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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高效有序地做好我市和波及我市的辐射事故的预防

和应急救援工作，明确有关部门及企业处置突发辐射事故的

职责，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提高对辐射事故的防控和处置能

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辐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维护公

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据省、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以及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4

年 7月 29 日修订）；

（4）《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2011 年 5 月 1

日）；

（5）《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 年 6 月 5

日）；

（6）《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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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办法》（2012 年 2 月 1 日）；

（8）《江苏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06 年出台，2015

年修订）；

（9）《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5

年 12 月 2日）；

（10）《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8 月 30 日）；

（11）《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4 年 4 月

4 日）；

（12）《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8 年 3 月 28

日）；

（13）《江苏省核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条例》（2016 年

9 月 30 日）；

（1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配套文件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75 号）；

（15）《关于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环发

[2009]130 号）；

（16）《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突发事

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若干意见》（通政办发〔2014〕115 号）；

（17）《南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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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南通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5 年 12

月 21 日）；

（19）《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2017 年 10 月 17

日）；

（20）《如皋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皋政发

〔2006〕101 号，2006 年 8 月 4 日）。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如皋市行政区域内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在生产、销售、使用等活动中引发的放射源丢失、被盗、

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

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污染后果事件。

主要包括：

1.核技术利用项目中发生的辐射事故；

2.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

3.铀矿石及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

故；

4.放射性物品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5.可能对我市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市外、境外辐射事故；

6.国内外航天器在我市坠落造成环境辐射污染事故；

7.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

1.4 事故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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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

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个等级。

1.4.1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I、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

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对我市境内可能或已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的航

天器坠落事件或境外发生的辐射事故。

1.4.2 重大辐射事故（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I、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 人以下（含 2

人）急性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含 10 人）急性重度放射病、

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4.3 较大辐射事故（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I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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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

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4.4 一般辐射事故（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IV、V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

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

污染后果；

（4）伴生矿开发利用中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

后果。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辐射事故，及时采取人员避险措

施。发生辐射事故后，优先开展人员抢救应急处置行动，同

时关注救援人员自身安全防护。依法加强对辐射源的监督管

理，做好日常监测、监控工作，建立突发辐射事故的预警和

风险防范体系，及时控制、消除隐患。

1.5.2 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

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分级

负责）。镇政府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市级辐射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6 -

事故应急机构按照事故性质和类别对镇应急工作进行分类

指导，并提供必要的支援。各部门之间分工负责，相互协作。

1.5.3 加强联动，协同应对

市辐射事故应急机构与上级辐射事故应急机构之间，市

辐射事故应急机构之间，环保、卫生、公安及其他工作人员

之间，应加强联动和信息互通，根据各自职责，加大协同，

共同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工作。

1.5.4 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积极做好预防和应对辐射事故的各项准备。强化辐射事

故应急演练，配备预防和应对辐射事故的各项装备，努力提

高处置辐射事故的能力。辐射事故即将发生或发生后应迅速

启动应急响应，及时上报信息，快速应对，科学决策，合理

处置，并做好信息公开和善后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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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织体系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组织机构由领导机构、办事机构、

技术支持机构和专家咨询组组成。

2.1 领导机构

如皋市人民政府成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当我市行

政区域内发生辐射事故时，市政府根据上级领导指示及应急

处置行动的实际需要，统一指挥协调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行

动。

2.1.1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成

总指挥：市政府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市环保局局长

成员：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环保局、

市卫计委、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消防大队等部门和单

位以及各镇政府组成。

2.1.2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职责

1.认真落实省相关部门和南通市人民政府对突发辐射事

故应急处置工作的指示和要求，贯彻执行如皋市政府关于突

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

2.积极配合上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协调市级各有关

部门和单位的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8 -

3.负责向市政府和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及时报告

应急信息，批准向市政府和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汇报

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工作报告；

4.根据上级领导指示，执行辐射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

终止；

5.指导、督促镇政府做好有关应急响应、处置工作，负

责外部支援力量的组织、协调，对镇政府辐射应急工作提供

必要的支援；

6.指导镇政府做好舆论引导和维稳工作。

2.1.3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的宣传报道

和舆论引导工作；配合指挥部发布信息；组织协调新闻媒体

做好辐射事故预防的宣传报道；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测和管

理，正确引导舆论。

（2）市公安局：负责指挥、协调事故发生地的现场警

戒和交通管制以及事故场地外的交通疏导工作，维护事故现

场治安秩序；组织打击辐射事故信息造谣等违法行为；负责

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撤离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

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参与放射源的放射性污染事故应急处置

行动和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参与全市辐射事故应急演习。

（3）市财政局：负责保障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应急响

应和应急体系的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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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环保局：积极配合上级领导对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和一般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和事故处置情况的实

时报告、总结报告，协助上级部门对辐射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协助上级部门对辐射事故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废气和固体废

弃物等提出处理建议；协助公安部门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

源；负责制定、修订本预案并按照程序报批；开展辐射事故

能力建设，落实辐射事故应急准备，维持应急响应能力；定

期组织全市进行辐射事故应急培训、演练；配合开展辐射事

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5）市卫计委：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负

责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负责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

员健康影响评估；参与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向受

辐射事故影响的公众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参与全市进行的辐

射事故应急演习；参与辐射事故其他相关应急处置行动。

（6）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协调有关救助力量参与

辐射事故的应急救援行动；参与辐射事故其他相关应急处置

行动。

（7）市消防大队：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发生火灾、爆炸

事故的救援组织协调工作；负责为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

提供消防支持，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和洗消处置工作，参

与火灾、爆炸事故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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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镇政府：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对辖

区内发生的辐射事故进行响应；落实、执行市政府的指示、

指令。

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处置行动需要，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开

展相应工作。

2.2办事机构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设

在市环保局，作为辐射事故应急的常设办事机构。市辐射事

故应急办公室主任由市环保局局长担任。市辐射事故应急办

公室职责：

1.负责处理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传达市

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决定的事项并检查落实情况；

2.建立和完善辐射事故应急预警机制，及时收集、分析

辐射事故相关信息；

3.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处置建议，及时将

辐射事故信息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

4.指导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

演练；

5.负责与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日常联络和

信息交换工作；

6.建立辐射事故应急值班制度，公开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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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负责编制应急响应总结报告。

2.3 技术支持机构

南通市环境监测站为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技术支持单

位。如皋市环境监测站主要起到协助配合作用，其主要职责

为：协助上级环境监测站对事故发生地进行现场污染水平监

测和采样分析工作，做好应急现场的辐射防护工作；协助上

级环境监测站调查事故概况及所涉及的源项；根据现场调查

结果提出事故处置措施的建议。

2.4 专家组

市辐射事故目前主要依托上级辐射应急机构专家库，市

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逐渐建立核与辐射、公安、医疗卫生等

方面的专家库。事故发生后，成立专家组。专家组主要职责：

负责重要信息研判，参与辐射事故等级评定，预测事故可能

带来的环境影响，负责应急响应行动的技术指导，提出防护

措施、应急响应终止、善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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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警

3.1 信息监控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市环保局对市内

核技术利用项目进行动态信息监控，重点收集、报告和处理

放射源信息，放射源使用单位的安全运行状况、对安全运行

可能产生影响，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等）对生产、销售、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以下简称“辐射工作单

位”）安全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发生在市外有可能对我

市造成辐射影响的信息。

3.2 预防工作

（1）开展放射性污染源调查，掌握全市放射性同位素

和射线装置的类别、底数及分布情况。

（2）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安全

监管的法律法规要求，排查辐射事故隐患，开展辐射潜在事

故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完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辐射工作单位负责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制

定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方案，落实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预防辐射事故的发生；

（4）市环保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辐

射工作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对重点辐射源实施有效监控，预

防辐射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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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预警工作

根据辐射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

危害程度，辐射事故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

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个预

警级别，并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根据事态

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施行严格的审签制度。红色（Ⅰ级）、橙

色（Ⅱ级）预警信息由南通市政府主要领导签发，同时向省

政府报告；黄色（Ⅲ级）预警信息经南通市政府主要领导同

意后，由南通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发，同时向省政府报告；蓝

色（Ⅳ级）预警信息由如皋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同时报

南通市政府办公室和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

案。预警信息发布一般由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扎口报市辐

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进入预警状态后，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应当采取以下

措施：

（1）根据事件的波及范围、严重程度和事件等级，立

即启动相应级别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如皋市政府及时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或方式向本行政区域公众公

布预警信息。发布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的预警

信息，需经南通市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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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移、撤离或者疏散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

行妥善安置；

（4）指令各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小组进入应急状态，协

助上级辐射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

告事态进展情况；

（5）针对辐射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封闭、隔离或者

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6）调集辐射事故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

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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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送与处理

4.1.1 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信息报送程序：

（1）辐射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必须及时将有关信息

报告当地公安和环保，并启动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方案，采

取必要的先期应急处置措施。

（2）市环保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刻进行初步判断，确

认事故级别，迅速报告如皋市政府和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办

公室，并逐级上报。紧急情况时，也可越级上报，但应同时

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3）市环保部门及时将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向上一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4）辐射事故经初步确认后，由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

部向如皋市政府和南通市环保局报告，并续报事件处置情

况。

信息报送时限：

（1）辐射事故责任单位应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向市环保

部门报告。

（2）市环保部门初步确认属较大辐射事故，报告时间

最迟不得超过事发后 1 小时，紧急情况下可先电话报告，30

分钟内书面补报。初步确认属重大、特别重大辐射事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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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先电话报告，30 分钟内书面补报。

4.1.2 报告方式与内容

辐射事故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三类。

（1）初报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见附件 7 表 1），紧

急时也可用电话直接报告，随后书面补报。主要内容包括：

辐射事故的类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污染源类型、污

染方式、污染范围，人员受辐射照射等初步情况。

（2）续报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事

故的确切数据，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进展情况及采取的

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采用书面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

础上，报告处理事故采取的应急措施、过程和结果，事故潜

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事故经验

教训，参加应急响应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工作内容，需开展的

善后工作并填写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见附件 7 表 2）。

4.2 先期处置

对本辖区内发生的辐射事故，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

损伤轻重，市政府应迅速调集力量，尽快判明事故性质和危

害程度，及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

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先期处置措施主要包括：

1.辐射事故责任单位应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方案，积极

开展自救、互救；将事故损失减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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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期到达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第一时

间监测，并开展抢险救援、现场控制等工作。

3.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并控制人流、物流。

4.协调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及时向南通市、省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

应急救援进展情况、最终情况。

4.3 启动响应

接报辐射事故，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市相关部

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4.4 分级响应机制

根据辐射事故的分级，应急响应分为Ⅰ级响应（特别重

大）、Ⅱ级响应（重大）、Ⅲ级响应（较大）和Ⅳ级响应（一

般）四级。Ⅱ及以上相应由江苏省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实施，

Ⅲ级和Ⅳ级响应由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我

市主要负责配合上级机构工作。

4.5 应急响应程序

（1）市政府应立即组织、指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防

止辐射污染蔓延，有效控制事态扩大，及时向南通市辐射应

急机构报告事故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2）成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积极配合南通市辐

射应急机构、协调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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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

区域；

（4）派出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和专家赶赴现场，积极配

合上级部门开展辐射救援和处置工作；

（5）及时向如皋市政府、南通市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报

告事故基本情况和应急救援进展情况、最终情况。

4.6 基本应急

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根据掌握的事故信息，通知市辐

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根据事故性质及救援工作需要，成立应急专业小组。各

专业小组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现场控制、人员疏散与安置、现

场监测、医疗救护、专家指导、事故调查、宣传报道、善后

处置等基本应急处置工作。

4.6.1 安全保卫组

由公安局牵头，市消防大队等部门配合。

市公安局负责现场控制、人员疏散与安置，必要时，应

向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申请采取以下临时措施控制：责令

停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组织控制事故现

场；发出警告、报警和指令；当干预水平达到相应限值时，

实施让公众进入室内或留在室内、隐蔽、撤离的措施；协调

指挥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技术、人力与装备支援；做好事发现

场的安全管控和社会治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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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防大队负责事故现场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救援组

织协调工作；负责为火灾、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消防支持，

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和洗消处置工作，参与火灾、爆炸事

故的认定。

4.6.2 现场处置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卫计委、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市消防大队等部门配合。

市环保局负责根据处置方案，确定污染范围，对事故产

生的放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建议，采取对

应的处置措施，控制受污染范围，减少污染后果，协助公安

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

市公安局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市卫计委负责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工作；

市消防大队参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现场洗消、处置等

工作。

4.6.3 医疗卫生组

由市卫计委牵头，事发地政府配合。

市卫计委负责确定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或其他需要医

疗救治的人员，并开展医疗救治；对可能受到辐射照射的人

员跟踪观察；对受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

事发地政府配合做好现场伤员救治和后续救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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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事故调查组

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卫计委等部门配合。

市环保局负责对辐射事故进行定级和调查处理、确定事

故责任，对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和事故处置情况实时报

告、总结报告；

市公安局负责调查事故的情况，确定是否涉及刑事、民

事责任；

市卫计委参与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将辐射事故的基本情况、事故影

响程度和应急处置情况按要求上报如皋市政府、南通市政府

和省辐射事故指挥部。

4.6.5 宣传报道组

辐射事故信息由市委宣传部统一负责牵头，市公安局、

市环保局、市卫计委等为参与单位。经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

部审阅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发布。辐射事故发生

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市委宣传部负责牵头成立宣传报道组，统一负责辐射事

故的新闻报道和舆情导控等工作，并做好媒体现场服务、采

访接待和通联工作。会同市网信办按照相应级别启动网络信

息传播应急机制，做好网上舆情监测、研判和上报工作，并

根据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求，做好网上舆论引导和有害

信息管控工作，微博、微信、论坛官方账号等新媒体平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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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发布的指导协调工作，以及传统媒体采访的接待服务工

作。

市环保局根据事故影响程度和类型，对事故进行定级和

调查处理，拟写新闻通稿，按照规定程序送市委宣传部。

市公安局对网上信息动态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并查处网

上谣言，对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网上谣言制造者应

及时依法处理。

市卫计委对事故受伤人员照射剂量进行评估，对受伤人

员进行妥善安置并治疗，拟写新闻通稿，按照规定程序报市

委宣传部。

4.6.6 善后处置组

由事发地镇政府牵头，市卫计委、市公安局等部门配合。

事发地镇政府对因事故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

妥善安置，对紧急调集、动员征用的人力物力按照规定给予

补偿，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下拨救助资金和物资。

市卫计委对参与事故应急响应的人员及事故受害人员

所受剂量进行评估；对造成伤亡的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

对可能受辐射照射的人员进行跟踪观察；为事故受害人员提

供心理咨询。

市公安局负责做好遇难人员遗体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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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应急监测

市环境监测站负责前期应急监测，并积极配合上级辐射

监测机构工作。

4.8 事故通报与信息发布

4.8.1 事故通报

（1）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及

时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其他市、县辐射事故应急领导机构通

报情况。

（2）非事发地辐射事故主管部门在接到辐射事故通报

后，应视情况及时通知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应

对措施，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4.8.2 信息发布

市委宣传部牵头拟写新闻稿，报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审阅批准后，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对外发布工作。辐射事故发

生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4.9 扩大应急

当应急响应程序难以有效控制事态，或发生特殊灾害事

故，尤其是出现跨区域、大面积和可能发展为重大以上突发

事件的态势时，应立即转入扩大应急状态。在市政府统一领

导下，扩大抢险救灾资源使用、征用、调用的范围和数量，

必要时依法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可以向国家、省、南

通市救援体系寻求外部支援。外部支援力量作为各专业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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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投入力量参与应急工作，主要包括专家队伍、专业技术

队伍、特殊装备等。

当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十分严重、超出如皋自

身控制能力范围，需要南通市或者其他市提供援助和支持

时，市应急指挥部视情况立即上报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

环保局，由南通市直接指挥。

4.10 应急响应终止

4.10.1 应急响应终止的条件

应急响应终止应具备下列条件：

（1）辐射事故现场得到有效控制，事故条件已经消除；

（2）环境放射性水平已降到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

（3）辐射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被消除或可控，无续发

可能；

（4）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必要。

4.10.2 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特别重大和重大辐射事故由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依

据应急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建议，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后，授权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较大、一般辐射事故由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机构根据事

件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南通市政府批准

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应急状态终止后，应进行应急总结

和事故后续工作。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24 -

5 后期处置

5.1 后续行动

（1）对丢失、被盗放射源的辐射事故，从接到报案或

者检查发现之日起半年内，仍未追回丢失放射源或者仍未查

清下落的，市公安局协助上级公安机关作阶段性报告，并提

交给南通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市环保局配合并给予技术

支持；

（2）对事故造成的危害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市环保局

会同相关部门，并配合上级环保部门，负责对遭受辐射污染

场地的清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辐射后续影响的监测、辐

射污染环境的恢复等提出建议；

（3）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后期，市环保局积极

配合上级环保部门，组织进行后期环境辐射监测、审批、管

理去污计划及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计划，并监督实施。

（4）市卫计委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对参与事故应

急响应的人员及事故受害人员所受剂量进行评估；对造成伤

亡的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定给予抚恤；对可能受辐

射照射人员进行跟踪观察；对事故受害人员及事故影响区域

的居民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5）市政府对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

对紧急调集、动员征用的人力物力按照规定给予补偿，并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下拨救助资金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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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总结评价

在应急响应结束后，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应及时做好

总结评估工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在上级部门指导下，指导本级有关部门及辐射事

故单位查出事故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2）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组，对辐射事故的情况和在

应急期间采取的主要行动进行综合评估，1 个月内将总结报

告报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3）根据实践经验，对本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

本预案。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26 -

6 保障措施

6.1 资金保障

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根据突发辐射事故应急需要，编

制项目支出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

6.2 装备保障

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

装备、安全防护用品和有关物资，保证应急设备和物资始终

处于良好备用状态，定期保养、检验和清点应急设备和物资。

6.3 安全保障

6.3.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辐射事故现场应急处置人员必须配备相应的辐射防护

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应急救援人员出入事发现场按照

辐射防护原则进行，无措施不入，无洗消不出，并密切关注

和严格控制应急救援人员的个人受照剂量。

6.3.2 公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处置队伍负责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向市人民政府提出

公众安全防护措施指导意见，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

施，尽可能提供防护物品；

（2）根据事发时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

等情况，提出污染范围控制建议，确定公众疏散的方式，指

定有关部门组织群众安全疏散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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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受到或疑似受到急性辐射损伤的人员，应迅

速送往专业的或有资质的医疗单位进行诊断治疗；

（4）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之外，设立紧急避难场所；

（5）必要时，协助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

6.4 通信保障

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通信

联络系统，确保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各专业

应急处置机构、专家组的联络畅通。

6.5 技术保障

建立相应辐射事故预警系统，依托南通市专家组，逐步

组建本市专家库，确保在启动预警前后至事故处置完毕的全

过程中，相关专家能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建立

辐射事故应急队伍，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急数据库。

6.6 保险

建立辐射事故社会保险机制。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可能引发辐射事故的企事业单位，要依

法办理相关责任险或其他险种。

6.7 宣传、培训与演习

6.7.1 宣传

加强辐射环境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普及辐射安全基

本知识和辐射事故预防常识，增强公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相

关心理准备，提高公众防范辐射事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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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培训

加强应急专业人员的日常培训，提高应急救援的能力，

形成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监测等专业人

才。

6.7.3 演习

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并结合我市实际，市环保局有计划、

有重点的组织综合性应急演练，每三年至少一次桌面推演，

一次实战演练，演练内容包括演练模拟场景和演练应急措

施。各主要成员单位、辐射工作单位组织本系统内部专业性

应急演练，每三年年至少一次桌面推演，演练内容包括演练

模拟场景和演练应急措施。通过应急演练，加强各部门之间

的协同能力，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辐射事故的技能，增强实

战能力。

以上针对辐射事故的培训和演习均应有记录和总结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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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则

7.1 名词术语解释

放射性同位素，是指某种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元素中具有

相同原子序数但质量不同的核素。

放射源，是指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

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

材料。

射线装置，是指 X 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

射源的装置。

辐射事故，是指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

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

7.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市环保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实际情

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根据本预案，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制定相

应的实施细则。

7.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7.4 附图及附表

附图 1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附图 2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附件 1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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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成员名单及电话

附件 3 南通市市级环境应急专家信息表

附件 4 如皋市放射装置放射源情况一览表

附件 5 如皋市环境监测站辐射检测仪器一览表

附件 6 如皋市辐射事故先期处置卡

附件 7 1、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2、 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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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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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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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电话

职 务 单位职务 办 电

总指挥 市人民政府市长 87658586

副总

指挥

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87658270

市环保局局长 87610304

成

员

市委宣传部部长 87658021

市公安局局长 87616001

市财政局局长 87623836

市卫计委主任 87654211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87655096

市公安消防大队 80575002

市镇（区）人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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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如皋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名单及电话

单位及职务 办 电

市委宣传部主任 87658021

市公安局局长 87616001

市环保局局长

（兼办公室主任）
87610304

市卫计委主任 87654211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8765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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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通市市级环境应急专家信息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从事专业 所学专业 联系方式

1 蔡水洪 男
启东东岳药业有

限公司
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 13601643452

2 曹林春 男
南通市自来水公

司
给水排水 给水排水 13706294283

3 曹熠旻 男
通州区环境监测

站
环境监测

大气环境监

测与评价
13862818306

4 陈豪 男
台橡（南通）实

业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 精细化工 18951308850

5 龚文兵 男
海门市环境监察

大队
环境管理 热能工程 13962893286

6 黄海啸 男

南通市通州区环

境科学技术指导

站

环境科研与

技术咨询

环境监测与

评价
13962861533

7 李森 男 -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 18912208002

8 李卫兵 男
南通大众燃气有

限公司
城市燃气 化学工程 13962730005

9 李政 男 申化公司 安全环保 化学工程 13646260158

10 刘为东 男
南通江山农药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化工 化学 13912250412

11 刘效农 男

启东长江口（北

支）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

环境监测、

生态保护
化学 15906285151

12 马进 男
南通市节约用水

办公室
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规划

与利用
13906291051

13 钱进 男
如皋市环境监察

大队
环境监察 生化 18912208081

14 钱卫荣 男
南通市公安消防

支队
消防工程 消防工程 13962900669

15 秦星 男
南通市环境监察

支队
环境保护 环境工程 13951313108

16 曹志刚 男
南通市环境监测

站
空气监测类 - 1360491698

17 石斌 男
南通市海洋与渔

业局
资源环保 海水养殖 1595131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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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从事专业 所学专业 联系方式

18 石建 女 南通大学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15370910988

19 孙向群 男
南通市污水处理

中心
污水处理 化学选矿 18012888707

20 李丽 女
南通市环境监测

站
水质监测类 - 13601490760

21 吴建平 男
海门市环境监察

大队
环境监察 环境工程 13862853862

22 宣锦刚 男
南通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安全管理 化工 13962942266

23 严进 男 南通职业大学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13921600390

24 唱鹤鸣 男 南通大学 环境工程 - 13912255322

25 杨春和 男
南通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
环境保护

土壤农化环

境工程
13275298498

26 杨小元 男
南通市环境监测

站
环境监测 环境工程 13515203055

27 支蓉蓉 女
南通市环境监察

支队
环境保护 化学工程 13626278128

28 仲海洋 男
南通旭化成化工

有限公司
安全环保 化学工程 13921678570

29 朱爱华 女
南通醋酸化工有

限公司
安全环保 化学工程 13921608532

30 朱正宏 男
南通市环境监测

站
环境监察 环境生物学 13706298282

31 石健 男 南通大学 水污染防治 - 13515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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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如皋市放射源、放射装置情况一览表

如皋市辐射工作单位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放射源/放射装置名称

1 如皋市人民医院 如城镇宁海路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2 如皋市普惠医院
如皋市东陈镇雪岸居委会

五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 如皋市丁北医院 如皋市东陈镇杨庄居委会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 如皋市袁桥医院 如皋市袁桥镇浦东 88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 如皋市戴庄医院 如皋市柴湾镇双龙村十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 如皋市柴湾医院 如皋市柴湾镇居委会七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7 如皋广慈医院 如城镇福寿西路 2 号 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

8 如皋市博爱医院
如皋市经济开发区庆余路

468号
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

9 如皋市百信医院 如城镇西典巷 17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0 如皋市磨头中兴

医院
磨头镇卓吾北路 9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1 如皋市南凌医院
如皋市雪岸镇南凌居委会

六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2 如皋市林梓医院
如皋市林梓镇高阳中路 52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3 如皋福友医院 如皋市丁堰镇菊庄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4 如皋丁堰医院 如皋市丁堰镇新堰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5 如皋市桃园医院 如皋市桃园镇夏庄村九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6 如皋市花园医院 如皋市下原镇沈杨村六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7 如皋市车马湖医

院

如皋市郭园镇潘湖村十七

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8 如皋市新姚医院
如皋市白蒲钱园村三十一

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19 如皋市勇敢医院 如皋市白蒲镇康庄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0 如皋市仁爱医院
如皋市搬经镇搬经居委会

八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1 如皋市高井医院
如皋市常青镇锦绣东路 47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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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辐射工作单位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放射源/放射装置名称

22 如皋市夏堡医院 如皋市搬经镇兴夏村一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3 如皋场南医院
如皋市磨头镇高庄二十一

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4 如皋市吴窑福康

医院
如皋市吴窑镇钱庄村一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5 如皋市皋南医院 如城镇贺洋村七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6 如皋市长庄医院 如皋市吴窑镇四房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7 如皋场北医院 如皋市磨头镇新联村六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8
如皋市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

如皋市如城镇育贤路 668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29 如皋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如皋市如城镇育贤路 685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0 如皋市江安医院 如皋市江安镇迎春路 110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1 如皋薛窑医院 如皋市九华镇马桥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2 如皋市第三人民

医院
如皋市石庄镇凤鸣村一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3 如皋市第四人民

医院
如皋市白蒲镇中心街 45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4 如皋市天济医院
如皋市丁堰镇丁新中路 30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5 如皋市城东医院
如皋市东陈镇洪桥居委会

四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6 如皋市精神病防

治医院

如皋市如城镇中山西路 158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7 如皋市中医院
如皋市如城镇大司马路 269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8 如皋市建设医院 如皋市如城镇老南村四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38 如皋市郭园医院
如皋市郭园镇郭园居委会

四十二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0 如皋市马塘医院 如皋市桃源镇新华村一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1 如皋蒲西医院
如皋市白蒲镇蒲西村二十

二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2 如皋市胜利医院 如皋市高明镇胜利居委会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3 如皋市搬经医院
如皋市搬经镇人民西路 30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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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辐射工作单位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放射源/放射装置名称

44 如皋市常青医院
如皋市常青镇业庄居委会

八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5 如皋市长江医院 如皋市长江镇健康路 1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6 如皋市江防医院 如皋市长江镇永平居二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7 如皋市安康医院

（石庄）

如皋市石庄镇沿河北路 168
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8 如皋市营防医院 如皋市九华镇营西村三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49 如皋市龙舌医院 如皋市九华镇郑甸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0 如皋市九华医院 如皋市九华镇郭李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1 如皋市奚斜医院 如皋市林梓镇斜庄村四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2 如皋长青沙医院 如皋市长江镇长新街 19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3 如皋市葛市医院 如皋市江安镇宁通居委会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4 如皋市黄市医院 如皋市江安镇中心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5 如皋市下原医院 如皋市下原镇下原村五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6 如皋石北医院 如皋市石庄镇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7 如皋高明医院 如皋市高明镇人民路 158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8 如皋市康慈医院
如皋市袁桥镇何庄村十四

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59 如皋爱尔康门诊

部

如皋市如城镇益寿路都市

华庭 106幢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0 如皋华东医院 如皋市如城镇益寿路 456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1 南通市如皋爱心

护理院
如皋市九华镇郭洋村四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2 如皋港人民医院 江苏省如皋港纬四路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3 如皋博爱康复护

理院
如皋市李渔路 118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4 如皋妇产医院有

限公司
如皋市解放西路 59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5 如皋中博中西医

结合医院
如皋市如城镇海阳路 195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6 如皋市磨头医院 如皋市磨头镇邓高村一组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67 如皋市加力医院 如皋市搬经镇加马村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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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辐射工作单位统计表

序

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放射源/放射装置名称

68 森松（江苏）重工

有限公司

如皋市长江镇（如皋港）森

松路 1 号
使用Ⅱ类放射源

69 南通市电站阀门

有限公司
如皋市经济开发区 使用Ⅱ类放射源

70 如皋市华平冷轧

带钢厂
石庄镇建业中路 88号 使用Ⅴ类放射源

71 江苏九鼎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如城镇中山东路 1 号 使用Ⅳ类放射源

72 南通三益特种钢

有限公司
如皋市下原镇兴源路 58号 使用Ⅳ类放射源

73 南通富强纸业有

限公司
如皋市林梓富林中路 18号 使用Ⅴ类放射源

74 江苏熔盛重工有

限公司

江苏省如皋市如皋港经济

开发区疏港路 1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75 江苏永大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
九华镇华兴路 9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76 南通赛孚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东陈镇东郊工业圆区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77 双钱集团（江苏）

轮胎有限公司

江苏省如皋市城北街道益

寿北路 888号
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78 上海三强容器南

通有限公司

如皋市吴窑镇人民南路 68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79 南通荣威娱乐用

品有限公司

如皋经济开发区惠民西路 8
号

使用Ⅴ类放射源

80 江苏海通海洋工

程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如皋市长江镇（如皋

港区）泓北沙环岛路 2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81 江苏聚源电气有

限公司
如皋市如城镇邓园路 1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82 江苏雅鹿石化有

限公司
如皋港化工新材料园区 使用Ⅳ、Ⅴ类放射源

83 南通亿能防腐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

九华镇九华社区居委会 15
组 8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84 南通星球石墨设

备有限公司
九华镇华兴路 8 号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85 如皋市技工学校 如城镇大明桥首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86 京典科技有限公

司
如城街道大殷社区 16组 Ⅴ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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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放射性同位素单位统计表

序

号
单位 地址

类

别

核素

名称

许可

数量

（枚）

现有

（枚）

在用

（枚）
备注

1 如皋市华平

冷轧带钢厂

如皋市

石庄镇

建业中

路 88号

Ⅴ 镅-241 5 2 2

2017.2.2

3已回

收 3 枚

2
江苏九鼎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如皋市

如城镇

中山东

路 1号

Ⅳ 钴-60 2 2 2 /

3
南通三益特

种钢有限公

司

如皋市

下原镇

兴源路

58号

Ⅳ 镅-241 30 6 6 /

4
南通富强纸

业有限公司

如皋市

林梓富

林中路

18号

Ⅴ 氪-85 1 1 1
2017.9.7

新源到

5
森松（江苏）

重工有限公

司

如皋市

长江镇

（如皋

港）森松

路 1号

Ⅱ 钴-60 1 1 1 /

Ⅱ 铱-192 7 7 7 /

Ⅱ 硒-75 3 3 3 /

6
南通市电站

阀门有限公

司

如皋市

经济开

发区

Ⅱ 钴-60 1 1 1 /

7 江苏雅鹿石

化有限公司

如皋港

化工新

材料园

区

Ⅳ、

Ⅴ

钴-60、

铯-137
19 0 0 源未到

8 京典科技有

限公司

如城街

道大殷

社区十

六组

Ⅴ 镍-63 50 0 0 源未到

9
如皋广慈医

院

如城镇

福寿西

路 2号

Ⅴ
Na—2

2
7 7 0 源未到

10 如皋博爱医

院

如皋市

经济开

发区庆

Ⅰ 钴-60 8 0 0 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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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路

4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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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如皋市环境监测站辐射检测仪器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技术指标 生产厂家 本站编号

1 X、γ辐射监测

仪
FHZ672E-10 / 美国 thermo RO042

2 X、γ辐射监测

仪
FH40G / CANBERRA RO043

3 α、β表面污

染探测仪
FHZ742 / 美国 thermo RO044

4
防水型伸缩

式长杆辐射

探测器

FH40TG / 美国 thermo RO045

5 个人辐射剂

量仪
radeye-prd / 美国 thermo RO046

6 个人辐射剂

量仪
radeye-prd / 美国 thermo RO047

7 电子式个人

剂量报警仪
NRF34 0μSv～

9.999Sv

卡迪诺科技

贸易（北京）

有限公司

RO095

8
电子式个人

剂量报警仪
NRF34 0μSv～

9.999Sv

卡迪诺科技

贸易（北京）

有限公司

RO096

9
环境γ辐射监

测仪
FD-71A型

0～
250nc/Kg.h

上海申核电

子仪器有限

公司

RO097

10 环境γ辐射监

测仪
FD-71A型

0～
250nc/Kg.h

上海申核电

子仪器有限

公司

RO098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4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4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4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4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5.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5.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6.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7.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7.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8.doc
file:///C:/Users/john/Documents/Tencent Files/544963414/FileRecv/授权使用书/RO09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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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如皋市辐射事故先期处置卡

事件名称 XXX 辐射事故

先期处置

措施

1、辐射事故责任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方案，积极开展自救、互

救；

2、市政府相关部门接报后，立即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赶赴现场，并上

报南通市相关部门；

3、先期到达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抢险

救援、现场控制等工作；

4、市公安局在事故现场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

防护区域，并控制人流、物流；

5、市环保局负责根据处置方案， 确定污染范围，对事故产生的放射

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提出处理建议；

6、市卫计委负责确定受超剂量照射的人员或其他需要医疗救治的人

员，并开展医疗救治；

7、市消防大队负责事故现场的洗消工作；

8、及时向南通市相关部门报告事故基本情况和事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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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事故单位

名 称
（公章）

法定代表人 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联系人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 故

发生时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 故

类 型
人员受照 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2）

序

号

事故源核

素名称

出厂活

度（Bq）

出厂日

期

放射源

编码

事故时活

度（Bq）

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号

生产厂

家

设备

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经过

情 况

报告人签字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 X 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加

速器线束能量等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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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事故单位
名称 地址

许可证号 许可证审批机关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报告时

间

事故发生地点

事 故

类 型

人员受照 人员污染 受照人数 受污染人数

丢失 被盗 失控 事故源数量

放射性污染 污染面积（m2）

序

号

事故源核

素名称

出厂活

度（Bq）

出厂

日期

放射源编

码

事故时活

度（Bq）

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状态（固/液态）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型号

生产厂

家

设备

编号
所在场所 主要参数

事故级别
一般辐射事故 较大辐射事故 重大辐射事故 特别重大辐射事

故

事故经过和

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地

环保局

联系人

（公章）电 话

传 真

注：射线装置的“主要参数”是指 X 射线机的电流（mA）和电压（kV）、加

速器线束能量等主要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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