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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 2021-2022年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防范和应对天然气供应不足或中断等突发事件造成

的不利影响和危害，合理有序安排应急情况下天然气供应保障

工作，降低天然气短缺对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发〔2013〕101

号）、《内蒙古自治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内蒙

古自治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内政办

发〔2014〕113号）、《天然气利用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第 15号令）、《民生用气保障责任书》、《明确储气设施

规划建设责任备忘录》、《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

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天然气管道供气区域，受上游限气或突发事

件等原因引起的供气量不足，造成天然气供需失衡、供气量无

法满足天然气下游用户基本需求的防范和应对工作。

（四）工作原则

按照安全高效、压非保民的保障原则，优先保障民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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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点用户用气，压减调峰用户、可中断用户用气，确保长

输天然气管道及城市输配气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五）保障次序

按照《天然气利用政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15号

令）及《内蒙古自治区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预案》关于天然气

利用顺序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用气类别情况，在应急情

况下依据以下供气次序进行保障：

1.居民生活（含独立壁挂炉采暖）、居民“煤改气”用气，学

校、医院、养老福利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用气，集中采暖用气

及公交车、出租车城市交通用气；

2.商业性公建用户用气；

3.不可中断工业企业用气；

4.国家重点工程；

5.一般工业可中断用户生产燃料用气；

6.化肥原料用气；

7.甲醇原料用气；

8.LNG用气。

二、监测与预警

（一）信息监测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统计上报本区域内天然气供需情况；各

天然气管道企业和城燃企业负责对本企业供气区域天然气供需

情况进行监控和信息分析，及时上报可能引发的供气紧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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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及供应保障专项工作协调办公

室（设在市能源局，以下简称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负责接

收和统计分析全市天然气供应保障信息，并做好信息研判处置。

（二）应急程序

1.预警信息发布。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收到可能或已经

发生供气短缺情况报告时，应立即组织调查核实，根据全市影

响范围及短缺程度，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

同时通报各成员单位，并向全市发布预警公告。

2.及时分析预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

专家，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测可能出现的影响范

围和危害程度，并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3.积极应对处置。督促各区人民政府及西部天然气管道公

司、城燃企业、用气企业，积极筹备天然气资源，科学合理调

配气量；积极开展节约用气宣传，提倡错峰用气；积极筹备应

急保障物资及装备，动员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4.强化舆论引导。各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通过主流媒

体、门户网站、公共信息平台等渠道正面发声，加强权威信息

发布，组织专家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预警分级

根据天然气实际供需情况，对天然气供应失衡事件进行预

警。预警级别依据天然气缺口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

和发展态势，分 I级（红色，特大）、II级（橙色，重大）、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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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黄色，较大）和 IV级（蓝色，一般）四个等级。

1.I级（红色，特大）

天然气供需失衡特别严重，当日发生或可能发生供气缺口

占日需求量 20%以上时，为用气量异常紧张状态，对经济社会

正常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2.II级（橙色，重大）

天然气供需失衡严重，当日发生或可能发生供气缺口占日

需求量的 10%—20%时，为用气量紧张状态，对经济社会正常

运行产生很大不利影响。

3.III级（黄色，较大）

天然气供需失衡比较严重，当日发生或可能发生供气缺口

占日需求量的 5%—10%时，为用气量比较紧张状态，对经济社

会正常运行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4.IV级（蓝色，一般）

天然气供需失衡一般紧张，当日发生或可能发生供气缺口

占日需求量 5%以内时，为用气量相对紧张状态，对经济社会正

常运行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四）预警解除

当天然气供需缺口得到有效缓解，基本上不会对经济社会

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及时发布解除预警。

三、应急响应

（一）信息报告

当发生天然气供需失衡事件时，有关区人民政府应及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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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报送事件信息，并在应急处置过程中，

及时跟进并报送事态发展和处理情况（见附件 1）。

（二）响应等级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和区人民政府要分别针对全市和本

地区天然气供需失衡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及时分析研判确

定应急响应等级，及时组织实施区级或者市级应急响应。与预

警等级相对应，应急响应分为 I级、II级、III级和 IV级四个等

级。

1.I级预警时，立即启动 I级应急响应，采取下列应急处置

措施：

（1）满足居民生活、居民“煤改气”、学校、医院、养福利

老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采暖、公交和出租车用气。

（2）根据天然气供需缺口，相应减少商业性公建用户、不

可中断工业企业用气、国家重点工程用气；停止可中断用户生

产燃料、甲醇化肥原料和 LNG用气。

2.II级预警时，立即启动 II级应急响应，采取下列应急处

置措施：

（1）满足居民生活、居民“煤改气”、学校、医院、养老福

利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采暖、公交和出租车用气；尽量

满足商业性公建用户用气。

（2）根据天然气供需缺口，相应减少不可中断工业企业和

国家重点工程用气；停止可中断用户生产燃料、甲醇化肥原料

和 LNG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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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II级预警时，立即启动 III级应急响应，采取下列应急

处置措施：

（1）满足居民生活、居民“煤改气”、学校、医院、养老福

利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采暖、公交和出租车、商业性公

建用户用气；尽量满足不可中断工业企业用气。

（2）根据天然气供需缺口，相应减少国家重点工程和可中

断用户生产燃料用气；停止甲醇化肥原料和 LNG用气。

4.IV 级预警时，立即启动 IV 级应急响应，采取下列应急

处置措施：

（1）满足居民生活、居民“煤改气”、学校、医院、养老福

利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集中采暖、公交和出租车、商业性公

建用户和燃料工业用户用气。

（2）根据天然气供需缺口，相应减少化肥原料用气；停止

甲醇原料和 LNG用气。

（三）储气设施资源动用

市、区人民政府要督促城燃企业、供气企业及时完成已形

成储气能力储气设施的注气工作，在天然气供需紧张的情况下，

按照保障次序优先保障民生用气；根据供应保障情况及应急响

应等级，及时沟通上游供气企业、储罐经营企业、西部天然气

管道公司、城燃企业等形成保供合力，紧急调用储气资源，适

时释放应急储量，最大限度发挥储气设施的应急保障作用，全

力保障民生用气平稳有序。

（四）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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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负责信息对外发布工作。发布信息

应及时、准确、客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五）处置程序

1.应急预案启动程序

区级：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天然气供需情况，以及用气

企业报送的保供信息，研究确定启动区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

等级。其中，启动区级 III 级、IV 级应急响应时，需上报市专

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备案；启动区级 I级、II级应急响应时，需上

报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批准后实施。在启动区级应急响应时，

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向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

室报告工作进展情况（见附件 2）。

市级：有 2 个及以上区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市专项工作

协调办公室根据全市天然气供需缺口及用气紧张情况，研究确

定启动市级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等级，报请示市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

2.储气设施资源动用程序

动用地方政府日均 3 天消费量储气能力：各区人民政府要

根据本地区天然气应急储备资源情况，适时动用地方政府日均 3

天消费量应急储备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气需求。

动用城燃企业年用气量 5%储气能力：城燃企业要及时沟

通上游供气企业，对天然气供需紧缺程度、影响范围、持续时

间等因素进行评估，综合研判动用本企业年用气量 5%储气能

力，优先保障居民和民生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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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地方政府日均 3天消费量及城燃企业年用气量 5%储气

能力，由区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报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备案

（见附件 3）。

（六）应急结束

当天然气供应保障形势得到有效缓解，基本上不会对经济

社会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报请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确

认后，有关区人民政府及时宣布解除天然气应急响应状态。应

急响应结束后，要及时总结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制定改

进措施，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应急保障

（一）组织保障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协调各区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

上游供气企业、有关管输企业和城燃企业开展天然气供应应急

保障工作。

1.市专项协调办公室组成人员

总协调人: 胡长伟 市政府副秘书长

主 任: 邵 炜 市能源局局长

成 员: 郑永涛 海勃湾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武兵云 乌达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海啸 海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常金龙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王 蕾 市发改委副主任

张哲恒 市住建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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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华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副局长

焦 磊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灿发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 华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胡应龙 市能源局副局长

贾 祥 内蒙古西部天然气管道运行有限责

任公司安全部长

杨永峰 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德怀 乌海市瑞德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双明 乌海华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党支

部书记

陈泽启 乌海市华信煤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 宇 内蒙古源通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职责分工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

开展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处置工作，协调自治区能源局和上游

供气企业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申请调度应急资源；负责督促

有关区人民政府按照天然气保障次序，科学制定应急调峰清单，

合理制定减限措施；负责调度全市天然气供需运行情况，根据

供需缺口严重程度，报请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或终止保障应急

响应等级；负责天然气长输管道保护安全生产监管，确保长输

管道输气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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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网信办。负责天然气供应保障舆情监测，指导全市互

联网宣传管理和舆论引导工作，组织开展网络舆情信息收集、

分析、研判和处置，加强网络舆情引导，防止不良炒作，营造

良好网络舆论氛围。

市发改委。根据自治区主管部门制定的价格政策和标准，

协调上下游供用气价格及全市管道供应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贯彻

落实。

市住建局。负责督促指导落实地方政府日均 3天消费量及

城燃企业年用气量 5%储气能力建设，满足应急调用需求；与各

相关部门共同协调具有气源的企业与城燃企业签订供应合同。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责督促指导城燃企业落实保暖

保供工作；负责城镇燃气管网运行安全监管，确保城市燃气供

应安全稳定；协助督促城燃企业制定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负责储气设施安全监管责任。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做

好天然气长输管道及城镇燃气管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按

权限组织协调指挥应急专业队伍开展安全生产类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

市公安局。负责打击各类破坏天然气供应安全的违法犯罪

行为；负责维护加气站周边道路交通、燃气车辆加气秩序；负

责打击散布谣言或影响天然气供应保障的行为；负责协调应急

气源运输车辆道路通行保障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天然气长输管道及城燃管道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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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监管、天然气销售市场有序竞争监管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本地区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

预案；负责组织本地区城燃企业在天然气供需失衡状态时启动

应急预案；负责协调解决天然气供应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督促有关部门及城燃企业落实推进整改措施；负责长输管

道及城市燃气基础设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负责天然气供应保

障舆情监测，加强网络舆情引导，防止不良炒作，营造良好网

络舆论氛围。

上游供气企业。负责严格按照供气合同履行供气责任，落

实和调配合同外增量气资源；负责及时向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

室报告天然气供应紧张状态下的供需缺口情况，配合申请调度

应急资源；负责对直供 LNG 及原料用气工业用户气量进行压

减，保障民生用气需求；负责配合新闻媒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有关管输企业。负责配合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各区人

民政府开展天然气供应保障工作，服从统一调度；负责监测管

道进出气量动态，在天然气供应紧急状态时稳定管网运行压力，

确保管道运行安全；负责履行长输管道及附属设施、储气设施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责配合新闻媒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有关城燃企业。负责配合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各区人

民政府及上游供气企业开展天然气供应保障工作，服从统一调

度；负责在天然气供应出现缺口时及时采购额外气资源，提出

启动应急预案建议；负责依据预警和应急响应等级，制定减限

企业用户及气量清单，提前告知并协助做好调整生产计划；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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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落实储气设施资源储备，制定应急资源调用计划；负责履行

城燃管道及附属设施、储气设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责配合

新闻媒体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二）机制保障

1.协调联动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建立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协同配合，由总协调人、办公室主任主持，定期召开会议（遇

有重要情况随时召开会议），及时分析研判全市天然气供应保

障形势，协调解决重点问题，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

施。

2.编制预案

坚持分级负责、快速响应、保障有力的原则，各区人民政

府以及天然气供气、管输和城燃企业要根据本预案，结合实际

制定本地区、本企业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预案，明确各级应急

响应情况下具体压减清单，同时要定期组织应急保障演练，切

实做到反应灵敏，处置得力。

各区人民政府应急预案报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备案，天

然气供气企业、管输企业的应急预案报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

和所在区人民政府备案，城燃企业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区人民政

府和市住建局备案。

3.宣传引导

各区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供气企业、管输企业和城燃

企业要按照我市新闻舆情引导工作要求，进一步拓展宣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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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然气供应保障舆情及时正面发声，加强引导，防止不良炒

作。

4.信息报送

各区人民政府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有关部门、上游供气、

管输企业和城燃企业要分析研判天然气供应、需求形势，各区

能源局定期向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报送保暖保供信息；按照

国家、自治区要求，在供暖季向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报送天

然气保暖保供日报，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

5.督促检查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各区人

民政府、各有关企业制定（修订）天然气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定期论证应急预案的可靠性，确保应急预案可行、有效。各区

人民政府要督促供用气企业细化应急预案，切实把天然气供应

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三）要素保障

1.通信保障

市专项工作协调办公室成员单位要加强通讯联络，确定值

班人员及联系方式，各供用气企业要建立 24小时值班制度，确

保通讯畅通。

2.物资保障

有关天然气管输、城燃、储气设施运营企业要切实加强应

急物资和装备储备工作，明确储备种类、数量、储备地点，制

定相应调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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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保障

有关天然气管输、城燃、储气设施运营企业要加强综合调

度及调峰储备，强化应急队伍建设，配备专业技术设备，确保

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五、附则

根据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及修订、天然气供应

相关政策调整、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预案实施过程

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出现的新情况，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完

善。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天然气保障应急信息报告表

2.天然气保障应急响应备案表

3.应急储气资源动用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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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天然气保障应急信息报告表

报告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上报单位（部门）

发生紧急事件时间

事件影响范围

事件产生原因

事件处置情况

需要协调解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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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然气保障应急响应备案表

上报单位（部门）

应急事件情况

主要影响范围

事件处置情况

本地区应急响应

备案等级

备案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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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应急储气资源动用备案表

上报单位（部门）

应急事件情况

主要影响范围

本地区城燃企业年用

气量 5%应急储备能

力动用情况

本地区政府 3天应急

储备能力动用情况

备案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