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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府規〔2019〕 5号

肇庚市人民政府美子印友 《肇庚市気象実害

防御規定》的通知

各芸 (市 、区)人民政府,肇仄高新区管委会,肇皮新区管委会 ,

市政府各部 11、 宣属各単位 :

《肇仄市気象文字防御規定》已盗2019年 2月 12日 十三届

68次市政府常券会洪常袂遭辻,現 FF友分休11,清汰真貫御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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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庚市気象実害防御規定

第一章 思 興暉

第一条 力防御気象史害,保障人民生命和財声安全,促逃

埜済社会可持致友展,根据《中学人民共わ国気象法》《気象文

字防御条例》《片末省気象管理規定》《片末省気象文書防御条

例》《片末省気象文字防御重点単位気象安全管理亦法》《片末

省突友気象文字預警信号友布規定》等有美法律法規的規定,結

合本市共昧,+1定本規定。

第二条 本規定近用千本市行政区域内気象史害的預防、監

淑|、 預警和皮魚炎畳等防御活功。

本規定所称気象史害,是指台八、暴雨、寒潮、大八 (合九

巻八、雷雨大八 )、 大雰、雷屯、沐雹、霜沫、高温、千早、低

温 (水凍 )、 友羅等造成的文字。

因気象因未作用引友的水早史害、地反史害、森林火史等気

象次生、行生文字的防御,依照本規定執行;有美法律、法規対

気象次生、行生史害的防御已有規定的,炊其規定。

第二条 気象文字防御実行以人力本、科学防御、政府主早、

部11咲功、社会参寺的原スl。

第四条 各象人民政府泣当カロ張対気象文字防御工作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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鉄、頷早和177調 ,建立健仝樵定増掟的財政投入机tll,者気象夫

害的防御幼入本象国民鋒沸利社会友晨規刻,所需埜費幼入本坂

財政年度預算。

各坂気象主管机杓在碗保公益性気象元僕服券的前提下,可

以依法升展気象有僕服芥。

第五条 各象気象主管机納在上象気象主管机柏和本象人

民政府頷早下,久 責本行政区域内史害性夭気的監淑|、 萩扱、預

警、信息友布以及気候可行性発逓、気象史害八隆坪借、人工影

噛夭気等其化有美気象文字防御工作;其化有美部11依照各自取

責分工,共同倣好気象文字防御工作。

教育部11鹿 当根据預警坂男1及叶友出停渫il■知,姐鉄倣好教

育系坑的防文工作。

公安部 11皮 当久責史区的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象伊エ

作,IVI助 姐鉄史区群炎緊急紫移。

庄急管理部11庄 当1/1瀾 指早受文群余特移安畳,倣好受史群

企救助工作,井接照規定倣好文情核査、え情信息友布工作。

自然資源部日泣当須鉄升展地反夫害監淑|、 預防工作。

工生健康部日鹿当姐鉄升晨医庁工生救援工作,宣借防病救

文工生知沢。

交通近輸部11鹿 当仇先近送救史物姿、没各、方物、食品,

及叶拾修被段的道路交重没施。

水不1部 11鹿 当坑等協調主要河流、水庫的水量凋度,升展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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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抗早防スエ作。

友立友村部 11皮 当姐鉄升展水立抗史救文わ水立生声技木

指早工作。

城市妹合管理部 11庄 当保障市攻公用没施的安全近行,倣好

公共場所、道路村木的堆伊、カロ固和防止雷書工作。

供屯、通信部11庄 当姐鉄倣好供屯、rin信 泣急保障工作。

海事部日泣当指早、督促近輸船舶落共文字夭気防疱措施 ,

象伊水上交通秩序,及叶姐奴水上救助。

第六条 各奴人民政府及共有美部11泣 当釆取多紳形式,向

社会宣借、普及気象文字防御知沢,増強社会公炎防御気象実害

意沢,提高避隆、邁文、自救、互救等鹿急能力。

学校泣当升展気象史害防御和泣急自救知沢教育,井定期姐

鉄演珠。教育、気象等部11鹿 当対学校升晨的気象史害防御教育

逃行指早和監督。

第七条 各坂人民政府泣鼓励和支持気象文字防御的科学

技木研究,推声先辻的気象文字防御技木,提高気象文字防御的

科技水平。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共化姐鉄有文券配合有美部11升展気

象文字防御工作,在気象史害友生后,実施自救互救。

各坂人民政府反対在気象文字防御工作中倣出突出貢献的

単位和企人分予表彰和失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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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御規剣和預防措施

第九条 晏象以上人民政府泣当姐鉄有美部日,根据有夫法

律法規、上一致人民政府的気象文字防御規え1和本地気象文字八

隆区え1,端 lll本行政区域的気象文字防御規え1。 気象文字防御規

刻的相美内容鹿当幼入城多規刻。気象史害防御規え1庄 当包合以

下内容 :

(一 )気象実害防御的指早思想、原只1、 曰林和任券 ;

(二 )気象史害現状ヽ友晨迄勢預淑1和調査汗借 ;

(三 )気象史害易友区域か易友叶段、重点防御区域及没防

林准 ;

(四 )気象史害防御工作机tll和部11取 責 ;

(ェ )気象文字防御浚施建没項目;

(六 )気象史害防御的保障措施。

第十条 各坂人民政府泣当姐鉄気象主管机胸和其化有美

部日tll定 気象文字防御泣魚預案,建立由政府姐鉄lII調 、部日分

工負責的気象史害鹿急丈畳机tll。

有夫部 11反 当根据気象文字防御規え1和 気象史害防御鹿魚

預案,tll定或者完善本部11相反的気象文字防御泣急た五預案 ,

扱本象人民政府各案。

水庫、重要堤防及其化易受気象史害影噛的重点工程項目的

管理単位鹿当端tll相反的気象史害鹿急丈畳萩案,扱主管部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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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管41枚的其化机美批准。

各坂人民政府及共有美部日泣当接照気象文字皮魚預案,定

期_l■ 鉄演妹井升展気象文字防御措施、没施栓査。

姜象以上人民政府泣当_a■ 鉄気象主管机杓等部日碗定気象

文書防御重点単位 ,井 向社会公布。気象文字防御重点単位泣当

根据相美規定履行気象文字防御取責。姜象以上人民政府及共有

美部日泣当カロ張対気象文書防御重点単位的監督栓査。

第十一条 具象以上人民政府泣当姐鉄気象主管机柏和有

美部日升展気象文字普査,建立気象史害信息数据庫,井力公余

査洵提供便オl。

第十二条 各象気象主管机杓泣当依法姐鉄対城多規表1、 重

点飯域或者区域友展建没規災1逃行気候可行性浴江。

重大基袖没施、人員密集的公共建筑和大型太陶能、ス能等

気候資源升友不1用 項 目的可行性研究扱告或者項 目申清材料泣

当包合当地気象部日提供的気候可行性遊逓扱告。

第十三条 各象人民政府皮当カロ張気象史害監淑1預警系坑、

預警信息借播系坑和庄魚気象服券系坑等気象文字防御没施的

建没。

易受気象史害影噛的易燃易爆場所、危隆化学品企庫、江河

湖泊、交邁千銭、水立因区、生恣林区,以及学校、医院、港口、

キ靖、■共、大型商場、声場、旅洋景区、八景絡姓区等人員密

集場所 (区 域 ),座 当没立気象文字監淑|、 預警信息接牧和播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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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没施,井碗保有美没施的正常近行。

第十四条 各坂人民政府泣当カロ張易受台八、暴雨等気象史

害影噛区域的堤防、避八港、防伊林、山塘、水庫等防御没施建

没。

易受台凩史害影哨区域建 (柏 )筑物的建没庄当符全国家規

定的逸址林准和抗八林准。

第十五条 任何単位和企人不得侵占、抜毀気象文字防御没

施。

禁止在気象探淑1不境保伊疱国内よ事危害気象探淑1不境的

行力。住房城多建没、自然資源等行政管理部日在常批可能影噛

気象探淑1不境和没施的建浚項目叶,泣 当依法事先征得気象主管

机柏的同意。気象探淑1不境わ没施因不可抗力遭受破杯叶,当地

人民政府鹿当釆取緊急措施,姐鉄力量逃行修隻,碗保気象探淑|

浚施正常近行。

第十六条 未笙依法批准,任何姐鉄或者企人不得辻移気象

台靖或者没施。碗因実施城多規支1或者重点工程建没需要辻移気

象台堵或者浚施的,鹿 当依法扱姿有常批杖的気象主管机杓批

准。姿批准辻移的,辻建費用由建没単位承担。

第三章 監測、預警和信息友布

第十七条 各象人民政府庄当姐鉄気象、水不1、 自然資源、

水立、林立、交通近輸、生恣不境、鹿急管理、供屯等部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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気象史害監淑1図絡和気象夫害信息共享机tll。 気象史害監測口絡

成長単位泣当依照各自取責,カロ張気象文書服踪監淑1,及叶提供

雨lll、 八情、早情、水情、地反隆情、森林火隆等寺気象史害有

美的上淑1信息。

各坂人民政府皮当根据気象実害防御的需要,カロ張気象文字

朱合監淑1没施建没,完善気象史害監淑1体系。

第十八条 各象気象主管机杓鹿当会同或者配合水不1、 自然

資源、鹿魚管理、友並、林立、交逍近輸、生恣不境、工生健康、

供屯等相美部日,分男1建立水早史害、地反史害、森林火史等寺

並預警系坑,預防友生気象次生、行生史害。

第十九条 各坂気象主管机胸庄当カロ張史喜性夭気的監淑|、

預警的管理工作,完善史害性夭気的預警信息友布系坑,提高文

字性夭気預警信息的准碗率、叶妓性。

各象気象主管机胸所属気象台堵皮当根据気象文書監淑1信

息,及叶、准碗+1作和友布史害性夭気警扱和預警信号,井根据

夭気交化情況,及叶更新或者解除史害性夭気警扱わ預警信号。

其化姐鉄わ企人不得向社会友布史害性天気警扱和預警信号。

文字性夭気預警信号的銘称、圏林、合又,依照国家和省有

美規定執行。

気象次生、行生文字的萩警信息,可 以由有美監測部11会同

気象主管机杓所属気象台堵咲合友布。

第二十条 片播、屯祝、通信、扱妖、国各等媒体鹿当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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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碗播友当地気象主管机柏所属気象台堵宣接提供的道叶気象

史害萩警信
`息

。

当友布橙色等級以上的萩警信号叶,屯祝合除侍播預警信号

外,透要播放預警信号的合又等相美信′息和三防指拝部的防文緊

急通知。

多鎮人民政府、街Iin亦 事炎利村 (居 )民 委員会牧至1当 地気

象台靖友布的気象文字預警信息后,泣 当及叶向本格区公企借

播,井根据気象文字預警信息的等級 ,カロ張文字隆情的聰患羽卜査 ,

井釆取4El鹿 的避隆措施。

公民、法人わ其化姐鉄鹿当主功接牧気象文字預警信′息。

学校、医院、港口、率堵、■共、旅洋景区、ス景名姓区等

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管理単位以及村 (居 )民 委員会泣当碗定気

象文書泣急咲系人,及叶借遊気象台堵友布的気象史害預警信

息,升展防史避文。

第四章 人工影噛天気和雷屯実害防御

第二十一条 各具 (市 、区)人 民政府皮当根据防実城史的

需要,成立人工影噛天気相美机杓,負 責轄区内人工影噛夭気エ

作。

第二十二条 各象気象主管机杓鹿当根据文書性天気上淑|

情況,tll定人工影噛夭気作立方案,扱本奴人民政府批准后姐鉄

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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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実施人工影噛夭気作並鹿当遵守国券院気象

主管机柏規定的作立規疱和操作規程,井 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四条 下夕1建没項目立当依照国家わ省有美規定升

展雷書八隆坪借,碗保公共安全 :

(一 )各地的大型建没工程、重点建没工程 ;

(二 )各美体育場竹、医院、学校、影居1院 、歌舞斤、大型

商場起市、真備、汽車靖、火率堵、港口、4共等人員密集場所 ;

(三 )緊急避准場所、危隆化学品、易燃易爆等爆炸危隆不

境場所 ;

(四 )高晨建 (胸 )筑物和占地面秋在 5000平方米以上的

商住小区、大型公共建筑等建没項目。

第二十五条 新建建 (杓 )筑物、場所、没施、屯子信息系

坑以及共化易遭受雷書的没各没施和場所,要接照国家技木規疱

安装雷屯防伊装置 (以 下筒称防雷装置 ),井々主体工程同時没

汁、同時施工、同時投入使用。

第二十六条 雷屯史害防伊装置浚汁及施工泣当符合国家

規定的防雷技木規疱和林准要求,井姿有管理杖限的部日常核詮

牧:

(一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攻基袖浚施工程防雷装置没汁常

核、浚工詮牧寺可,整合幼入建筑工程施工圏常査、浚工お牧各

案,由住房
～
城多建没部11監管 ;

(二 )公路、水路、鉄路、民航、水rll、 屯ヵ、邁信等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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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没工程防雷管理,由各寺並部日負責 ;

(三 )油庫、気庫、弾方庫、化学品企庫、民用爆炸物品、

畑花瀑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没工程わ場所,雷 屯易友区内的ゲ

区、旅洋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 (杓 )筑物、浚施等需要単独安

装雷屯防伊装置的場所,以及雷屯八隆高且没有防雷林准規疱、

需要逃行特殊浴江的大型項目,由 気象部11負 責防雷装置没汁常

核わ浚工詮牧十可 ;

(四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攻基袖没施工程中合有油庫、気庫、

弾方庫、化学品企庫、畑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附属工程的,

共主体工程納入建筑工程施工圏常査、浚工詮牧各案管理,其易

燃易爆附属工程防雷装置浚汁常核和浚工詮牧寺可由気象部日

負責。

第二十七条 已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使用単位泣当倣好日

常象ナエ作,井委托依法具各防雷装置栓淑1姿反的単位Eit行定期

栓測。

防雷装畳栓淑1泣 当毎年 1次。油庫 (堵 )、 気庫 (堵 )、 化

学品生声企立、企庫、畑花爆竹、易燃易爆場所的防雷装畳泣当

毎半年栓淑11次 ;栓淑1不合格的防雷装畳,使用単位鹿当根据栓

淑1単位提出的整攻意兄及叶整茨,碗保浚各、没施的防雷性能安

全有妓。

第二十八条 友生雷屯史害叶,道受雷書的単位或企人皮及

叶釆取近当的救文措施,井在史后 24小叶内向当地気象主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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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被告,井休助気象主管机杓対雷屯文字逃行調査々基定。

気象主管机杓在接至1雷 屯夫害扱告后泣当及叶姐鉄雷屯文

書的調査和基定。

第二十九条 各坂気象主管机胸庄当カロ張対雷屯史害防御

工作的上督栓査,井会同有美部11対可能遭受雷書的建 (杓 )筑

物和其化浚施安装防雷装置提供指早。

第五章 庄急処畳

第二十条 各象人民政府及有美部 11和単位泣当根据文書

性夭気警扱わ預警信号,近叶席功相美泣急預案,依照各自取責

升展相反的皮急炎畳工作,井及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気象史害預警信号友布后,有美部 |¬ 及相美人

員皮当倣好防文反対措施。

(一 )合 八白色預警信号或暴雨黄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日宣借単位泣提示公炎注意防八、防雨 ;

2.海事管理机柏、淮攻部11鹿分男1及叶向近輸船舶和淮船友

布功恣信′息,船舶皮当及叶倣好避八准各 ;

3.相美単位鹿倣好低注、易受洛地区的羽卜水防沸工作。

(二 )台 八藍色萩警信号或暴雨橙色萩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泣杵萩警信号的合叉等相美信息わ主要防

御措施告知市民;

2.水不1工程管理単位対迷至1防洪限制水位的水庫庄‖卜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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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庫容,劇卜滞栞堵要根据共昧情況升机‖卜水 ;

3.海事管理机杓カロ人気象史害信息友布密度,船舶泣当及叶

倣好防台工作 ;

4。 自然資源部 11庄督促地反史害聰恙点上淑1責 任単位カロ張

巡査和没畳警示林志 ;

5。公安、交通近輸部日反対秋水地区実行交通71早或管tll;

6。住建部日鹿席功城市釈沸庄急程序,カロ張疏通地下劇卜水管

道,防止城市内滞 ;

7.相美単位鹿戟移危隆地帯人員和危房居民至1安全場所。

(三 )合ス黄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仝市的幼ノL国 、托ノL所、中小学校泣当停深 ;

2.格 区内有危房区的多鎮人民政府、街道亦事炎鹿及Hf碗定

井公布似向公炎升放的庇伊場所 ;

3.新 日宣借単位負責播扱合八信′息井宣借防伊措施,及叶播

扱停深Iin知 ,向公炎公布皓吋庇ナ場所的地点,民攻部日負責栓

査対公A升放的怖叶避隆場所 ;

4.街道亦事炎負責姐鉄栓査小俎,栓査轄区的防文抗文准各

工作,負 責督促格区皓叶房屋或危房立主,特男1足夭台上搭建的

皓叶房屋、声告、招牌的立主逃行カロ固;

5。海事管理机胸、淮政部日根据台八対轄区水域影噛的程度

席功皮急預案,船舶泣及叶逃捧安全水域防合遊八 ;

6.城市妹合管理部11負 責路灯,住建、水利等相美部11久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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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卜水口的防八防暴雨工作 ;

7.其化同台八正色預警信号。

(四 )台八橙色預警信号或暴雨生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 学校停渫,学校負責対已Fll迷 学校学生的安全保伊 ;

2.人 員留在安全地方哲避 (拾隆救文人員除外 );

3.住宅小区物立管理公司負責栓査小区内有悩土培わ山泥

仮汚聰恙地段,桂 出警戒林志井負責疏散、特移右美人員;

4.升放所有的庇伊場所,危房内的居民装移rll庇伊場所,所

在地政府負責姐鉄落共,民攻部日負責栓査和落共庇伊場所里庇

伊人員的生活物姿 ;

5。各単位的拾修、拾隆仄伍集合候命 ;

6.受 合ス、洪水影噛地区的所有単位姐象本単位的防八、防

洪拾隆工作,水庫下落或受堤国内保伊的単位要指派寺人牧看、

牧折屯祝、声播屯合友布的防八防汽通告,及叶姐鉄緒移人員わ

物姿 ;

7.共化同台八黄色預警信号。

(五 )台 八生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公安部 11姐 鉄力量,協助指拝人員疏散,象伊治安秩序 ,

友生史情叶,席 勁公安部11的 防御気象文字鹿急預案 ;

2.交通近輸部 11停止滑江路段
～

郊区的/AR共汽車交通服券 ,

根据市三防恙指拝部友布的防八通告分除段停止公共交遭服券 ,

席功交通防御気象文字庄急預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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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 屯部11祝実昧lll況 断升対行人有危隆的部分屯源,席 功

供屯防御気象文字庄急預案 ;

4.其化同合八橙色預警信号 ;

5。 台八黄色、橙色、江色或者暴雨生色預警信号生妓期日,

除始需在蘭的工作人員外,用 人単位鹿当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

反、防夫避史需要等lll況安羽トエ作人員推退上班、提前下班或者

停工,井力在蘭工作人員以及因夭気原因滞留単位的工作人員提

供羹要的iFL隆措施。

過Fll板端人気叶,各学校校長、幼ノL国 国長在碗保安全情況

下可自行決定停渫。

渡口近菅人在大雨、大雰、暴雨等悪劣夭気危及渡近安全叶,

鹿当哲停渡近,井及叶向公企友布停渡Iiltt。

(六 )寒々黄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泣提示公企注意添衣保暖;

2.友立友村部11及有美よ立人員鹿倣好相美防寒措施。

(七 )寒々橙色或笙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日宣借単位鹿提示公炎 (尤其足老弱病幼人群 )注意防

寒保暖;

2.水立、林立、畜牧立、泣立等要私板釆取防霜沫和水沫措

施,尽量減少寒害抜失 ;

3.鹿 魚管理部 1可 泣協調指早各地升放庇伊場所供有需要的

人員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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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雷雨大八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侍単位泣提示公炎雷暴友生叶,不要在大村、屯銭

粁、塔吊下等地方停留,不要使用元銭屯活,以免道受雷書;

2.切 断寛虹灯招牌及危隆的室外屯源 ;

3.停止各美露夭集体活功,立即疏散人員;

4.高 杢、水上、ヂ野等声外作立人員停止作並,危隆地帯人

員撤高;

5。相美泣魚炎畳部日和拾隆単位随叶准各虐功拾隆皮魚方

案。

(九 )大雰黄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交通近輸、公安等部日カロ張対高速公路、蛯渡■共的巡辺。

(十 )大寡橙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泣提示公企波雰使杢気反量明呈降低,指早

公炎近当防ク ;

2.交通近輸、公安、海事等部11釆取必要措施,碗保高速公

路、乾渡■共的交Iin安全。

(十 一)大雰生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皮カロ張宣侍波雰対人体健康的影噛,指早公

炎近当防伊 ;

2.交ミ近輸、公安等部日釆取有rll措施象持受張波雰影噛地

区的高速公路和4共秩序。

(十二 )高温黄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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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 日宣侍単位鹿提示公炎 (尤其足老弱病幼人群 )注意防

暑降温,避免掟叶同声外或者高温条件下作並,井カロ張防署降温

保健如沢的宣借 ;

2.供 屯、供水等部11庄倣好用屯、用水的准各工作。

(十 二)高温橙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供 屯部11鹿注意防疱因用屯量辻高,屯銭、交圧器等屯カ

没各負載大面31友人実 ;

2.有美部11反 落美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督促声外或者高温条

件下的作立人員釆取羹要的防伊措施 ;

3.新 日宣借単位泣か張防署降温保健知沢的宣借,指早/AN介

(尤其足老弱病幼人群)尽量避免午后高温叶段的声外活功,井

釆取羹要的防伊措施。

う     (十 四)高温笙色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鹿提示公企注意防署降温,自 夭尽量減少声

外活功,建洪停止声外露夭作立 ;

2.有美部11要高度注重防疱火夫,供屯、供水、工生等部日

倣好各項泣急工作 ;

3.共化同高温橙色預警信号。

(十五 )友羅夭気預警信号友布后 :

1.新 同宣借単位泣カロ張宣侍,指早公企適当防伊 ;

2.交通近輸、公安部 |¬ 鹿釆取拮施碗保陪上交Ii■安全。

(十 六)森林火隆預警信号友布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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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並部11要カロ張森林防火宣借教育,カロ大巡山伊林力度 ,

カロ張野外火源管理 ;

2.鹿 急管理部11要充分倣好オト火救史准各,逃入防又火皓哉

状恣;

3.森林火隆橙色預警信号和森林火隆生色萩警信号友布后 ,

泣急管理、林立部11庄提清去級以上人民政府友布命令,在森林

高火隆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第二十二条 水不1、 自然資源、座魚管理、友立水村、林並、

交通近輸、生恣不境、供屯等部日鹿当根据気象史害友生的情況 ,

カロ張気象次生、行生文書的上測和預警工作,井根据相反的鹿魚

預案,在各自取責疱国内倣好気象次生、行生史害的鹿急炎畳エ

作。

第二十三条 気象史害消除后,各坂人民政府相美部11泣 当    、

及叶解除有美鹿急炎畳措施,井 向社会公布。対皓叶征用的単位

わ企人財声,庄 当及叶返透;造成財声損毀或者又失的,依法給

予ネト僕。

各坂人民政府鹿当姐鉄有美部 11対本行政区域内的気象史

害逃行調査坪借,制定悛隻重建汁え1和整茨措施,井扱告上一象

人民政府。

第二十四条 鼓励Ii■辻保険形式提高気象文字防御和実后

自救能力。

気象主管机杓泣当依法力保隆理賠等活功提供気象江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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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者姐鉄有美寺家対気象文字逃行調査基定,提供気象夫害凋

査基定扱告。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二十五条 逹反本条例規定,各坂人民JEX府、気象主管机

杓和其他有美主管部日及共工作人員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由 上坂

机美或者監泰机美責今政正;情市戸重的,対立接負責的主管人

員和其化宣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人分;杓成犯罪的,依法追究fll

事責任 :

(一 )未接照規定え1定気象史害八隆区え1或者碗定気象史害

防御重点区域的;

(二 )未接照規定端tll気象史害防御規刻或者気象史害鹿魚

萩案的;

(三 )未対気象史害防御重点単位逃行監督栓査的;

(四 )未接照規定釆取気象文書預防措施的;

(五 )未接照規定席功気象史害泣魚噛鹿以及未接照規定釆

取泣急措施的;

(六 )牧 rll文書性夭気預警信息后,未采取措施及叶向公A
借播的;

(七 )K晴、慌扱或者玩忽駅守早致重大漏扱、錯扱文字性

天気警扱、気象史害預警信号的;

(八 )其他不依法履行気象文字防御駅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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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逹反本条例規定,有下rll情形え一的,由本坂

人民政府或者上坂机美責今改正,通扱批坪;対立接負責的主管

人員和其化宣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人分;杓成犯罪的,依法迫究

fll事責任 :

(一 )未接照気象探淑1不境保伊要求,檀 自批准在気象探淑|

不境保伊疱曰新建、茨建、横建建没工程,危事気象探測不境的;

(二 )在規え1端制和項目立項叶,未坑等考慮気候可行性和

気象文字的八隆性,声重影噛重要没施わ工程項目的。

第二十七条 逹反本条例規定,有下夕1情形え一的,由各象

人民政府、気象主管机杓或者其化有美主管部11責今改正;情市

戸重的,対立接負責的主管人員わ其化宜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炎

分;胸成逹反治安管理行力的,由公安机美依法給予炎罰;杓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fll事 責任 :

(一 )不服よ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有美部11友布的気象史害庄

急炎畳決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実施其依法釆取的気象史害鹿急

措施的;

(二 )托ノL所、幼ノL困 、中小学校Iit反本条例規定,泣 当停

渫而未停深的;

(三 )新建、政建、♯建建 (杓 )筑物、場所或者没施的雷

屯防伊装五,未接照規定々主体工程同時没十、同時施工、同時

投入使用的;

(四 )抜段或者檀自移功気象文字防御警示林恙、警示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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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片播、屯祝、扱妖、回客等媒体或者逍信近菅単位未

接照要求向公炎特播史害性夭気警扱、気象史害萩警信号的;

(六 )対重大気象史害購扱、慌扱、施延不扱或者阻撓気象

史害調査、事故基定的;

(七 )未接照規定釆取気象文書萩防措施,造成芦重后果的;

(八 )気象史害防御重点単位未履行気象文字防御取責的。

第七章 附 llJ

第二十八条 本規定自2019年 5月 1日 赳実施。

附件:肇友市気象史害預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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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肇庚市気象実害預警信号

―、台風預警信号

台八預警信号分五象,分男1以 白色、

色表示。

(― )台 ス台色預警信号。

藍色、黄色、橙色和生

合叉:48小 叶内杵受合八影噛。

防御指71:

1.逃入台八注意状恣,警暢台八対当地的影噛。

2.注意Ei■辻気象信息借播渠道了解合ス的最新情況。

(二 )台スエ色預警信号。

合又:24小 叶内杵受合八影噛,平均八カ可迷 6坂以上,

或者眸八 8級以上;或者已径受合八影噛,平均スカカ 6～ 7坂 ,

或者眸八 8～ 9象井格持象。

防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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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逃入合八戒各状恣,倣好防御合ス准各。

2.注意了解合八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美部日防御合八通知。

3.カロ曰日宙和板房、鉄皮屋、棚架等皓吋搭建物,妥善安畳

室外招畳物和愚桂物。

4.海水未殖、海上作立人員鹿当道Hf撤高,船舶鹿当及叶回

港避八或者釆取共他il■八措施。

(二 )台ス黄色預警信号。

合又:24小 叶内杵受合八影噛,平均八カ可迷 8級以上 ,

或者眸八 10級以上;或者已墜受台八影噛,平均スカカ 8～ 9坂 ,

或者眸ス 10～ 11坂井杵持紋。

防御指マ|:

1.逃入合ス防御状恣,密切美注合八最新消J息 和政府及有美

部11友布的防御台八通知。

2.中 小学校、幼りL国 、托ノL所鹿当停深,未席程上学的学生

不必要1校上深;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庄当就近至1安全場所哲避

或者在安全情況下国家;学校鹿当妥善安畳在校 (合校率上、寄

宿 )学生,在碗保安全的情況下安羽卜学生高校国家。

3.居 民皮当美緊日宙,妥善安畳室外招畳物和恐桂物,尽量

避免外出;炎子危隆地帯
～
危房中的人員皮当及叶撤高,碗保留

在安全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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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止声外集体活功,停上高空等声外作立。

5。演海浴場、景区、公園、洋示坊庄当近Hf停止菅並,美 岡

相美区域,姐鉄人員避隆。

6.海水界殖、海上作立人員泣当撤高,回港ilt八船舶不得檀

自高港,井倣好防御措施。

7.相美鹿魚炎二部11和拾隆単位か張値班,実叶美注文情 ,

落共反対措施。

(四 )台ス橙色預警信号。

合叉:12小叶内杵受合八影噛,平均八カ可迷 10級以上 ,

或者 F‐l八 12象 以上;或者已埜受台八影噛,平均八カカ 10～ H
坂,或者眸ス 12級 以上井杵持数。

防御指31:

1.逃入台八緊急防御状恣,密切美注合ス最新消′息和政府及

有美部11友布的防御台八Ii■知。

2。 中小学校、幼ノL国 、托ノL所鹿当停深,学校鹿当妥善安畳

寄宿学生。

3.居 民避免外出,碗保留在安全場所。

4.停止室内大型集会,立ヌF疏散人員。

5。演海浴場、景区、/Ak国 、落示場泣当停止菅立,迅速須鉄

人員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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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カロ固港口没施;落実船舶防御措施,防止走錨、招浅和雄

撞。

7.相 美泣急炎畳部 |¬ 和拾隆単位密切監祝史情,倣好泣魚拾

隆救史工作。

(工 )台ス象色預警信号。

合又:12小 叶内杵受或者已埜受合八影噛,平均八カ可Iit

12級 以上,或者已迷 12坂以上井杵持象。

防御指71:

1.Eit入 合八特男1緊急防御状恣,密切美注台八最新消息和攻

府及有美部11友布的防御合八ミ知。

2.中 小学校、幼ノL国 、托ノL所鹿当停渫,学校皮当妥善安畳

寄宿学生;建袂用人単位停工 (特殊行立除外 ),井力滞留人員

提供安全的避八場所。

3.居 民切勿外出,碗保留在安全場所。

4。 当台八中′む径辻叶八カ会城小或者静止一段叶同,泣 当保

持戒各和防御,以 防合八中′む盗辻后張八再菱。

5。相美泣急炎畳部日和拾隆単位芦密上祝史情,倣好鹿急拾

隆救史工作。

二、暴雨預警信号          1
暴雨預警信号分三坂,分男1以 黄色、橙色、生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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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暴雨黄色預普信号。

師 靱
全文:6小叶内本地杵有暴雨友生,或者已径出現明丘降雨 ,

ユ降雨杵持数。

防御指引 :

1.逃入暴雨戒各状恣,美注暴雨最新消息。

2.中 小学校、幼ノL園 、托ノL所鹿当采取道当措施,保江学生

和幼ノL安全。

3.督 襲人員泣当注意Iit路私水和交通阻塞,碗保安全。

4.倣好低注、易済地区的羽卜水防済工作。

(二 )暴雨橙色預警信号。

合又:在辻去的 3小 叶,本地降雨量已迷 50宅米以上,ユ

降雨杵持数。

防御指:|:

1.逃入暴雨防御状恣,密切美注暴雨最新消息。

2.学生可以延退上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泣当就近Fll安

全場所哲遊。

3.哲停声外作並和活功,尽可能留在安全場所哲避。

4.行襲牟輌泣当尽量銃升秋水路段及下況式立交析,避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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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水浸Iit路 ,ilt免杵率輌停放在低注易済等危隆区域。

5。相美泣急炎畳部日和拾隆単位泣当カロ張値班,密切上祝史

情,対秋水地区実行交通疏早和排水防滞;特移危隆地帯わ危房

中的人員Fll安全場所哲ilt。

6。対低注地段室外供用屯没施釆取安全防疱措施。

7.注 意防疱暴雨可能引友的内済、山洪、滑波、泥石流等史

害。

(二 )暴雨象色預警信号。

合叉:在辻去的3小 叶,本地降雨量已迷 100亀米以上,且

降雨格持数。

防御指引 :

1.Iit入暴雨緊急防御状恣,密切美注暴雨最新消り息和政府及

有美部11友布的防御暴雨通知。

2.中 小学校、幼ノL国 、托ノL所鹿当停深,未席程上学的学生

不必Fll校上渫;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鹿当在安全情況下国家或

者就近至1安全場所哲遊;学校鹿当保障在校 (合校率上、寄宿 )

学生的安全。

3.停止声外作立和活功,人員鹿当留在安全場所哲遊;危隆

地帯利危房中的人員鹿当撤高。

4.地鉄、地下商城、地下キ庫、地下通道等地下没施わ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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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埜菅管理単位泣当釆取有妓措施避免和減少抜失,保障人員安

全。

5。対低注地段室外供用屯没施采取安全防疱措施。

6.行襲率柄皮当就近至1安全区域哲避,避免洛率柄停放在低

注易滞等危隆区域 ,女口過芦重水浸等危隆情況皮当立印井率逃

生。

7.相 美皮急炎畳部 11和拾隆単位泣当芦密監祝文情,倣好暴

雨及其31友的内滞、山洪、滑坂、泥石流等文字鹿急拾隆救史工作。

三、高温預警信号

高温萩警信号分三坂,分ガ1以黄色、橙色、生色表示。

(― )高温黄色預警信号。

合又:夭気N熱 ,24小 叶内最高気温杵升至 35℃或者已墜

迷rl1 35℃ 以上。

防御指写|:

1。注意防暑降温。

2.Ii■ 免長叶同声外露夭作立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立。

3.カロ張防署降温保健知沢的宣侍。

(二 )高温橙色預警信号。

師 躙

師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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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又:天気炎熟,24小 叶内最高気温杵升至 37℃ 以上或者

已径迷至137℃ 以上。

防御指引 :

1.倣好防署降温,高温叶段尽量避免声外活功,哲停声外露

夭作立。

2.注 意防疱因屯銭、交圧器等屯力没各負載辻大面:1友 人

実。

3.注 意作息叶同,保江睡眠,必要叶准各一些常用的防署降

温方品。

4.有美単位落共防署降温保障措施,提供防暑降温指早,有

条件的地区升放避暑場所。

5。有美部日鹿当カロ張合品工生安全監督栓査。

(二 )高温象色預警信号。

合叉:天気酷熟,24小 叶内最高気温杵升至 39℃ 以上。

防御指71:

1.釆取有妓措施防暑降温,自 夭尽量減少声外活功。

2.対老、弱、病、幼、率人群釆取保伊措施。

3.除特殊行並外,停止声外露夭作立。

4.単位和企人要特力1注 意防火。

5。有美単位接照駅責釆取防署降温泣魚措施,有条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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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放避暑場所。

四、寒冷預警信号

寒谷預警信号分三坂,分男1以黄色、

(一 )寒今黄色預警信号。

橙色、生色表示。

合又:預汁因々杢気侵費,当地気温在 24小 叶内急居1下 降

10℃ 以上,或者曰平均気温象持在 12℃ 以下。

防御指引 :

1.美注寒々夭気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美部 11友布的防御寒

●Iit知 。

2.注意倣好防寒わ防八工作,居民道叶添友保暖。

(二 )寒今橙色預警信号。

合叉:預汁因々杢気侵費,当 地最低気温格降Fl1 5℃ 以下 ,

或者 口平均気温象持在 10℃ 以下。

防御指引 :

1.密 切美注寒々夭気最新消息和政府及有美部 11友布的防

御寒々通知。

2.居 民尤其足老、弱、病、幼、率人群倣好防寒保暖工作。

3.釆取防寒救助措施,遺叶升放避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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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倣好牲苔、家合的防寒防八,対熱帯、工熱帯水果及有美

水声、友作物等釆取防寒措施。

5。高寒地区泣当釆取防霜沫、水沫措施。

(二 )寒今象色預警信号。

合文:預汁因0空気侵費,当地最低気温格降Fl1 0℃ 以下 ,

或者口平均気温象持在 5℃ 以下。

防御指引 :

1.芦 密夫注寒々夭気最新消息わ政府及有美部 11友布的防

御寒谷通知。

2.居 民尤其足老、弱、病、幼、率人群カロ張防寒保暖工作。

3.釆取防寒救助措施,升放遊寒場所。

4.友立、林並、水声立、畜牧立、交通近輸、供屯等単位鹿

当釆取防寒防沫措施。

5。 相美鹿魚炎畳部 11和拾隆単位泣当倣好史害泣急拾隆救
｀
文工作。

五、大雰預警信号

大雰預警信号分三象,分ガ1以 黄色、橙色、生色表示。

(一 )大寡黄色預警信号

師 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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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12小 叶内杵出現能几度小子 500米的雰,或者已径

出現能兄度小千 500米、大千等千 200米 的寡且杵持数。

防御指マ|:

1.賀 襲人員注意安全,小′む賀襲。

2.机場、軌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4共等笙菅管理単位か

張管理,保障安全。

3.声 外活功注意安全。

(二 )夫寡橙色預警信号。

合文:6小叶内杵出現能兄度小千 200米的雰,或者已径出

現能兄皮小千 200米、大千等子 50米的雰且杵持象。

防御指引 :

1.賀 襲人員皮当控lll率 、船行襲Iit度 ,碗保安全。

2.机場、軌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4共等多菅管理単位釆

取有妓措施,カロ張瀾度指拝,保障安全。

3.減少声外活功。

(二 )夫雰象色預警信号。

師 躙
合叉:2小 吋内杵出現能几皮低千 50米的雰,或者已径出

現能几度低千 50米的雰且洛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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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指引 :

1.有美単位接照行立規定通叶釆取交通安全管tll措施,女口机

場哲停ス机起降、高速公路哲叶封岡、蛇渡哲叶停航等。

2.各炎机功交通工具釆取有妓措施保障安全。

3.賀 襲人員釆取合理行襲方式,井尽快尋伐安全停放区域停皐。

4.遊免声外活功。

六、友霧夭気預讐信号

友羅預警信号,以黄色表示。

合又:12小 叶内杵出現友覆夭気,或者已盗出現友覆夭気

且杵持象。

防御指71:

1.賀 襲人員注意安全,小′む背襲。

2.机場、高速公路、港口4共等盗菅管理単位釆取措施,保

障安全。

3.居 民需遣当防が,戒少声外活功,建袂中小学校、幼ノL困、

托ノL所近叶停止声外活功。

七、雷雨大風預警信号

雷雨大八預警信号分三象,分ガ1以 黄色、橙色、生色表示。

(一 )雷雨大ス黄色預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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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又:6小 叶内本地杵受雷雨天気影噛,平均凩力可迷 6象

以上,或者眸八 8級以上,井伴有張雷屯;或者已笙受雷雨天気

影噛,平均スカ迷 6～ 7坂 ,或者陣八 8～ 9象 ,井伴有張雷屯,

且杵持象。

防御指71:

1.美注雷雨大八最新消息
～
有美防御通郊,倣好防御大八、

雷屯工作。

2.及 叶停止声外集体活功,停上高杢等声外作立。

3.居 民泣当美緊11宙 ,妥善安畳室外招畳物利恐桂物,尽量

避免外出,留在有雷屯防伊装置的安全場所哲遊。

4.公園、景区、落示場等声外場所泣当倣好防伊措施,碗保

人員安全。

5。釆取始要措施,保障易受雷書的没各浚施和場所的安全。

6.机坊、軌道交通、高速公路、港口■共等埜菅管理単位泣

当釆取措施,保障安全。

(二 )雷雨夫ス橙色預警信号。

合又:2小 叶内本地杵受雷雨夭気影噛,平均スカ可迷 8象

以上,或者眸八 10級 以上,井伴有張雷屯;或者已径受雷雨夭

気影噛,平均八カカ 8～ 9象 ,或者陣八 10～ H象 ,井伴有張雷

屯,且杵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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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指71:

1.密切美注雷雨大凩最新消息和有美防御通知,迅速倣好防

御大八、雷屯工作。

2.立 即停止声外活功わ作立。

3.居 民鹿当美緊11宙 ,妥善安畳室外招畳物和恐桂物。

4.居 民鹿当避免外出,近高声外片告牌、棚架、鉄皮屋、板

房等易被大八吹功的搭建物,切勿在村下、屯粁下、塔吊下殊ilC,

鹿当留在有雷屯防伊装置的安全場所哲避。

5。公園、景区、落示場等声外場所鹿当及叶友出警示信息 ,

近叶美岡相美区域,停止菅立,姐鉄居民il■ 隆。

6.在建工地泣当釆取防伊措施,カロ張工棚、脚手架、井架等

没施和塔吊、九日吊、升降机等机械、屯器没各的安全防が,保

障居民安全。

7.机場、軌道交Ii■、高速公路、港口褐共等姿菅管理単位泣

当迅速釆取措施,碗保安全。

8。相美鹿急炎畳部日和拾隆単位密切監祝史Jlt,倣好鹿急拾

隆救史工作。

(二 )雷雨夫ス象色預警信号。

合又:2小 叶内本地杵受雷雨夭気影噛,平均八カ可迷 10

象以上,或者眸八 12象以上,井伴有張雷屯;或者已径受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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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気影噛,平均スカカ 10級以上,或者F_4ス 12級以上,井伴有

張雷屯,且格持致。

防御指71:

1.芦 密美注雷雨大八最新消息わ有美防御通知,迅速倣好防

御大八、雷屯工作。

2.立 印停止声外活功和作立。

3.居 民鹿当美緊日宙,妥善安畳室外招畳物和恐桂物。

4.居 民切勿外出,近高声外声告牌、棚架、鉄皮屋、板房等

易被大八吹功的搭建物,切勿在村下、屯粁下、塔吊下殊避,庄

当留在有雷屯防伊装畳的安全場所哲避。

5。公園、景区、洋示場等声外場所庄当立H「 友出警示信息 ,

立ヌF夫 同相美区域,停止菅立,生鉄人員避隆。

6。在建工地泣当采取防伊措施,カロ張工棚、脚手架、井架等

没施和塔吊、九11吊 、升降机等机械、屯器浚各的安全防伊,保

障人員安全。

7.机場、軌道交Iin、 高速公路、港口4共等径菅管理単位泣

当迅速釆取措施,碗保安全。

8.相美鹿急炎畳部日和拾隆単位密切監祝文情,倣好鹿魚拾

隆救史工作。

八、道路錆球預警信号

道路結沐預警信号分三坂,分男1以黄色、橙色、生色表示。

(一 )道路錯水黄色預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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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又:12小 叶内杵出現対交通有影噛的道路結水。

防御指引 :

1.交通近輸、公安机美交通管理等部 11倣好泣対准各工作。

2.弯 _7t人員注意路況,安全行襲。

(二 )道路発水橙色預警信号。

合又:6小 叶内杵出現対交遭有較大影哨的道路錯水。

防御指マ|:

1.行人出行注意防滑。

2.交通近輸、公安机美交通管理等部日注意指拝和疏早行襲

率柄。

3.賀 襲人員庄当釆取防滑措施,垢よ指拝,慢速行_7t。

(二 )道路錯水象色預警信号。

圏林 :

合又 : 2小 叶内杵出現或者已埜出現対交Iil有役大影噛的道

路結水。

防御指引 :

1.居 民尽量減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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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美部 11遺叶釆取交Iin安全管lll措施,必要叶封岡錯水道

路。

3.相 美泣急炎畳部 |¬ わ拾隆単位密切監祝史情,倣好泣魚拾

隆救史工作。

九、泳雹預警信号

水雹預警信号分二象,分男1以橙色、生色表示。

(― )水雹橙色預警信号。

合又:6小 叶内杵出現或者已埜出現沐雹,井可能造成雹夫。

防御指31:

1.声 外人員及吋至1安全的場所哲遊。

2.妥善安畳易受水雹影哺的室外物品、キ輌等。

3.杵家合、牲畜等走rll帯有頂蓬的安全場所。

4。 相美泣急炎畳部 11和拾隆単位随叶准各席功拾隆鹿魚方

(二 )水雹象色萩普信号。

合又:2小 叶内出現水雹的可能性板大或者已径出現水雹 ,

井可能造成重雹夫。

防御指引 :

一- 38 -―

案。

師鶉

師躙



1.声 外人員立買F至1安全的場所哲避。

2.妥善安畳易受水雹影噛的室外物品、率輌等。

3.杵家合、牲畜等走Fll帯有頂蓬的安全場所。

4.相美庄急た五部 11和拾隆単位密切監祝史情 ,

隆救文工作。

十、森林火陰預警信号

森林火隆預警信号分三家,分ガ1以 黄色、橙色、

(一 )森沐人隆黄色預警信号。

倣好泣魚拾

生色表示。

合又:較高火隆,森林火隆気象等級力三坂,林 内可燃物較

易燃燒,森林火史較易友生。

防御指引 :

1。逃入森林防火防御状恣,有美単位鹿当カロ張森林防火宣侍

教育,普及用火安全指引。

2.カロ張巡山伊林和野外用人的上管工作。

3.邊入森林防火区,注意防火;森林防火区用火要倣好防疱

措施,勿 留火紳。

4.充分倣好オト火救文准各工作。

(二 )森沐え除橙色預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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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高火隆,森林火隆気象等級力四象,林内可燃物容易

燃燒,森林火史容易友生,火勢蔓延速度快。

防御指マ|:

1.邊入森林防火皓哉状恣,有美単位泣当逃一歩か張森林防

火宣侍教育。

2.か大巡山伊林和野外用火的監管力度。

3.カロ張栓査,禁止携帯火紳逃山,芦格管制野外火源。

4.充分倣嬌 卜火救文准各工作。

(二 )森沐え隆象色預警信号。

合又:板高火隆,森林火隆気象等級力五坂,林 内可燃物板

易燃燒,森林火来板易友生,火勢蔓延速度板快。

防御指引 :

1.逃入緊急防火状恣,有美単位カロ張値班凋皮,密切注意林

火信息功恣。

2.逃一歩カロ張巡山伊林,落実各項防疱措施,及叶消除森林

火史聰患。

3.芦格栓査,禁止携帯火紳逃山,片格管tll野 外火源。

4.政府可以友布命令,禁止一切野外用人,芦格管理可能マ|

友森林火史的居民生活用人。

5。倣好オト火救史充分准各工作,森林消防仄伍要芦眸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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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友生森林火史叶要及叶、科学、安全オト救,碗保人民群A
生命財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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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方式:主功公升

抄送:市委各部委亦,市人大常委会亦/Ak室 ,市政協亦/Ak室 ,市先委

監委亦公室,肇仄写分区,市法院,市栓察院,市委仝面依法

治市委員会赤公室,省駐拳各単位,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困体 ,

市属各院校。

挙仄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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