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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无锡市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镇、开发区、街道，区政府各部门，区各直属单位：

《无锡市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4日

锡滨政办发〔2021〕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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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防范辐射事故的发生，保障滨湖区辐射环境安全，控制或

减缓辐射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依法科学有序高效应对辐射事故，

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对工作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江苏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无锡

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和《无

锡市滨湖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辐射事故主要指除核事故以外，因放射性物质丢失、被盗、

失控，或者放射性物质造成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环境辐射

污染后果的事件。主要包括：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放

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发生的辐射事故；伴生矿开发利用中发

生的环境辐射污染事故；放射性物质运输中发生的事故；可能对

我市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市外、境外辐射事故；国内外航天器在

我市境内坠落造成环境辐射污染事故；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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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生辐射事故。

1.4工作原则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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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加强放射源的监督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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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培训演练，把预防和控制辐射事故的各项

措施落实到日常管理工作中。

1.4.2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坚持属地管理，实行分级响应。各镇、

开发区、街道负责辖区内辐射事故的应急工作，区辐射事故应急

指挥部按照事故性质和类别对各镇、开发区、街道应急工作进行

分类指导，并提供必要的支援。

1.4.3加强联动，大力协同

各镇、开发区、街道辐射事故应急机构之间，生态环境、公

安、卫生健康及其他相关单位之间，应加强联动和信息互通，根

据各自职责，大力协同，共同做好辐射事故应对工作。

1.4.4快速反应、科学处置

各镇、开发区、街道应根据本预案的相关要求，积极做好预

防和应对辐射事故的各项准备。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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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决策，快速应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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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置，并做好信息公开和善后处理工作。

2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

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

2.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一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并造成大范围严重环

境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3人以上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环境辐射污染后果；

（4）包括江阴市在内的无锡市境内可能或已经造成大范围辐

射污染航天器坠落事件或境外发生的辐射事故。

2.2重大辐射事故（二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Ⅰ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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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以下急性死亡或

者 10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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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较大辐射事故（三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10人以下急性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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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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一般辐射事故（四级）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Ⅳ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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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

不含本数。

3组织体系

3.1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

区政府成立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辐射事故

应急响应行动。总指挥由分管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区政府办

公室分管副主任、滨湖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区委宣传部

（区委网信办）、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市公安局

滨湖分局、滨湖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以及各镇、开发区、街道分管

负责同志组成。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立舆情信息组、现场协

调组（含专家咨询组）、现场监测组、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组、

医疗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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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职责

（1）领导、指挥和协调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辐射应急响应

行动，决定应急处置工作的重大事项；

（2）落实或传达区政府和国家、省、市辐射应急相关部门的

指示、指令；

（3）负责向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及时报告辐射应急信息和处

置情况。批准向区政府和市相关部门汇报的事故报告和应急工作

报告；

（4）批准辐射事故应急响应行动的启动和终止；

（5）指导、督促各镇、开发区、街道做好有关应急响应、处

置工作，负责外部支援力量的组织、协调，对各镇、开发区、街

道辐射应急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援；

（6）指导各镇、开发区、街道做好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和维

稳工作。

3.1.2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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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做好宣传报道；加强网上突发敏感舆情的监测、收集、研判、

引导和处置。

（2）区财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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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区卫生健康委：协调辐射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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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协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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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辐射事故其

他相关应急处置行动。

（4）区应急局：负责指导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

工作。

（5）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负责事故发生地现场警戒和交通管

制等任务，维护现场治安秩序；指导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

查和追缴；参与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行动和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

（6）滨湖生态环境局：负责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

作，负责组织并协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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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应辐射事故进行定性定级和调查处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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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负责制定、修订本

预案并按照程序报批；落实辐射事故应急准备，维持应急响应能

力；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演练；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

的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建立应急专家咨询组并

组织专家组成员开展应急救援咨询服务工作。

（7）各镇、开发区、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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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信息的对外发布；

落实、执行区政府的指示、指令。

根据辐射事故应急处置行动需要，电信、供电等其他有关部

门和单位按照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开展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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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滨湖生态环

境局，负责辖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的日常工作。

3.2.1人员组成

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由滨湖生态环境局分管副局长担

任，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

委、区应急局、市公安局滨湖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担任。日常

工作由滨湖生态环境局负责。

3.2.2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职责

（1）负责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的日常工作，传达区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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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应急处置建议，对可能演

变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辐射事故的，及时向区辐射事故应急

指挥部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4）指导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组织辐射事故应急培训、

演习；

（5）负责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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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负责编制应急响应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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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执行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和相关部门的指令和要求。

3.3舆情信息组

3.3.1 人员组成

舆情信息组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牵头，市公安局滨

湖分局、滨湖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委以及各镇、开发区、街

道相关人员组成。

3.3.2 舆情信息组职责

（1）负责收集分析舆情，及时上报重要信息，向区辐射事故

应急指挥部提出舆情应对建议；

（2）组织指导报刊、电台、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及时宣传

报道；

（3）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期间的公众宣传和专家解读，负

责接待媒体采访和公众咨询。

3.4现场协调组

3.4.1 人员组成

现场协调组由滨湖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区

卫生健康委以及各镇、开发区、街道相关人员，以及辐射事故应

急技术专家组成。

3.4.2 现场协调组职责

（1）负责组织协调各响应组有效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协调相

关外部力量支援事宜；

（2）负责提供辐射事故地点及相关单位的基础资料，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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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现场应急信息；

（3）负责各响应组的现场指挥调度和后勤保障；

（4）对应急行动的终止提出建议。

3.5现场监测组

3.5.1 人员组成

现场监测组由滨湖生态环境局牵头，相关辐射环境监测人员

（可委托有资质的社会化检测机构）、区卫生健康委辐射监测人员

和各镇、开发区、街道等部门与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3.5.2 现场监测组职责

（1）组织协调全区生态环境系统开展辐射环境应急监测；

（2）指导制定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方案并组织实施；

（3）必要时派遣专家或监测小分队，实施事故现场应急监测

工作；

（4）对应急处置行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5）开展事故后期和去污后环境跟踪监测；

（6）提出外部监测力量支援建议。

3.6现场处置组

3.6.1 人员组成

现场处置组由滨湖生态环境局牵头，相关辐射事故应急处置

人员，以及各镇、开发区、街道相关人员组成。

3.6.2 现场处置组职责

（1）指导各镇、开发区、街道对事故进行前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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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事故处置方案；

（3）组织实施事故现场放射性污染的处置；

（4）提出外部处置力量支援建议；

（5）必要时，协调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建议。

3.7安全保卫组

3.7.1 人员组成

安全保卫组由市公安局滨湖分局牵头，滨湖生态环境局以及

镇、开发区、街道相关人员组成。

3.7.2 安全保卫组职责

（1）负责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任务；

（2）组织实施对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3）组织协调公安机关支援力量。

3.8医疗卫生组

3.8.1 人员组成

医疗卫生组由区卫生健康委牵头，相关部门和镇、开发区、

街道等单位人员组成。

3.8.2 医疗卫生组职责

（1）协助事故现场卫生应急处置等应急救援工作；

（2）协助受辐射伤害人员的医疗救治和剂量评价工作；

（3）协助可能受到辐射伤害的人员健康影响评估；

（4）组织协调医疗队伍给予支援。

4预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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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信息监控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滨湖生态环境局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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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类、Ⅲ类、Ⅳ类、Ⅴ类放射源信息，放射源使用单位的安全运行

状况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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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造成辐射影响

的信息。

4.2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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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各项应急准备工作，预防辐射事故的

发生。滨湖生态环境局和各镇、开发区、街道及其他有关部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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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预警工作

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

色、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

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和解除。

进入预警状态后，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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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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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级别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2）发布预警公告。红色预警由省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

发布。橙色预警由省政府负责发布。黄色预警由无锡市政府负责

发布。蓝色预警由滨湖区政府负责发布。发布可能引起公众恐慌、

影响社会稳定的预警信息，需经无锡市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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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队伍进入应急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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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监控预警系统

重点辐射工作单位应建立实时在线监控预警系统，发现异常

情形，立即发出警告。

5应急响应

5.1信息报送与处理

5.1.1 信息报送程序和时限

辐射事故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发现辐射事故后，必须立即向卫

生健康、所在地公安、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启动本单位辐射事

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先期应急处置措施。事发地辐射事故应

急机构接到报告后，立即初步判断事故级别，报告本级政府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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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并逐级上报。情况紧急时，也可越级

上报，但应同时上报上一级主管部门。

接到事故报告后，属于较大以上级别（含较大）辐射事故的，

应在 1小时内报至无锡市政府，一般级别辐射事故应在 2小时内

报至滨湖区政府。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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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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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报须通过网络或书面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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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等。

5.2分级响应

按照辐射事故分级，应急响应分为一级响应（特别重大）、二

级响应（重大）、三级响应（较大）和四级响应（一般）四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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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二级响应由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三级响应由无

锡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四级响应由滨湖区辐射事故

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超出本级应急处置能力时，应及时请求上

级应急指挥机构启动上级应急预案。

5.2.1一、二、三级响应

（1）事发地镇、开发区、街道接报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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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向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情况和应急处置情

况，亦可直接向市辐射应急指挥部报告；

（2）区辐射应急指挥部接报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下达应

急行动指令，并向市有关部门报告，立即派出应急队伍赴现场，

会同镇、开发区、街道组织指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随时掌握事

故进展情况，及时与上级辐射事故应急机构保持通信联络；

（3）配合上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做好相关工作。

5.2.2四级响应

（1）事发地镇、开发区、街道接报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指挥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区政府报告，区政府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置行动；

（2）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和应急队伍赴现

场，会同事发地镇、开发区、街道统一组织、指挥、协调辐射事

故处置工作，防止辐射污染蔓延，有效控制事态扩大；

（3）开通与事发地镇、开发区、街道辐射事故应急机构的通



— 19 —

信联络，随时掌握事故进展情况；

（4）提出辐射事故现场应急行动的原则要求；

（5）划定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6）派出相关专业应急队伍和专家咨询组赶赴现场组织、指

挥应急处置工作，必要时请求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机构调集事发

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7）根据现场监测结果，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的返回时间；

（8）及时向市政府和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基

本情况和应急救援进展情况、最终情况。

5.3外部支援

当发生重大、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时，如有必要，可以向上级

救援体系寻求外部支援。

外部支援力量作为各专业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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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应急监测

滨湖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辐射事故事发地的辐射

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必要时可委托有资质的社会化检测机构，或

请求无锡市生态环境局、省生态环境厅提供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技

术支援。

5.5安全防护

5.5.1 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配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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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5.2 公众的安全防护

现场协调组负责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

（1）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向公众告知应采取的安全

防护措施，条件允许和必要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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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现场情况，必要时在事发地安全边界之外，设立紧

急避难场所；

（4）根据现场情况，必要时协调对易失控的放射源实施收贮。

5.6通信联络

区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应急期间的通信联络，保证通信

渠道的畅通。主要包括本级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内部的联络，与

上级及本级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的联络，与事故责任单位的联络

等。

5.7事故通报与信息发布

5.7.1 事故通报

（1）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应及时

向毗邻和可能波及的其他地区辐射事故应急机构通报情况；

（2）接到辐射事故通报的非事发地辐射事故应急机构，应视

情况及时通知本辖区内有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并向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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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报告。

5.7.2 信息发布

辐射事故发生后，应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

社会舆论。

5.8应急终止

应急响应终止应具备下列条件：

（1）环境放射性水平已降至国家规定的限值以内；

（2）辐射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被消除或可控；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必要。

一般辐射事故由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处置情况提

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较大辐射事故由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事件处置情况提

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无锡市政府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终

止；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由省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应急

处置情况提出应急响应终止的建议，报省政府批准后，授权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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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后期处理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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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负责立案侦察的公安机关作阶段性报告，并提交给同级辐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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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急办，同级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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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生态环境局

会同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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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措

施和建议；

（3）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辐射事故，滨湖生态环境局组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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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善后处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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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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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事故影响区域的居民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6.3总结评估

（1）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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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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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1 个月内将

总结报告报本级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3）根据实践经验，各级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对本级预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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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并及时修订本级预案。

7保障措施

7.1资金保障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辐射事故应急需要，编制项

目支出预算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安排。

7.2物资装备保障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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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通信保障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应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通信联络系

统，确保应急指挥部和有关部门、各专业应急处置机构、专家组

间的联络畅通。

7.4技术保障

建立辐射事故预警系统，组建专家咨询组，确保相关专家在

启动预警前、事故发生后迅速到位，为指挥决策提供服务；建立

辐射事故应急数据库，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应急队伍。

7.5宣传、培训与演习

7.5.1 宣传

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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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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培训

加强应急专业技术人员的日常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辐

射事故应急监测、处置等专门人才。

7.5.3 演习

按照本预案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进行不同类型的辐射

事故应急实战演习，提高防范和处置辐射事故的技能，增强实战

能力。

应急演习分为综合演习和专项演习。综合演习是为了全面检

验、巩固和提高区辐射事故应急组织体系内各应急组织之间的相

互协调和配合，同时检查应急预案有效性而举行的演习。专项演

习是为了检验、巩固和提高应急组织或应急响应人员执行某一特

定应急响应技能而进行的演习。

定期举行综合演习，综合演习或专项演习每年不少于 1次。

8附则

8.1名词术语解释

放射性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物料、人体、场所、环

境介质表面或者内部出现超过国家标准的放射性物质或者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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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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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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预案管理

滨湖生态环境局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和日常管理，并根

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送

区应急管理委员会备案。

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8.3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无锡市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锡滨政办发〔2016〕62号）即行废止。

9附件

9.1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9.2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9.3 滨湖区辐射事应急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9.4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

9.5 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物资装备表

9.6 滨湖区辐射事故信息发布文稿

9.7 滨湖区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

9.8 滨湖区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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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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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2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总 指 挥：胡 巍 副区长

副总指挥：丁鸭锁 区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宋 超 滨湖生态环境局局长

成 员：何 蕾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苏留荣 区财政局副局长

朱 旻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戴璟晶 区应急局副局长

李 鲁 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副分局长

顾惠芳 滨湖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李东生 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局局长

倪 斌 无锡山水城建设局副局长

王 珂 蠡园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

周益军 胡埭镇副镇长

张文杰 河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高锡丰 荣巷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袁利根 蠡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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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3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单 位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联系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区政府
胡 巍 副区长 81178207 13901515755 李 尧 秘书 81178218 17701512207

丁鸭锁 副主任 81178213 13915320936

区应急局 戴璟晶 副局长 81173150 18961855178 吴福恒 二级主任科员 81173138 18068280712

区委宣传部 何 蕾 常务副部长 81178083 18762620772 金 凝 副科长 81178089 13706181603

市公安局

滨湖分局
李 鲁 副局长 66070016 13901513115 吴云鹏 治安大队教导员 66070051 13861816655

区财政局 苏留荣 副局长 81178802 13961829213 曹 绛 农业农村科长 81178825 13861754935

区卫生健康委 朱 旻 副主任 81178783 13606186633 翟华明 医教科科长 81178795 15335209068

滨湖生态

环境局
顾惠芳 副局长 81178968 18961812066 陈银合 综合执法科科长 81178969 18961810322

无锡太湖国家

旅游度假区规

划建设局

李东生 局长 58994586 13961762726 孙煜科 环保办主任 85990819 189618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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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负责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联系人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无锡山水城

建设局
倪 斌 副局长 85555303 18961810338 周锡宏 生态环境科科长 66110009 13806185768

蠡园经济开发

区规划建设局
王 珂 局长 85162778 18306172008 王 斌 环保办副主任 85167932 13961849665

胡埭镇 周益军 副镇长 85597038 19952233113 徐锦秀 生态环境科科长 85596728 13921126018

河埒街道 张文杰 副主任 85875998 15895966958 荣 燕 环保办主任 85880729 13706180868

荣巷街道 高锡丰 副主任 85511777 13771030361 任 君 环保办科员 85512275 17798738381

蠡湖街道 袁利根 副主任 66002806 13616190088 江梽峰 环保办主任 66059717 13912356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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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4

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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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5

无锡市辐射事故应急物资装备表

名 称 数量 规格型号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α、β表面沾污仪 1台 QX-200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长杆巡测仪 1台 FH40G（FH40G-X主机）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长杆巡测仪 1台 FH40G（FH40G主机）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小型闪烁辐射仪 1台 FD-71A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闪烁体探测器 1台 6150AD-b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快速核素探测识别仪 1台 Interceptor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A级个人核防护套装 3套 DEMRONTM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个人剂量报警仪 4台 RadEYE PRD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C级个人防沾污防护套装 5套 ESC2-122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无线对讲机 5个 KINGPO K-303/303P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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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防护服 3套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铅玻璃眼镜 4个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铅防护手套 4套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储源筒（自制） 1个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储源袋 1个 Bar-Ray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辐射器材箱

3个 辐射警示牌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8个 底座支架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8个 直杆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3个 警示灯架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3个 警示灯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1卷 警戒线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智能化γ辐射仪 1 FD-3013B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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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表面粘污仪
1 FH40GL+FHZ742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便携式χ、γ剂量仪
2 FH40G+FHZ672E-10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热释光剂量仪
1 RGD-3B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χ、γ个人剂量仪
4 FJ3500

无锡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局器材室
徐荣 18921280165

辐射巡测仪 1台 FD-74A
滨湖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器材室
丁菲 18151718166

个人辐射报警仪 1台 Thermo
滨湖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器材室
丁菲 18151718166

便携式 x-r剂量率仪
1台 BH3103B

滨湖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

局器材室
丁菲 1815171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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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6

滨湖区辐射事故信息发布文稿

发布信息

名 称
XX公司发生一起 XX事故

发布方式

内 容

XXXX年 X月 X日 X时 X分许，在 XX地区 XX公

司，发生一起 XX事故，导致 X枚 X类放射源丢失（失

控），X名作业人员受到超剂量照射。

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

启动无锡市滨湖区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赶赴现场组

织指挥，对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作出指示。

区、镇（开发区、街道）两级政府负责人和相关部门

正在全力组织施救，事态已经得到控制。事故原因正

在调查之中。

附 件

拟 稿

核 稿

会 签

签 发



— 35 —

附件 9.7

滨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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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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8

滨湖区辐射事故处理结果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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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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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部门

联系人

(公章)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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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各人民团体。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