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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重庆开县井喷事件的简要情况，结合救援过程进行效果分析和剖析，同时对应急救援行动提出可信性改进建议，
可以为今后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提供理论指导，为更好地制定预案、研究行动方案以及有针对性训练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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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3 年 12 月 23 日，重庆市开县高桥镇罗家寨发生了国内乃至世界气井井喷史上罕见的特大井喷事件，
是建国以来重庆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重的一次特大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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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喷事件简介

2003 年 12 月 23 日 21 时 55 分，地处重庆市开县高桥镇小阳村境内的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
气矿罗家 16 号井起钻时，突然发生井喷，来势特别猛烈，富含硫化氢的气体从钻具水眼喷涌达 30 米高程，
硫化氢浓度达到 100ppm 以上，预计无阻流量为 400~1000 万立方米/天。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扩散，
导致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面积灾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据统计，井喷事件发生后，离气井
较近的开县高桥镇、麻柳乡、正坝镇和天和乡 4 个乡镇，30 个村，9.3 万余人受灾，6.5 万余人被迫疏散转
移，累计门诊治疗 27011 人（次），住院治疗 2142 人（次），243 位无辜人员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达 9200 余
万元。其中受灾最重的高桥镇晓阳、高旺两个村，受灾群众达 2419 人，遇难者达 2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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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急救援过程简述

12 月 23 日晚 11 时左右，重庆市政府接到市安监局关于川东北矿区发生井喷的报告，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即责成开县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抢险队赶赴现场。在查明井喷事故将可能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
全的情况下，迅速采取措施：一是立即通知事故发生地的高桥镇党委政府，以最快的速度组织群众向安全
地带疏散转移；二是迅速电告附近的正坝镇、麻柳乡，从人力、车辆等方面进行支援；三是一位副县长率
领 50 多人的先遣抢险队伍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四是做好启动应急救援系统的各项准备工作。整个应急救援
工作大致分为疏散转移、搜救安顿、灾民返乡和安置善后四个阶段。
2.1 疏散转移阶段
指挥部针对毒气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扩散的情况，在对硫化氢的 PPM 浓度进行科学检测后，决定采取
果断措施：将以气井为中心半径 5 公里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
根据地形和交通状况，决定将受灾群众向四个方向疏散，呈放射性状设置 15 个政府集中救助点。在每
个救助点均安排 1 名县级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所在乡镇的党委书记为直接责任人，各个救助点分设医疗
救治、后勤保障、治安巡逻、信息联络等工作组，每个组在救助点领导指挥下，各自开展工作。整个撤离
过程有序展开，灾区的 65632 名群众中，32526 人安置在指挥部设置的县内的 15 个政府集中救助点，10228
人有序转移到四川省宣汉县，其余采取在当地县上工作组和基层干部的组织下，采取了投亲靠友和群众互
帮互助等方式进行了安置。
2.2 搜救安顿阶段
为了尽可能多的挽救受灾群众的生命，同时为下一步即将开展的“压井”工作做好准备，最大限度地
减少群众伤亡。12 月 25 日凌晨，组建 20 个搜救队进入事故现场危险区，搜寻幸存者和死亡人员；26 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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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 102 个搜救组，对以井口为中心、半径为 5 公里的近 80 平方公里的区域，进一步实施拉网式搜救。在
搜救过程中，共调集党员、干部 1.2 万余名，驻渝部队、公安、武警和消防官兵 1500 余人，医护人员 1400
余人，民兵预备役 2800 余人。在实施压井之前共搜救出 900 多名滞留危险区的群众。
为保证伤员的救治，指挥部从全市各大医院抽调 160 余名医务人员，组成 5 支医疗队赶赴灾区救援；
开县从各医院组织医护人员 1600 余人，在救灾前沿设立 5 个临时医疗点，将开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作为后
方医院。为保证灾民有饭吃、不挨饿，开县抽出 15 名县级领导带领 700 多名干部进驻灾民救助点，与灾民
同吃同住。同时采取了多条措施来安置受灾群众：一是发动农村居民亲带亲、邻帮邻，将一些老弱病残人
员接到当地居民家过夜。二是在县政府和乡镇政府机关、学校腾出会议室、办公室 3000 余间，或在院坝搭
建简易帐篷安置灾民。三是县政府迅速将组织调运和发动群众捐赠的棉被 3.5 万床，衣服 8.5 万件，发放给
灾民使用。
2.3 灾民返乡阶段
12 月 27 日 11 时，施工抢险人员对“罗家 16H”井的两条放喷管线实施截堵，“压井”获得成功。指
挥部当即决定，整个应急救援工作的重心由组织灾民大规模疏散和生活安置转移到组织灾民返回家园，采
取“五条措施”确保灾区环境安全：一是组织 1000 余名工作人员，对灾区内所有被毒死的动物进行清理，
对动物尸体分类进行深埋或焚烧；二是组织庞大的卫生防疫队伍，对事故区进行消毒处理，防止疫病的发
生；三是由环保部门以井口为中心，建立 6 个流动监测站，对灾区环境、大气、地表水等指标，进行全天
候采集监测；四是由卫生部门对灾区的粮食、蔬菜、肉食品等进行抽样化验；五是将灾后居民在生产生活
中的重点注意事项，印制成《灾民返乡须知》，发放到每一户灾民手中，详细告知灾民返家的八大注意事
项。
2.4 安置善后阶段
灾民返家后，整个应急救援工作的重心又从抢险转移到稳定灾民情绪、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对遇难群
众的理赔等善后工作上。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做好中石油川东北气矿“12•23”
特大井喷事故善后工作的意见》，开县县委、县政府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了落实市委、市政府文件精神的
具体贯彻意见。深入细致地做好遇难者亲属工作。
召开了“12•23”井喷事故救灾款物管理使用专题会议，下发了加强专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建
立了严格规范的救灾款物管理和使用规定，将救灾资金纳入财政专户储存，救灾物资交由民政部门统一管
理，确保统一调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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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

3.1

安全生产与管理意识淡薄
该井队现场管理不严，存在严重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问题，对井里的气体含量和压力判断存在严重失
误，在井喷初期对后果估计严重不足。井喷失控以后，指挥决策严重失误，没有及时对放喷管线实施点火，
以致大量含有高浓度硫化氢的有毒有害气体喷发而出，导致了事故的扩大和恶化。
3.2 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
井队没有事先制定针对突发事故的“应急预案”，没有和当地政府建立“事故应急联动体系”和紧急状态联
系方法，以至于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事故、没有及时告知并组织群众向安全的地带疏散，
致使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工作限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所以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政府来说，一套完整周密的安全评估和应急预案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障周边
居民的安全，应急预案应涉及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及其应对措施。一旦事故发生，企业应确保第一时
间通知当地政府，避免政府对情况一无所知而毫无准备、不知所措。
3.3 对民众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
高危作业企业没有对社会进行安全告知，没有向当地政府通报作业具有的潜在危险性，没有向当地居
民做相关宣传教育工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对硫化氢气体以及周边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没有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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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护知识，致使事故造成的损失扩大（如有部分撤离群众存在错误认识，认为井喷没有爆炸和发生火灾
就是安全的，因此中途自行返回导致中毒事件）
。
3.4 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井喷发生在晚上 9 点 55 分，但开县政府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从它的上级部门——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接到事故的通报电话，距离井喷仅 1.2 公里远的高桥镇政府，直到晚上 11 点之后才确认井喷的消
息。因此，最佳的救援时间被白白浪费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护器材深入毒区以及通信方式与手段匮乏等
因素，导致很多当地居民无法获知险情。
另在事故发生之前，政府未强制要求企业执行当地环境与安全评估，工程设计没有执行距危险源方圆
一公里内不应该有居民居住的规定。根据工业标准，一个如罗家 16H 井的高度危险源，在其方圆一公里之
内不应该有居民活动，然而在这次事故之中，距离井喷地点最近的房屋只有 20 至 30 米，结果就是企业节
省了大约 2 到 3 万美元的费用，却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生命与财产损失。

4

应急救援行动的改进建议

4.1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但还没有结束）
，该事件给人们的生活、生命、财产等各个
方面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的可能性进行量化评估的工作。即，量化测评某一事件或事物带来的影响或损失的
可能程度。
化学风险评估是指对大气污染化学事件进行的危害评估，涉及毒物化学、边界层气象、污染气象学、
大气扩散数值计算方法、安全科学等学科领域，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交叉科学，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有着
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随着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种各样的化学事故频发，化学风险已经严重影响着人们
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类生存的环境。一方面，化学风险评估是重大化学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
卫生评价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内容；另一方面，化学风险评估是应对突发性大气污染化学事故、重大
活动安全保障和反化学恐怖的基本决策依据。因此，开展化学风险评估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2 拟制应急救援预案
拟制应急预案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化学事故所需的应急准备和应急行动而制定的指导性文件，是应急前
准备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及时、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工作的重要保障。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
（1）
对紧急情况或事件灾害及其后果的预测、辨识和评价。（2）应急各方的职责分配。（3）应急行动的指挥与
协调。（4）应急行动中可用的人员、设备、设施、物资、经费保障和其他资源，包括社会和外部援助资源
等。（5）在紧急情况或事件灾害发生时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的措施。（6）现场恢复。（7）其他，如
应急培训和演练规定、法律法规要求、预案的管理等。
4.3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4.3.1 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加强专业应急队伍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通信保障能力、装备器材保障能力和应对突发化学
事故的处置能力。通信保障工作包括指挥通信、协同通信与警报通信；装备器材主要包括常规和特种两类，
常规装备是指各类化学事件中均可使用的应急装备器材。如危害范围估算预测用的器材，侦察、采样、边
界标志器材，防护器材，急救器材等。特种装备是指用于特殊环境的化学事故应急处置，而专门配备和制
作的装备器材，如高浓度剧毒环境需要的正压式全身防护服，针对某些特种毒物作业环境准备的急救药物
和器材等；增强应对突发化学事故处置的能力主要要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工作，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提高应急人员的实际处置能力。
4.3.2 加强该领域专家队伍建设
在化学事件应急行动中，专家咨询委员会可以对化学事故危害进行预测，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和方案。
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预测化学事件造成的危害，为化学应急指挥提供技术对策和方案；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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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提出技术措施；对应急专业分队业务指导；论证、审定应急预案的技术性问题；编写、审核应急专业
分队训练大纲及群众性宣传教育材料；检查指导有关单位的化学应急准备工作；指导、评审、鉴定有关科
研项目；与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等。所以加强领域内的专家库建设对指导化学事故应急救援能起到有力的
支撑作用。
4.4 拓展宣传教育培训
化学应急的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是保证应急预案贯彻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防范能力的重要途径。
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应急管理知识和应急预案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使应急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人员提高危
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明确应急工作程序，提高应急处置和协调能力。在此基础上，确保所有从业人员具备
基本的应急技能、熟悉应急预案、掌握本岗位事件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程序，提高应急水平。
同时，应使公众深刻了解化学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的作用，认识其安全性。在
发生化学事故的情况下，能否消除危害后果，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公众所具有
的应急意识、防护能力及正确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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