁摔、抛、拖、重

压、碰撞，放置倾倒、拖拉、撞击。

第六条 危化品废弃物暂存库需符合有关安全、防火规

定，并根据物品的种类、性质，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火和灭

火等安全防护措施。

危化品废弃物暂存库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



第七条 危化品废弃物暂存库管理人员须定期清点库

内物品，确保帐物相符；检查危化品废弃物包装和安全防护

设施，确保完好；根据检查实际情况，提交检查报告。

抄送院领导、行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