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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名华盛顿州居民用自家房屋取暖油罐中的油取暖。对取暖油罐进行基本监控可以将环境污染、供水威

胁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降至最低。取暖油泄漏产生的烟雾如果得不到解决，可能会对您的健康造成危害。

取暖油罐造成的污染也会降低您的房产价值。

油罐维护的重要性

取暖油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腐蚀，导致泄漏。

取暖油泄漏的清理费用可能很高。

油罐泄漏会污染土壤、附近的地表水、地下水，并

影响空气质量。

根据《州清理法》，《RCW标准毒物控制法案》

(MTCA)第70A.305章的规定，您可能需要对因油罐

泄漏造成的清理和自然资源损害承担责任。生态部

(Ecology)可能会将您的房产列入确认和疑似污染场

地名单(CSCSL)。污染和被列入CSCSL名单会使您的

房产出售变得更加困难。
地下取暖油罐（图片来源：Filco Company, Inc.）。 

如果您的取暖油罐泄漏

1. 从泄漏的油罐中取出所有剩余的取暖油。

一旦发现泄漏，停止自动输送取暖油，并让您

的取暖油经销商将取暖油罐中的所有油抽出。

拖得越久，油污扩散的可能性就越大。

2. 报告取暖油罐释放或泄漏。

• 通过提交全州环境事件报告表(ERTS)向
Ecology报告。联系信息可在该机构的网站上

找到。

如果漏出的油已进入地表水，例如湖泊、河流、小

溪或雨水下水道，您必须立即致电1 (800) 258-5990
通知华盛顿紧急事务管理部。虽然不是强制性，但

如果您的取暖油罐已参保取暖油保险计划，则您也

可以通过潜在理赔通知告知PLIA，或者通过向取暖

油贷款和赠款或技术援助计划提出申请。

取暖油罐 - 说明书

检测取暖油罐故障

• 取暖油罐里有水。水会导致生锈损坏和泄

漏。您可以打电话给服务公司来测试您的油

罐，或者您可以检查您的取暖油罐是否有

水。

• 取暖油液位下降得比预期的要快。仔细监

控您的燃油使用情况，以防发生意外变

化。

• 地下油罐可能有孔而未被注意到。在拆卸

油罐的过程中，承包商可能会发现取暖油罐

上有洞或土壤中有取暖油。

• 蒸汽或取暖油渗入地下室。有时取暖油会

渗入地下室或狭小空隙。您应该定期检查

取暖油罐和维修管道附近区域是否有异味

或明显的泄漏迹象。

切记：需要更密切地关注使用20年以上的取暖

油罐。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A.305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A.305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A.305
https://ecology.wa.gov/Footer/Report-an-environmental-issue/statewide-issue-reporting-form
https://ecology.wa.gov/Footer/Report-an-environmental-issue/statewide-issue-reporting-form
https://ecology.wa.gov/Footer/Report-an-environmental-issue/Report-a-spill
https://plia.wa.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hecking-Your-Heating-Oil-Tank-For-Water.pdf
https://plia.wa.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hecking-Your-Heating-Oil-Tank-For-Wa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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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理取暖油罐泄漏或释放的任何污染物。

您必须清理泄漏造成的污染。虽然这可能费力

费钱，但州法律WAC 173-340-515独立补救措施

要求进行清理。油罐泄漏的取暖油会污染土壤、

附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泄漏也会影响您房产

的空气质量。

寻找专门清理取暖油污染的承包商或顾问。您的

清理工作必须符合州的有毒物质清理标准，WAC 
MTCA第173-340章清理条例。 

5. 保留所有清理记录。

一旦您完成了清理工作，确保从您的承包商或

顾问那里获得一份清理报告的副本。保留该报

告，以便在您计划出售房产时可供其他人使用。

在泄漏的取暖油罐现场挖掘取暖油污染土壤（图片来源：Terracon）。 

4. 拆除或停用取暖油罐。

从泄漏的取暖油罐中抽出取暖油后，您可以将

取暖油罐拆下或就地停用。处理之前，请与当

地的消防队长或消防局长联系，因为每个县都

有自己的要求。

PLIA建议拆除取暖油罐，而不是就地停用。 

• 拆除油罐是确定其是否泄漏的唯一可靠方法。

拆除后可目视检查油罐下方的区域，并可进

行更准确的土壤采样。

• 购房者和贷款机构可能会要求确保房产没有

受到污染。就地停用的油罐可能仍然有污染。

检查期间，如果取暖油罐下有污染，则可能

会延误您的房产交易。

• 无论是拆除还是就地停用油罐，您都有责

任清理取暖油罐泄漏或释放。

地上油罐泄漏（图片来源：马萨诸塞州环境保护部的“马萨诸塞州彭布罗克住宅取暖油释放”
根据CC BY 2.0获得许可）。 

安全须知

• 处理地下取暖油罐很危险。PLIA强烈建议

您聘请有经验的承包商来完成任何需要完

成的工作。

• 在某些条件下，取暖油罐可能会爆炸。在

挖掘坑中作业、切开或搬运重型油罐以及使

用电力设备也会带来风险。

• 切勿进入取暖油罐，即使其已被切开。

• 如果您有未使用的油罐，在重新使用之前

请有资格的专业人员检查一下。

• 切勿将任何东西放入未使用的住宅取

暖油罐，除非该油罐已完全停用。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51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515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515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tank-decommissioning/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tank-decommissioning/
https://plia.wa.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Local-County-Fire-Chief-and-Marshal-List.pdf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ssdep/4601650502/in/album-7215762404691233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ssdep/
https://www.flickr.com/photos/massdep/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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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A可以帮助您支付清理费用，并提供建议和技术

援助。

取暖油贷款和补助计划

该计划以长期低息贷款和补助的形式提供财政援

助。每次申请最高可达$75,000，用于与取暖油

罐相关的清理和基础设施项目。

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将获得小额补助，用于支付初

步数据收集费用，以确定污染程度并制定清理计

划。

清理服务费用取决于油罐大小、位置和处理便利性。

您可要求服务提供商或环境顾问提供的信息包括：

• 资质、承包商执照和专业执照。

• 逐项列出的详细成本估算和待执行工作的合同。

• 符合《RCW标准毒物控制法案》第70A.305章州

和地方清理要求的清理计划。计划应包括拟议

工作的时间表。

在雇用承包商之前，请访问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

网站以获取更多建议。

取暖油保险计划

从地下移出的取暖油罐。

技术援助计划

技术援助计划就您提议或完成的清理活动是否满足

州清理要求提供建议和帮助。要参加该计划，您

必须提交申请，并一次性缴纳$1,300的注册费。

您会收到PLIA的书面意见，说明您的清理工作是

否符合州清理法《WAC标准毒物控制法案》第

173-340章 - 清理的关闭要求。如果PLIA认为清理

符合该州清理法的实质性要求，那么PLIA将向您

提供“无进一步行动”(NFA)意见书。

如果您的油罐投保取暖油保险计划，则您的理赔款

可用于支付技术援助计划注册费。

PLIA鼓励油罐所有者在选择之前调查服务提供商或

环境顾问并询问报价。

对于已经参保的取暖油罐所有者，取暖油保险计划

提供高达$60,000的清理费用。资金用于清理取暖

油罐泄漏造成的污染。如果取暖油罐用于存放取暖

油并且在泄漏发生之前就已参保，则保险公司会承

保。

如果取暖油罐与炉子断开，则您有30个日历日的时

间申请理赔。超过30天窗口期，PLIA不予理赔。 

在房产转让之日起180个日历日内，新所有者可接

受现有保险的转让。

您可以通过PLIA的参保搜索表了解您的取暖油罐是

否已投保取暖油保险计划。您也可以向

pliamail@plia.wa.gov发送电子邮件以寻求帮助。 

对于之前参保的取暖油罐的新所有者，您可以通过

登录在线社区来转让现有保险。

PLIA在线社区中的取暖油保险计划页面。 

PLIA取暖油计划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A.305
https://app.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70A.305
https://lni.wa.gov/licensing-permits/contractors/hiring-a-contractor/hire-smart-step-by-step
https://lni.wa.gov/licensing-permits/contractors/hiring-a-contractor/hire-smart-step-by-step
https://lni.wa.gov/licensing-permits/contractors/hiring-a-contractor/hire-smart-step-by-step
https://plia.wa.gov/technical-assistance-program/
https://plia.wa.gov/forms-documents/heating-oil-technical-assistance-program-hotap-application-agreement/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apps.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73-340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pollution-liability-insurance-program/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pollution-liability-insurance-program/
https://plia.tfaforms.net/63
mailto:pliamail@plia.wa.gov
https://secureaccess.wa.gov/FIM2MFA/sps/sawmfaidp/saml20/logininitial?RequestBinding=HTTPPost&NameIdFormat=Email&PartnerId=https://wa-plia-gov.my.site.com/s/


PLIA 出版编号：03-2018-01（修订时间：2023年2月） 第4 

华盛顿州
污染责任保险机构

电话：(800) 822-3905 
电子邮件：pliamail@plia.wa.gov 
网站：Www.plia.wa.gov 推特：@PLIAWA 

 PLIA在线社区 

在线社区是PLIA基于网络的系统，客户、服务提供

商和环境顾问可以在线查看、上传和批准文件。该

系统提供“实时”信息，您可以随时直接访问。 

要使用在线社区，您必须首先创建安全访问华盛顿

(SAW)帐户。 

4. 您将通过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收到一封电子

邮件。按照该电子邮件中的说明激活您的新

SAW帐户。

5. 进入在线社区链接，

输入您为SAW帐户设

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按“提交”。

创建SAW帐户并访问在线社区： 

1. 转到“安全访问华盛顿”网页：

https://secureaccess.wa.gov/myAccess/saw/
select.do

如果您需要在线社区的帮助，

请致电PLIA，电话：1-800-
822-3905，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pliamail@plia.wa.gov。如

需其他格式的材料，请致电

PLIA，电话：1-800-822-
3905。 

 
取暖油污染责任保险计划页面上的在线社区登录链接。

2. 点击“注册！”按钮。

3. 输入必填项，点击“我不是机器人”按钮，

然后点击“提交”。

中继服务711，或TTY：1-800-833-6388。PLIA还可根

据要求提供语言翻译。

PLIA计划信息 
• 取暖油贷款和补助计划 (HOLG)

• 技术援助计划 (TAP)

• 取暖油保险计划 (HOIP)

PLIA员工联系方式 

• Kim Bzotte，技术援助计划注册、取暖油

保险计划问题和理赔以及在线社区支持

• Jeremy Richtmyre，取暖油保险计划问题

和理赔，在线社区支持，一般取暖油咨询

• Kory Neidich - 取暖油贷款和补助申请

和计划问题

mailto:pliamail@plia.wa.gov
https://plia.wa.gov/
https://twitter.com/pliawa
https://secureaccess.wa.gov/FIM2MFA/sps/sawmfaidp/saml20/logininitial?RequestBinding=HTTPPost&NameIdFormat=Email&PartnerId=https%3A//waplia.force.com/s/
https://secureaccess.wa.gov/FIM2MFA/sps/sawmfaidp/saml20/logininitial?RequestBinding=HTTPPost&NameIdFormat=Email&PartnerId=https://wa-plia-gov.my.site.com/s/
https://secureaccess.wa.gov/myAccess/saw/select.do
https://secureaccess.wa.gov/myAccess/saw/select.do
mailto:pliamail@plia.wa.gov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pollution-liability-insurance-program/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pollution-liability-insurance-program/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loan-and-grant-program/
https://plia.wa.gov/technical-assistance-program/
https://plia.wa.gov/heating-oil-pollution-liability-insuranc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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