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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44/T 1796《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目前分为5部分： 

——第 1部分：平台构建； 

——第 2部分：岗位设置与业务运行； 

——第 3部分：信息发布与传播； 

——第 4部分：预警信息（发布/传播）数据规范； 

——第 5部分：预警信息（部门对接/采集）数据规范。 

本部分为DB44/T 1796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广东省气象局提出。 

本部分由广东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0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东省气象局、广东省防雷中心、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阳江市气象局、

广东省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邹建军、黄智慧、周武、梁淑敏、盛安、顾红兵、朱江文、郑延庆、陆文、

王娟、胡葳、陈多、张毅。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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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                         

第 2 部分：岗位设置与业务运行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业务运行模式、岗位设置与规范、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 

本部分适用于广东省内县级及以上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44/T XXXX.1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建设规范  第1部分：平台构建 

3 术语和定义 

DB44/T 1796.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业务运行模式 

4.1 模式类型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业务运行模式分为： 

a) 充分集约型（简称“一模”）：负责统一发布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类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及经政府授权的其它预警信息，含应急指挥职能，实行集中式办公，工作平台在政府

或气象部门，机构编制人数市级不少于 30人，县级不少于 20人。 

b) 适度集约型（简称“二模”）：负责统一发布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实行部分集中式办

公，工作平台在气象部门，机构编制人数市、县级不少于 12人。 

c) 整合集约型（简称“三模”）：负责发布气象灾害类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分散式办公，工作平台

在气象部门，机构编制人数市、县级不少于 6人。 

4.2 基本职能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基本职能是： 

——统一发布预警信息； 

——按照信息录入、确认、审核、发布、传播和评估等业务扁平化管理； 

——建立健全“报得早、审得快、发得出、传得畅、收得到、用得好”发布体系，确保信息

发布及时高效； 

——县级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的指挥区同时具备应急指挥中心和灾害治理指挥等功能。 

4.3 模式功能区 

4.3.1 模式功能区构成 



DB44/T 1796.2—2016 

 

三种业务模式的功能区设定相同，功能区设定应包括指挥区、联动区、审核区、发布区、传播区。

指挥区功能根据当地特点与实际业务有所区别。 

4.3.2 模式功能区功能要求 

1.1.1.1 4.3.2.1  指挥区 

指挥区的功能应包括： 

——召集相应的指挥部成员单位进行预警信息会商、研判，决定预警信号级别并发布预警

信号。“一模”还应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纵向与各级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相联，横向与应急委成员单位互联互通。“一模”还应实

现灾害发生现场或应急现场信号信息接入指挥区大屏。 

1.1.1.2 4.3.2.2  联动区 

联动区的功能应包括： 

——负责协调相关应急委成员单位及时提出预警信息发布申请； 

——及时通知协调相关单位启动应急响应开展联动服务工作； 

——提供决策辅助信息； 

——建立各联动单位应急业务终端，实时监测、汇总突发事件发生发展、应急响应处置、

信息交换。 

1.1.1.3 4.3.2.3  审核区 

审核区的功能应包括： 

——建立扁平化、严谨规范的签批审核流程； 

——审核各相关应急委成员单位提交的预警信息发布申请； 

——核定预警信息级别、发布内容。 

1.1.1.4 4.3.2.4  发布区 

发布区的功能应包括： 

——校对核发后的预警信息审批流程及内容； 

——发布预警信息； 

——监控预警信息发布情况。 

1.1.1.5 4.3.2.5  传播区 

传播区的功能应包括： 

——建立传播预警信息的“绿色通道”，实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对公众传播； 

——协调广播电视、电信运营商等社会传播媒体传播生效的预警信息； 

——收集社会渠道传播统计情况； 

——评估预警信息发布效益。 

5 岗位设置与规范 

5.1 岗位分类 

根据业务运行特点，将岗位分为核心岗位和核心业务辅助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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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岗位设置 

5.2.1 核心岗位 

核心岗位设置见表1。 

5.2.2 核心业务辅助岗位 

核心业务辅助岗位应包括：  

——运维保障岗； 

——应急物资管理岗。 

表1 核心岗位设置表 

功能区 岗位 
类型 

一模 二模 三模 

指挥区 

总指挥岗 √ ○ ○ 

发起单位负责人岗 √ √ ○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中心负责人岗 
√ √ √ 

联动区 
发起岗 √ √ √ 

考务岗 √ √ √ 

审核区 
审核岗 √ √ ○ 

监控岗 √ √ √ 

发布区 
发布岗 √ √ √ 

值班主任岗 √ √ √ 

传播区 
通管岗 √ √ ○ 

评估岗 √ √ √ 

√为必备要素；○为可选要素。 

5.3 岗位规范 

5.3.1 核心岗位规范 

核心岗位规范见表2～表12。 

表2 总指挥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求 具有一定的应急工作经历或受过应急指挥的培训，一般应由属地党委、政府决定 

主要职责 

全权负责应急事件处置的指挥工作 

负责启动与终止应急预案 

负责下达应急事件处置的各项命令 

负责组织、指挥突发事件的处理 

工作内容 

协调和监督突发事件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根据事件发展的动态，听取专家意见，优化现场处置方案 

参与审定授权对外发布的信息，根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提出完善现场处置的意见和建议，组织现场处置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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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发起单位负责人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有一定的应急工作经历或受过应急指挥的培训，一般应由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突发事件时执行指挥部决定 

负责下达给各级人民政府、协调调度应急队伍和资源配置，包括抢险救灾、医疗救护、保卫和救

援物资、善后处理等工作 

负责向总指挥长报告汇总信息 

工作内

容 

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事件的指挥工作 

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事件的内外协调工作 

参与现场处置方案制定 

参与突发事件发布时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措施并组织实施 

传达和监督各部门执行总指挥命令情况 

表4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负责人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有一定的应急工作经历和熟悉预警信息的发布流程，一般应由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负责人

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应急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执行指挥部决定 

负责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发布工作 

负责联系上级、平级人民政府联系等工作 

负责向总指挥长报告汇总信息 

工作内

容 

协助总指挥组织开展应急工作 

参与突发事件发布时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措施 

组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发布工作 

协助总指挥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协调、处置 

传达和监督各部门执行总指挥命令情况 

表5 发起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通过培训，取得预警员资格证的人员 

主要职

责 

负责起草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负责预警信息录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工作内

容 

起草预警信息 

将起草好的预警信息程领导签发 

将预警信息按规范录入统一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平台 

跟踪预警信息发布情况 

https://www.baidu.com/s?wd=E%10�F�%05G%04%01G��&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PHFBPWnznjb3nHcLnAn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D3PWD1n1fsPHc4PjDsnHm3P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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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考务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熟悉应急事件的处置，具有组织计划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等，一般应由政府应急办人员或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中心相关管理人员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中心综合办公、政务、排班、考勤等协调管理 

工作内

容 

协调值班主任开展工作 

督促预警发起单位及时提交预警信息发布申请 

及时协调启动应急响应开展联动服务 

表7 审核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熟悉应急事件的处置和应急事件的管理，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应由政府应急办人员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审核、签批对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 

工作内

容 
审核各应急委成员单位的发布申请，以及预警信息发布级别、范围、内容的审核 

表8 监控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通过培训，取得预警员资格证书人员 

主要职

责 
负责监控对外发布的预警信息 

工作内

容 

监控跟踪预警信息发出后用户及终端的接收情况，保障预警信息在各渠道的发布正常 

及时终止错误预警信息发布 

统计各渠道发布结果数据 

表9 发布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通过培训，取得预警员资格证书人员 

主要职

责 

负责对外发布预警信息 

负责对已通过审核的预警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或制作加工 

工作内

容 

加工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各渠道的预警产品的表现方式适配正

确 

对外发布加工好的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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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信运营商和广播、电视台等传递预警信息 

表10 值班主任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熟悉应急事件的处置和应急事件的管理，熟悉预警信息的发布流程，需八年以上工作经验，应

由政府应急办人员、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任或副主任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各渠道预警信息发布的把关和核发 

负责管理中心各业务正常运行 

工作内

容 

管理中心各项业务工作 

审核预警信息的发布范围、发布渠道等 

核定各渠道对外发布的预警信息 

表11 通管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有组织协调能力，表达能力，熟悉广播电视，电信运营商管理规范，应由通管局、广播电视

管理局人员担任 

主要职

责 
负责协调、监督社会渠道传播预警信息 

工作内

容 

协调、监管通信运营商和广播、电视台等社会媒体快速传播预警信息。 

跟踪通信运营商和广播、电视台等落实预警信息发布情况 

表12 评估岗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从事五年以上灾害评估工作，或应急专家库人员 

主要职

责 
负责跟踪评估预警信息传播和防灾减灾效益 

工作内

容 

及时跟踪评估预警信息传播和防灾减灾效益 

向总指挥报告评估结果 

5.3.2 核心业务辅助岗位规范 

核心业务辅助岗位规范见表13~表14。 

表13 运维保障岗位规范 

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备计算机或网络工程师以上职称，或从事网络管理 3 年以上工作经验 

主要职

责 
负责保障应急会议期间设备、数据运行正常 

工作内

容 
在应急指挥过程中，做好信息调度，视频直到现场调试、连通，保障各种资料和通信正常传输 

表14 应急物资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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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任职要

求 
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熟悉计算机操作 

主要职

责 
负责应急物资管理、后勤保障等 

工作内

容 
召开应急会议时车辆、发放应急物资、停电时启动备用电源等 

6 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 

6.1 “一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 

6.1.1 业务流程图 

“一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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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岗

审核岗

值班主任岗

发布岗

不通过

通管岗

监控岗 评估岗发布渠道 

考务岗

预警信息

总指挥

责任单位、责任人

响应预案

公众

通过

启动应急

 

图1 “一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 

6.1.2 流程执行 

6.1.2.1  发起岗应做好突发事件的监控工作，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应向考务岗提出预警信息发布

申请或提出应急响应申请。 

6.1.2.2  考务岗接到预警信息发布申请或应急响应后，应及时通知协调相关单位启动应急响应开

展联动服务工作；预警信息交应由审核岗审核。 

6.1.2.3  应急响应由总指挥岗组织各部门会商后，总指挥签发后，应交值班主任岗安排发布岗将

领导命令发布给各相关单位、责任人，落实应急预案。 

6.1.2.4  值班主任岗应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总指挥岗，安排监控岗做好监控工作，评估岗

应做好评估工作。 



DB44/T 1796.2—2016 

 

6.1.2.5  预警信息由审核岗审核后，应交由值班主任岗校核，由发布岗对外发布，通管岗应协调、

监管通信运营商和广播、电视台等社会媒体快速传播预警信息。 

6.1.2.6  监控岗应实时监控发布预警信息情况，将发送情况及时反馈给值班主任岗。 

6.1.3 流程结束 

6.1.3.1  评估岗应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后的效益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值班主任岗。 

6.1.3.2  对于发布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应由专人负责归档，建立工作日志，以便追溯。 

6.2 “二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 

6.2.1 业务流程图 

“二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见图2。 

发起岗

审核岗

值班主任岗

发布岗 通管岗

监控岗 评估岗

受众

发布渠道 

考务岗

预警信息

通过

不通过

总指挥岗

发起部门联动

 

图2 “二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 

6.2.2 流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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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发起岗应做好突发事件的监控工作，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向考务岗提出预警信息发布申

请。 

6.2.2.2  考务岗接到预警信息发布申请后，应及时通知协调相关单位启动应急响应开展联动工作，

预警信息交由审核岗审核。 

6.2.2.3  预警信息由审核岗审核后，应送值班主任岗校核，由发布岗对外发布，通管岗应协调、

监管通信运营商和广播、电视台等社会媒体快速传播预警信息。 

6.2.2.4  监控岗应实时监控发布预警信息情况，将发送情况及时反馈给值班主任岗。 

6.2.3 流程结束 

6.2.3.1  评估岗应做好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值班主任岗。 

6.2.3.2  对于发布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应由专人负责归档，建立工作日志，以便追溯。 

6.3 “三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 

6.3.1 业务流程图 

“三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见图3。 

发起岗

值班主任岗

考务岗

通过

发布岗

不通过

监控岗 评估岗

受众

发布渠道                           

 

图3 “三模”岗位联动的业务流程图 

6.3.2 流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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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发起岗应做好突发事件的监控工作，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应向值班主任岗提出预警信息

发布申请。 

6.3.2.2  值班主任岗接到预警信息发布申请后，审核后应交由考务岗组织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6.3.2.3  发布岗对外发布预警信息。 

6.3.2.4  监控岗应监控预警信息发布状态，及时将发送情况反馈给考务岗。 

6.3.3 流程结束 

6.3.3.1  评估岗应做好评估工作，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考务岗。 

6.3.3.2  对于发布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应由专人负责归档，建立工作日志，以便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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