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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府函〔2020〕 140号

肇庚市人民政府美子F「友肇庚市

自然実害救助庄急預案的通知

各共 (市 、区)人民政府,肇仄高新区管委会、挙仄新区管委会、

与桂合作特男1拭詮区 (肇仄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 11、 宣属各単

位 :

現格新修資的《肇仄市自然文字救助泣急萩案》印友給休佃 ,

情大真姐鉄実施,執行中過到的同題,清径向市戒文委員会亦公

室 (市泣急局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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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興J

l.1編制目的

建立健全我市反対突友自然文字救助泣急体系和逹行机制 ,

高戒、有序、規疱実施泣急救助,提高泣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

減少人民群余生命財声板失,碗保受文人員基本生活,象学文区

社会穂定。

1.2端制依据

依Ⅸ 中準人民共和国突友事件反対法》《中学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中準人民共和国防震城文法》《中準人民共和国気象法》

《中準人民共わ国慈善法》《中学人民共和国公益事立捐贈法》

《自然文字救助条例》《救文捐贈管理亦法》《片末省突友事件庄

対条例》《片末省防颯防早防八条例》《声末省社会力量参考救文

促逃条例》《片末省自然文字救助亦法》《声末省自然文字救助泣

急預案》《肇仄市突友事件恙体泣急預案》等有美法律法規和文

件,制定本預案。

1.3近用疱曰

本預案遣用千我市行政区域内友生自然文字的市坂泣急救助

工作。

当相今

`市

友生重特大自然文字井対我市造咸重大影噛叶,接

照本預案升晨泣急救助工作。

友生其他炎型炎友事件,根据需要可参照本預案升晨泣急救

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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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工作原只|

(1)以人力本,減少危害。堅持以人民力中′き,把保ク人

民群余健康和生命財声安全作力反魚救助的首要任券,碗保受文

人員基本生活。

(2)統一頷早,社会参寺。堅持わカロ張党対救文工作的集

中坑一頷早,完善党委頷早、政府主早、社会参与、群炎自救的

救文工作机制,充分友拝基晨群奈自治姐鉄和公益性社会俎鉄的

作用。

(3)坑一指拝,妹合咲功。充分友拝市戒実委員会 (以 下

筒称市戒文委 )指早、姐鉄、い凋作用,加張市城文委各成長単

位在自然文字泣急救助工作中的協作和配合,健全坑一指拝、分

工明碗、協調有序、近靖高数的自然文字救助工作机制。

(4)分姐管理,属地力主。市委、市政府在 自然文字泣急

救助中友拝坑箸指早和支持作用,具 (市、区 )、 慎 (街ila)党 委、

政府友拝主体作用,承担主体責任。

2姐象指拝体系

2.1市城文委

市城文委足仝市自然文字救助泣魚鰊合協調机杓 ,負 責姐奴、

頷早仝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い凋升晨重大自然文字救助活功 ,

指早各地升展自然文字救助工作。市減文委咸貝単位接照各 自以

責微好 自然文字救助相美工作。市泣急局承担市城文委日常工作。

主   任:市政府市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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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券副主任:市政府分管副市長。

副 主 任:市政府分管副秘ギK,市泣急局局K。

成   長:市委宣侍部、市委外亦、肇庚年分区哉各建浚

炎、市友茨局 (市根倍局 )、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

公安局、市民攻局、市財政局、市人社局、市資源局、市不境局、

市住建局、市交ill局 、市水利局、市友立友村局、市商券局、市

文片旅体局、市工健局、市泣急局、市市場上管局、市坑十局、

市金融局、市林立局、市地震上測中′む,市気象局、肇仄銀保上

分局、肇仄海事局、肇仄水文分局、式警肇仄支仄、市消防救援

支陳、市科協、市生十学会、声末屯回公司肇仄供屯局、声末三

茂鉄路股分有限公司肇庚率弁段,中 国屯信挙疾分公司、中国移

功挙人分公司、中国咲逍肇人分公司、中国鉄塔挙人分公司等単

位。

市戒実委成長単位取責 :

(1)市委宣借部:負 責協調、指早救文工作新同友布及宣

借技道工作,及 llt正碗引早社会典搭。

(2)市委外亦:負 責在肇受文国外机杓和人員拾隆救実的

協助工作;協凋倣好外国泥者在肇采労技道相美工作。

(3)肇仄写分区哉各建没炎:負 責姐奴協調駐肇部仄和民

兵預各役部陳参カロ拾隆救文,い助地方政府緒移受文群余。

(4)市友政局 (市根借局 ):負 責協助有美部 11争取中央、

省預算内投資資金支持;根据市泣魚局有美市坂救文物姿功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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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接程序姐鉄凋出配送救文物姿工作;保障文区根食市場供泣。

(5)市教育局:負責協調、指早文区倣好受文学校 (不合

技校,下 同 )、 幼ノL園 学生わ教以貝工緊魚装移安畳工作及文后隻

学工作;及吋坑十恨告仝市教育系坑受文情況;協凋右美単位共

同微好文后校合悛隻重建;姐奴、指早各地在枝学生升晨防文城

文知沢宣侍、教育、演妹。

(6)市科技局:負責安劇卜防文城文和重大救文科研項目,

力実区文后悛隻重建提供科技支禅。

(7)市工信局:負 責姐鉄協調救実装各生声供泣;対元銭

屯叛率資源選行坑一配畳和管理,保学相美合法元銭屯叛率使用

安全;及叶坑十根告仝市工立受実情況;協調屯信近菅商、中国

鉄塔挙庚分公司微好文字現場公用逍信国泣急保障工作。

(8)市公安局:負 責実区治安秩序準伊,協助姐鉄実区群

余果急猪移工作;接照泣急噛泣等坂,実施IEI泣交in_姐鉄措施 ,

倣好交通疏早工作,碗保道路交通安全物通;配合4tX好救実工作。

(9)市 民政局:負 責指早各地杵救助后初有生活困yli井符合

条件的受文人員及叶幼入皓叶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疱曰;指早社

会力量参与拾隆救文、救文捐贈等工作;姐鉄対公亦、民亦社会

福利机胸升展防文救文知沢宣侍和演珠工作。

(10)市財政局:負 責減文救文資金的萩算安羽卜、資金抜付 ;

会同市泣急局咲合向省財政斤、省泣急管理斤申情自然文字救助

資金;及叶下抜市坂自然文字生活救助資金,井升晨上督、栓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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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江救文資金迅速到位。

(H)市人社局:負責協凋、指早技工院校微好受実技校学

生和教駅貝工緊急特移安畳及実后隻学工作;協凋有美単位共同

倣好文后校合悛隻重建;微好拾隆救実失励伐待工作;姐鉄、指

早技工院校対技校学生逃行防文城文力沢的宣侍、教育、演珠エ

作。

(12)市 資源局:負 責根据需要及叶提供文区地理信′息数据 ,

微好泣急測公保障;空鉄端制地反文字防治規え1和 防ク林准井指

早実施;姐鉄指早協調和上督地反文字調査坪介及隠患的普査、

洋査、拌査;指早升展群淑1群防、寺立上淑|、 預扱預警等工作 ,

指早升展地反文字工程治理等工作;承担地反文字泣急救援的技

木支禅工作;負責文后国上杢同規畑管理;協助市友政局、文区

政府等制定文后悛隻重建規え1、 十え1和実施方案井上督実施。

(13)市不境局:負責牽共協凋自然文字

`1友

的重大不境事

件調査炎理及重点区域、流域不境汚染防治工作,升晨受文期同

不境上測、友布相夫不境信′息;会同市水rll局 、市工健局微好文

区鉄用水源地不境上測上督;指早升展不境保ク、核泣急知メ宣

借教育及演珠。

(14)市住建局:負 責文后房屋市政工程建浚管理;指早文

区升展因文倒板房屋和市攻/AN用 基拙没施的反量安全基定,以及

文后悛隻重建工程的没十施工等管理工作;根据《住建都 友政委

〈城市社区泣急邊准場所定没林准)(建林 180-2017)》 (建林

-8-



〔2017〕 25号 )要求,明 碗泣急邊准場所定没林准,指早泣急邊

Xli場所的房屋反量安全栓査工作。

(15)市交逍局:負賣姐鉄協凋救文人員及物姿近輸保障 ;

姐奴、指拝、協調拾修抜段的交ill没施;及吋坑十扱告仝市道路

交in_因 文毀損情況,姐鉄協調仝市道路交in_実后悛隻重建工作。

(16)市水利局:負 貴姐鉄協凋仝市水rll没施排隆除隆ェ作 ,

接17N責対江河、水庫、水同等工程没施実施防洪排沸和抗早調度 ;

指早水情早情萩警及水rll工程泣急拾隆的技木支禅工作,完善防

汎防早上測預警管理信息平合;姐奴指早水rll工程拾隆物姿倍各

和工程拾隆陳伍建没;倣好水村受文地区生活、生声水源保障 ;

及叶坑十損告仝市水不1基拙没施因実毀損情況;指早文后防文減

文水rll没施悛隻重建工作。

(17)市友立友村局:負貴重大功物疫情和水作物重大病虫

害止測預警 ,tll定預防控制対策,姐奴、指早各地升晨防控工作 ;

姐奴希子、消毒方品等救文物姿倍各わ凋抜,指早友立救文和文

后隻声;配合市友攻局、市市場上管局保障受文期同水声品市場

供泣和介格稔定;及叶坑十扱告全市友立受抜情況。

(18)市商芥局:配合泣魚管理、救文物姿借各部 11協凋わ

指早文后居民生活羹需品供泣。

(19)市文片旅体局:負 責指早文区声播、屯祝系坑没施的

泣急拾修和牧隻重建工作 ;協凋有夫媒体倣好救文工作宣借技道 ;

及叶坑十扱告仝市片屯頷域受文情況;指早、協調、姐奴仝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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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景区、旅行社等有美旅落部 11微好景区受文群炎着移安畳、救

文工作;姐塚升晨景区防実減文救文井沢宣借教育わ泣魚演珠。

(20)市工健局:負 責姐鉄、協調和指早実区倣好医庁救治、

工生防疫、′む理援助和鉄用水工生監督等工作;及吋坑十技告仝

市工生健康頷域受文情況及工生健康基拙没施悛隻重建工作;指

早各地升展工生防疫和医庁魚救知沢宣竹培)1及演珠。

(21)市泣急局:負 責指早、姐鉄、休凋救文工作;核定、

技告、友布仝市文情;微好受文群企安畳和生活救助;会同市財

政局咲合向省財政斤、省泣急管理斤申情省救文ネト助資金,及叶

下抜省、市坂救文款物;必要Hf会 同市友茨局升展救文物姿緊急

釆賄工作;姐奴指早社会力量参与救実工作;姐鉄指早救文捐贈 ;

督促指早因文倒振民房悛隻重建工作;承担市城文委亦公室相美

駅責。

(22)市市場上管局:負賣鍾奴指早文区倣好受文字影噛期

同介格監督栓査,査炎各炎介格逹法行力;負 責協調、指早文区

救治葬品和医庁器械上督栓査,協助有美部 11保障救治方品わ医

庁器械的供泣。

(23)市坑十局:負責向有美単位升展文情坑十二作提供立

券指早。

(24)市金融局:負 責配合受実地政府和駐肇金融監管部 11

微好樵定受実地金融秩序相美工作,協調各金融机杓微好文后金

融服券、文后信貸支持金融八隆防疱,指早微好政策性水房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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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工作。

(25)市林立局:負責姐奴端制森林火文防治規刻、林准井

指早実施;負責俎奴指早升展防火巡学、火源管理、防火没施建

没、火情早期炎理等工作井督促栓査;姐鉄指早国有林場林区升

展上測預警、督促栓査等防火工作;及 II坑十扱告仝市林立受文

情況;督促指早文后森林生恣修隻工作;指早督促升展森林防火

宣借教育工作。

(26)市地震上淑1中 ′む:負賣及叶被告地震信′息;倣好地震

現場余震上祝和震情分析会商,及叶提供震后震情友展迄勢ナ1断 ;

微好地震実害板失坪借わ文情根告工作;参与制打震区悛隻重建

規刻;升展地震防文減文井沢宣侍教育。

(27)市気象局:負 責友布文字性天気預損、預警,力 防文

城文救実提供服芥;姐奴重人気象文字調査、坪借、巻定、友布

及宣借工作;升晨気象文字防実城文カメ宣借教育工作。

(28)肇仄銀保上分局:負賣根据文字板失坪借結果指早保

隆公司及Hf倣好文后査勘、保隆理賠事宜。

(29)肇仄海事局:負責姐鉄力量升展船舶、浮功浚施過隆

的水上救助工作,倣好救援現場的水上交in_姐 鉄ェ作;姐奴升晨

水上交逍安全頷域的防文城文知メ宣借教育。

(30)肇仄水文分局:負責江河洪水的上淑1、 萩扱預警以及

信息扱送、友布工作,力 防洪抗早凋度提供技木支持;負 責水文

上淑I Jil国没畳,水資源調査、分析、坪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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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武警挙人支仄:根据 《中共中央美子調整中国人民式

装警察部陳頷早指拝体制的決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仄部署

和兵力凋功批准枚限哲行規定》,在上坂批准下,参加救文工作 ;

協助地方政府緒移受文群A;近送重要救実物姿;参考炎畳因文

字引友的群体性事件,象ク実区社会樵定。

(32)市消防救援支仄:負責姐鉄消防救援仄伍参カロ拾隆救

文,協助地方政府紫移受文群炎;指早各地微好消防宣侍教育エ

作。

(33)市科協:負責協調所属学会抗文救文科技服券活動 ;

鍾奴所属学会升展防文城文科普宣借。

(34)声末EL回 公司肇仄供屯局:負責保障挙仄屯国安全穂

定近行,倣好因文受抜/Ak用 屯力没各没施的拾修隻屯工作。

(35)市笙十学会:負責姐鉄恙尽者わ社会力量参考救実エ

作,依法升展救文募捐和文字救助活功;参考救実和物病貝救治

(合受文群A′心理救援 );根据市人民政府坑一部署,参考文后重

建工作;指早各地俎鉄升展人道主又救援宣竹教育工作。

(36)声 末三茂鉄路股分有限/Ak司 挙仄率券段:負責受文期

同救文物姿鉄路透輸保障;及叶_ZI奴 協凋、配合鉄路没各管理単

位修隻因文板毀鉄路及有美没各;及叶坑十扱告所轄鉄路 (肇仄

疱曰)及其没施等受文情況。

(37)中 国IL信挙仄分公司:負責姐鉄升展管帯疱国内因文

抜段板杯in_信 銭路、浚施没各拾修,及叶保障文区in_信 物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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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 国移功肇仄分公司:負責姐鉄升展管轄疱国内因史

板段損杯逍信銭路、没施没各拾修,及叶保障文区ill信 物ill。

(39)中 国咲ill肇仄分ZAN司 :負責姐鉄升晨管格疱国内因文

板毀抜杯IIn信 銭371・ 、没施没各拾修,及 IIf保障文区通信栃IIl。

(40)中 国鉄塔肇人分公司:負責姐鉄、休凋IIE信没施正常

近行,保障防颯救文指拝、拾隆救援、防洪凋度il■信栃通。

2.2市戒文委亦公室

市城実委赤公室 (以下筒称市城文亦 )没在市立魚局,亦 /AN

室主任由市立急局局長兼任。亦/Ak室 主要取賣:貫物市城実委有

美救文工作指示和部署,指拝、協調市城文委咸貝単位和相美姜

(市 、区)、 肇夫高新区参々救実工作;牧集、涯恙、坪借、恨告

文情、救助需求和救実工作情況;姐鉄召升会商会,分析、坪借

文情;提出席功、終上位急噛泣的建波及方案;協調有美部11姐

成工作姐,赴文区指早救実工作;承担市戒文委交亦的其他工作。

2.3を家姐

市戒文委浚立寺家姐,対市城文救文工作重大決策和重要規

え1提供政策各掏わ建袂,力 市重大自然文字文情坪4t、 泣急救助

わ文后救助提出各洵意几。

3夫害救助准各

自然資源、水不|、 水立水村、地震、林立、気象等有美単位

要及吋向市泣魚局逍扱自然文字預警預根信息,自 然資源部11根

据需要及吋提供地理信息数据。文字預警信息主要包括:地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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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預警信
`意

(市資源局負責 )、 森林火実和林立生物文字萩警信′息

(市林立局負責 )、 凩情わ早情預警信′意 (市水不1局 負責 )、 友作

物重人生物文字預警信息(市水立友村局負責 )、 地震迄勢萩淑1信

息 (市地震上淑1中 ′さ負責 )、 気象実喜預警信息 (市気象局負責 )

等。市立魚局根据自然文字預警預扱信息,劣合可能受影噛地区

的自然条件、人口和社会姿済状況,升展文情預坪借。当可能威

跡人民群炎生命財声安全、影噛基本生活、需要提前采取反対措

施叶,祝情況釆取以下一項或多項救助准各措施 :

(1)向 可能受影噛的去吸泣魚管理部日ill根預警信息,提

出文字救助准各工作要求。

(2)加張泣急値守,密切跛踪文字友展走勢,対文字可能

造成的板失邊行功恣坪借,及吋調整相美措施。

(3)通郷市友茨局 (市根倍局 )倣好救文物姿凋近准各 ,

緊急情況下提前凋抜 ;羹要吋,虐 功有交逍近輸、鉄路等部11(単

位 )泣急咲功机制。

(4)根据需要派出工作姐,実地了解文字ス隆,栓査指早

各項救文准各工作。

4信息報告和友布

4.1信息扱告

各坂自然資源、交ミ近輸、水不1、 水立水村、林立、in_信等

有美単位接照取責ll■ 集和提供実害友生、友展、板失以及防御等

情況,及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各坂泣魚管理部 11扱告。特男1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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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自然文字信息,接規定及叶被告市人民政府。芸、慎坂泣急

管理部11接照 《自然文字情況坑十制度》等規定,徴好実情信息

牧集、涯恙、分析、上技及部11日 共享工作。

(1)友生突友性自然文字,去象泣急管理部11要在文字友

生后 2小叶内杵本行政区域実情わ救文工作情況向本象人民政府

和市坂庄急管理部11扱告;市坂泣急管理部11在接根文情信息 2

小叶内常核、江恙,井 向本坂人民政府和省坂泣急管理部11技告。

対造咸去坂行政区域内1人以上死亡 (合失踪 )或社会高度

美注、群炎反映張烈、房屋大量倒堀、水田大面秋受文等肝重板

失的炎友性自然文字,去坂泣魚管理部11要在実喜友生后立印上

扱姜坂人民政府、市坂泣急管理部 11。 市坂泣急管理部11接扱后

立即根告本坂人民政府和省泣魚管理斤。

(2)特男1重 大、重大自然文字文情樵定前,全市各坂泣急

管理部11執行文情 24小 叶寒被告制度,逐坂上扱上坂泣急管理部

11。 文lll樵定后,市坂泣魚管理部11要在 8日 内常核、涯恙文情

数据井向省泣魚管理斤根告。

(3)友生千早文字,去坂泣魚管理部11要在早情初豆、群

炎生声和生活受Fll一定影噛叶初根文情;在早情友晨辻程中,毎

10日 致扱一次実情,宣至文情解除;実情解除后及叶核扱。

(4)晏級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文情会商制度,由本坂

反急管理部11姐鉄自然資源、住建、交通近輸、水fll、 水立水村、

気象等相美部11和単位参カロ的文情会商会,及叶坪借、核定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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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相美情況。

(5)市城文委咸貝単位要加張対本行立本系坑道受自然文

字情況的坑十上扱工作,接根后在 2小 Ff内 向市減文亦技告。

(6)市城文亦根据救実工作需要,可要求市城文委成長単

位、姜坂人民政府 (管委会 )随叶報告文情和救文工作情況。

4.2信息友布

(1)信息友布要堅持実事求足、及吋准碗、公升透明的原

ス|。 信′息友布形式包括授叔友布、姐鉄根IIt、 接受泥者釆労、挙

行新同友布会等。要主功ミ辻重点新同国」il或政府口Jil、 政券微

博、政券微信、政券客声端和手机短信等友布信
`き

。具体接照国

家和省、市有美規定執行。

(2)実情聰定前,受文芸城実委或泣魚局要及吋向社会友

布自然文字造成的人員傷七、財声板失以及自然文字救助工作功

恣、成戒、下一歩安劇卜等情況;実情稔定后,要及叶坪借、核定

井接有美規定友布自然文字板失情況。

(3)美 子文lll核定和友布工作,法律法規男有規定的,接

規定執行。

5皮急的皮

根据自然文字影噛疱曰、危害程度等,市坂自然文字救助泣

急詢泣分力 I坂 、Ⅱ坂、Ⅲ坂、Ⅳ坂四企等級。

5。 lI坂噛泣

5.1.1虐 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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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文字辻程出現下列情況え一的席功 I坂噛泣 :

(1)死亡 (合失踪 )10人 以上 ;

(2)緊急紫移安置わ需緊急生活救助 10000人以上 ;

(3)Fll堀 和芦重損杯房屋 3000同或 1000声 以上 ;

(4)千早文字造成快根或快水等生活困准,需政府救助人数

占水立人口25%以 上,或 15万人以上。

5.1.2虐 功程序

文字友生后,市泣魚局立即姐鉄市城文委咸貝単位和寺家邊

行分析研半1,対文字影噛及其友晨走勢邊行塚合坪借,決定文情

迷到虐功林准,向市城文委提出虐功 I坂詢泣的建袂,井扱清市

人民政府決定膚功 I坂泣魚噛泣。

5.1.3噛 泣措施

市戒文委主任坑一姐奴、頷早、協調市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 ,

指早支持受文去 (市 、区)自 然文字救助工作。市減文委及其咸

貝単位祝情釆取以下措施 :

(1)召升市城文委会商会,市減文委有美成長単位、を家

委員会及有美受文姜 (市 、区)相美負責同恙参カロ,対指早支持

文区城文救文重人事項作出決定,分析実情形勢,研究落実対文

区的救実支持措施。

(2)市城文委冨1主任率有美部 11た 文区指早自然文字救助

工作,市泣急局局K根据文情友晨和市委、市政府批示指示,率

有美部 11或派出負責同恙帯仄的先期工作姐赴実区指早自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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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工作。

(3)市泣魚局及吋掌握文情和救文工作功恣信′き,姐鉄文

情会商,接照有美規定坑一友布文情,及 IIf友布実区需求。市城

文委有美成長単位接照取責倣好文情、文区需求及救文工作功恣

等信息共享,毎 日向市泣急局ill扱有美情況。必要llf,市城実委

寺家委員会姐奴寺家辻行実吋文情、文情友展走勢以及文区需求

坪借。

(4)市庄急局会同市財政局根据地方申情和有美単位対実

情的核定情況,及 IIf下抜市坂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資金,向省財政

斤、省泣急管理斤申清救実ネト助資金。市泣急局会同市友攻局(市

根倍局 )緊急凋抜市鉄生活炎救文物姿,指早、上督文区救実泣

急措施落実わ救文款物友放。交ill近輸、鉄路等部 11和単位協凋

指早升晨救文物姿、人員逐輸工作。

(5)市公安局加張文区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泣急管理,い

助姐鉄文区群余緊急特移。肇仄写分区哉各建浚炎、武警肇仄支

仄姐奴協調武警、民兵参加救文,必要叶協助当地人民政府近送、

友放救文物姿。

(6)市友茨局、市水立水村局、市商芥局、市市場上管局

保障市場供泣和介格穂定。市工信局姐奴協調救実装各生声供泣

工作。市住建局指早文后房屋建筑わ市攻基袖浚施工程的安全泣

急坪借等工作。市水不1局指早実区水不1工程修隻、水不1行立供水

和多慎泣急供水工作。市工健局及叶姐奴医庁工生仄41赴文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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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牙展医庁救治、工生防疫わ′む理援助等工作。市科技局提供科

技方面的宗合吝洵建袂,協調適用子文区救実的科技成果支持救

実工作。市資源局准各文区地理信息数据,鉦奴文区現場影像荻

取等泣急測会,升展文情上淑1和杢同分析,提供泣急測_4A保障服

券。市不境局及吋上測因実喜早致的不境汚染或交化等情況。中

国屯信肇人分公司、中国移功肇人分公司、中国咲ill肇人分公司、

中国鉄塔挙人分公司負責姐鉄升晨管帯疱国内因実抜段抜杯通信

銭JI・ 、没施没各拾修,及吋保障実区ill信物ill。

(7)市委宣侍部姐鉄倣好新同宣特和典発引早等工作。

(8)市泣急局祝情姐奴升晨全市性救文捐贈活動,坑一接

ll■ 、管理、分配市内、省内和国昧救文捐贈款物;会同市民政局

指早社会姐鉄、恙尽者等社会力量参々文字救助工作;市委外亦

協助倣好救文的渉外工作;市五十学会依法升晨救文募捐活動 ,

参与救文工作。

(9)文情樵定后,市立魚局、受文地区人民政府会同有美

成長単位姐鉄升晨文字板失鰊合坪借工作。市立急局接有美規定

坑一友布自然文字板失情況。

(10)市減文委其他成長単位接照取責分工,倣好有美工作。

5.2Ⅱ 坂噛泣

5.2.1席 功条件

一次実喜辻程出現下列情況え一的席功Ⅱ坂噛泣 :

(1)死亡 (合失踪 )5人以上、10人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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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緊急特移安畳和需緊急生活救助 5000人 以上、1万人

以下 ;

(3)倒 場和汗重損杯房屋 2000日 以上、3000日 以下或 500

夕以上、1000声 以下 ;

(4)千早文字造成快根或快水等生活困准,需政府救助人

数占友立人口20%以 上、25%以下,或 10万人以上、15万人以

下。

5.2.2席 功程序

文字友生后,市泣急局立即姐鉄市戒文委成長単位わ寺家辻

行分析冴判,対文字影噛及其友展走勢選行珠合坪借,決定文情

送至1虐 功粽准,向市城実委提出席功Ⅱ坂噛泣的建袂,由市城文

委常券副主任 (市政府分管副市K)決定席功Ⅱ坂噛泣。

5.2.3噛泣措施

市城実委常券副主任姐鉄協調市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指早

支持受文地具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市戒文委及其成長単位祝情

釆取以下措施 :

(1)市城文委常分副主任 (或 副主任 )主持召升会商会 ,

市城文委成長単位、寺家委員会及有美受実去 (市 、区)相美負

責同恙参カロ,分析文区形勢,研究落実対実区的救文支持措施。

(2)市泣急局局K根据文情友展,率有美部 11或 派出負責

同恙帯陳的先期工作姐赴文区慰同受文群A,核査文情,指早地

方升晨救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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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立魚局及叶掌握文情和救文工作功恣信息,姐奴文

情会商,接照有美規定坑一友布文情,及吋友布文区需求。市戒

文委有美成長単位倣好文情、実区需求及救文工作功恣等信息共

享,毎 日向市泣魚局通技有美情況。必要IIt,市戒文委寺家委員

会姐鉄寺家逃行実叶文情、文lll友晨走勢以及文区需求坪借。

(4)市泣急局会同市財政局根据地方申清和右美単位対文

lit的 核定情況,及叶下抜市象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資金,向省財政

斤、省泣魚管理斤申清救文ネト助資金。市泣急局会同市友攻局(市

根借局 )緊魚凋抜市坂生活炎救文物姿,指早、監督文区救文泣

急措施落実和救文款物友放。交通近輸、鉄路等部11和単位協調

指早升展救文物姿、人員近輸工作。

(5)市工健局根据需要,及叶派出医庁工生仄伍赴文区協

助升展医庁救治、工生防疫和′む理援助等工作。市資源局准各文

区地理信息数据,姐鉄文区現場影像荻取等泣魚淑1会 ,升展文情

上測和空同分析,提供泣急測絵保障服芥。

(6)市委宣借部指早倣好新同宣侍和輿港引早等工作。

(7)市泣急局会同市民政局指早社会盪鉄、恙尽者等社会

力量参与文字救助工作。市五十学会依法升晨救実募捐活功,参

考救史工作。

(8)実情穏定后,受 文去坂人民政府姐鉄升展文字損失妹

合坪借工作,及叶持坪借結果扱送市城文委。市泣急局姐鉄核定

井接有美規定坑一友布自然文字板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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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市減文委其化成長単位接照取責分工,倣好有美工作。

5.3Ⅲ坂噛泣

5.3.1席 功条件

一次文字辻程出現下夕1情況え一的席功Ⅲ坂噛泣 :

(1)死亡 (合失踪 )3人以上、5人 以下 ;

(2)緊急特移安畳和需緊急生活救助 3000人 以上、5000人

以下 ;

(3)倒場和肝重抜杯房屋 1000日 以上、2000日 以下或 300

声以上、500声 以下 ;

(4)千 早文字造咸鉄根或鉄水等生活困/1i,需政府救助人数

占友立人口 15%以 上、20%以 下,或 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

5.3.2虐 功程序

文字友生后,市泣急局立印対文字影噛及其友展走勢逃行妹

合坪借,決定文情迷到席功林准,市城文委冨1主任 (市政府分管

冨1秘ギK或市泣急局局K)決定虐功III坂詢泣,井扱告市戒文委

常芥副主任。

5.3.3詢泣措施

市減文委副主任 (市政府分管冨1秘 ギK或市泣急局局K)姐    ・

奴林凋市坂晨面自然文書救助工作,指早支持受文地去坂 自然文

字救助工作。市城文委及其成長単位祝情采取以下措施 :

(1)市 /_i7急 局及叶姐鉄有美部 11及受文具 (市 、区 )坂召

升会商会,分析文区形勢,研究落実対文区的救実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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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 出由市泣急局負責同恙帯仄、有美部 11参カロ的咲合

工作姐赴文区慰同受文群余,核査文情,跡助指早地方升晨救文

工作。

(3)市泣急局及叶掌握井接照有美規定坑一友布文情和救

え工作劫恣信息。

(4)市泣急局会同市財政局根据地方申情和有美単位対文

情的核定情況,及叶下抜市坂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資金,向省財政

斤、省泣急管理斤申清省象救文ネト助姿金。市泣急局会同市友政

局 (市根倍局 )緊急凋抜市坂生活炎救文物姿,指早、上督文区

救文泣魚措施落共和救文款物友放。交通近輸、鉄路等部 11和単

位協凋指早升展救文物姿、人員近輸工作。

(5)市工健局指早受文地区倣好医庁救治、工生防疫和′む

理援助工作。

(6)市泣急局会同市民攻局指早社会究鉄、恙尽者等社会

力量参与文字救助工作。

(7)文情穂定后,市泣急局指早受文地去倣好文字坪借、

核定自然文字板失情況。

(8)市城文委其化咸貝単位接照取責分工,倣好有美工作。

5.4Ⅳ坂噛泣

5.4.1席 功条件

一次文字辻程出現下夕1情況え一的虐劫Ⅳ坂噛泣 :

(1)死亡 (合失踪 )2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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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緊急紫移安畳和需緊急生活救助 2000人 以上、3000人

以下 ;

(3)倒場和戸重板杯房屋 300日 以上、1000日 以下或 100

声以上、300声 以下 ;

(4)千早文字造成鉄根或快水等生活困准,需政府救助人数

占友立人口 10%以 上、15%以 下,或 2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

5.4.2席 功程序

文字友生后,市泣急局立印対文字影噛及其友晨走勢逃行鰊

合坪借,由市城文亦主任決定虐功Ⅳ象噛泣,井技市城文委常芥

副主任。

5.4.3詢泣措施

市泣急局姐鉄祢凋市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指早支持受文姜

坂自然文字救助工作。市城実委及其成長単位祝情釆取以下措施 :

(1)市泣急局祝情_l■ 鉄有美部 11和単位召升会商会,分析

実区形勢,研究落実対文区的救実支持措施。

(2)市泣急局派出工作姐赴文区慰同受実群A,核査文情 ,

協助指早文区升晨救文工作。

(3)市泣急局及 |・l掌握井接照有美規定坑一友布文情わ救

文工作劫恣信息。

(4)市泣急局会同市財政局根据地方申清和有夫単位対文

情的核定情況,及 叶下抜市坂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資金。市泣急局

会同市友攻局 (市根儲局 )緊急凋抜市坂生活炎救文物姿,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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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文区救文泣急措施落共和救史款物友放。

(5)市工健局指早受文地区倣好医庁救治、工生防疫和′む

理援助工作。

(6)市戒え委其他咸貝単位接照取責分工,微好有美工作。

5.5席 功条件調整

対友生在敏感地区、敏感叶同和救助能力特男1薄 弱的地区,

或文字対受文姜盗済社会造咸重大影噛叶,虐 功市坂自然文字救

助泣急哨泣的林准可酌情調整。

5.6噛 泣冬止

文情基本稔定、救助泣急工作結束,由 市立急局提出建袂 ,

接照虐功噛泣的常批程序決定終上噛泣。

6夫后救助与牧夏重建

6.1辻渡期生活救助

(1)重 大以上自然文字友生后,市泣急局姐鉄有美単位、

寺家及受文泣急管理局坪借実区辻渡期生活救助需求情況。

(2)市泣急局会同市財政局及叶抜付辻渡期生活救助姿金。

市泣急局指早受実姜坂人民政府、泣急管理部 11倣好辻渡期生活

救動的人員核定、資金友放及上管等工作。

(3)市泣急局会同有美単位監督栓査文区辻渡期生活救助

政策和措施落実,定期逍扱文区救助工作情況。

(4)市 li7急局要在辻渡期生活救助工作結東后,及叶姐鉄

受文具坂泣急局対救助情況逃行須数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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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冬春救助

自然実喜友生后的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受文地区人民政府

力生活困yli的 受文人員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1)芸坂泣急管理部 11要在市泣急局的姐奴、指早下,姐

奴指早慎坂人民政府或泣急管理部 11在毎年 9月 下旬席功冬春受

文群炎生活困准情況調査坪借,井核共有美情況。

(2)受文地区去坂泣急管理部 11要在毎年 10月 嵐前坑十、

坪借本行政区域受文人員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基本生活救助需求 ,

核実救助対象,端制工作台敗,制定救助工作方案,姿本坂人民

政府批准后盪鉄実施,井根市泣急局各案上扱。

(3)根据去坂人民政府或其泣魚管理、財政部 11的 資金申

清,劣合文情坪借情況,市泣急局会同市財政局碗定資金ネト助方

案,及 Hf下抜市坂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資金,寺項用子稲助解決受

文群余冬春期同吃仮、穿衣、取暖等基本生活困准。

(4)市泣急局in_辻升展救実捐贈、対口支援、政府釆殉、

物姿倍各等方式解決受史群余的辻冬衣被等同題,姐鉄有美単位

わ寺家坪借仝市冬春期日中期和冬期救助工作鏡妓。市友茨局(市

根倍局 )碗保根食供泣。

6.3倒抜住房悛隻重建

姜象人民政府負責姐象実施因文倒板住房悛隻重建工作。因

文tll板住房悛集重建要尊重群A意思,以 受文声自建力主。建房

資金等竜辻政府救助、社会互助、OF里守工神料、自行箸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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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仇恵等多紳途径解決。重建規刻和房屋没十要/1R据文情因地制

宜碗定方案,依据杢同規え1布局科学安羽卜項目逃址,ilE升地震断

裂帯、地反文字聰患点、行洪逍道、低注易沸点、山洪文字聰患

点等,提高抗文没防能力,碗保安全。

(1)市庄魚局根据去坂泣急管理部11核定、去坂人民政府

常定因文倒板住房的情況,祝情況姐鉄坪借小姐,参考其他有美

単位坪借数据,対因実倒板住房情況逃行珠合坪借。

(2)市泣魚局牧Fll受 文異坂泣魚管理部11美 子倒抜住房悛

隻重建ネト助資金的申清被告后,要根据倒抜住房情況汗借結果 ,

接照市坂倒抜住房悛隻重建資金ネト助林准,提出資金ネト助定袂 ,

商市財政局常核后下迷。

(3)lll板 住房悛隻重建工作結束后,晏坂泣急管理部 11要

釆取実jJL調 査、抽祥調査等方式,対本地tll板住房悛隻重建ネト助

資金管理工作升展墳戒坪借,井格坪借結果根市泣魚局。市泣急

局牧rll晏坂泣急管理部 11上根的本行政区域内的鏡妓汗借情況

后,姐鉄督査姐通辻升晨実地抽査等方式或信息化核査手段,対

仝市倒損住房悛隻重建ネト助資金管理工作情況逃行二次坪借。

(4)住建部11負 責倒抜住房悛隻重建的技木支持和反量上

督等工作。自然資源部 11負 責文后悛隻重建的淑1絵地理信息、地

反文字坪借等工作。其化相美部11接照各自駅責,微好重建規え|、

逃址,tll定仇恵政策,支持微好住房悛隻重建工作。

(5)市坂以上人民政府坑一姐鉄升展的悛隻重建,接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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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執行。

7保障措施

7.1人力保障

(1)か張自然文字各美寺立救文仄伍建没、文字管理人員

仄伍建没,提高自然文字救助能力。支持、培育わ友晨相美社会

姐鉄和恙尽者仄伍,鼓励、引早其在救文工作中友拝釈板作用。

(2)姐鉄各方面寺家,重点升晨実情会商、赴文区現場坪

借及文字管理的立券各洵工作。

(3)推行文字信息員培〕1制度,建立健全市、芸 (市、区 )、

慎 (街道 )、 行政村 (社 区)四坂基晨文字信息貝仄伍,具、鎮坂

泣魚管理部 11配置 1至 2名 文字信息貝,村坂至少没立 1名 ,多

実易文わ文字高八隆地区可近量増配。

7.2資金保障

市財政局、市友茨局、市庄急局等部11根据 《中準人民共和

国預算法》《自然文字救助条例》《声末省自然文字救助亦法》等

規定,安拌市坂救実資金預算,井接照救文工作分坂負賣、救文

資金分坂負担、以地方力主的原只1,建立完善市、去坂救文資金

分担机制,督促地方政府加大救文資金投入力度。

(1)姜級以上人民政府要格自然文字救助工作納入国民姿

済和社会友展規え1,建立健仝有自然文字救助需求相近泣的資金、

物姿保障机制,杵 自然文字救助資金、救史物姿倍各和自然文字

救助工作姿麦納入財政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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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坂財政毎年妹合考慮有美部 11文情萩測和上年度実

隊支出等因未,合理安排市坂自然文字生活ネト助、実区重建、救

文物姿倍各等救文資金和工作姿費,そ項用子希助解決遭受特男|

重大、重大自然文字地区受文人員基本生活困准わ救文工作。

(3)市、姜坂人民政府要根据埜沸社会友晨水平、自然文

字生活救助咸本等因未近 lll調 整自然文字救助政策和相美ネト助林

准。

(4)市泣魚局、市財政局接有美規定升晨資金鏡数日林管

理工作。

7.3物姿保障

(1)各地、各有美単位要加張全市救文物姿借各国名建没 ,

整合現有救文倍各物姿和倍各全庫,実行分坂、分美管理。

(2)市坂没救文物姿借各中′さ全庫,去坂建立健仝救文物

姿借各全庫和社会捐贈接 ll■ 堵 (点 )。 各坂要結合所年受文情況わ

当年実情預測研ナ1,及吋倍各ネト充必需救文物姿。

(3)各地、各有美単位要建立救文物姿代借制度,建立健

仝救実物姿泣魚釆驚和緊急調抜、近輸制度。

(4)鼓励和引早社区、企事立単位和家庭倍各基本的自然

文字泣急自救物姿和生活羹需品。

7.4交 IIE保 障

カロ張緊急情況下妹合近輸管理,建立自然文字泣急救助透輸

保障系坑、社会交通近輸工具征用机制和泣急救助“録色通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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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実現全市及区域自然文字泣急救助交通逐輸坑一指拝凋度。

鉄路、/Ak路 、水透碗保自然文字救助人員わ受到自然文字危害的

人員、救助物姿、救助没各仇先透輸。

7.5没施保障

(1)各坂人民政府要根据轄区人口密度、分布以及城市規

模等情況,不1用 公園、片シ、体育坊竹等/AN共没施,坑寿規え1建    
・

没泣急IIEク場所,没畳坑一、規疱的明呈林恙,倍各必要物姿 ,

提供必要医庁条件。村 (社区)要充分fll用 現有亦公場所、公園、

声場、学校等公共没施没畳泣急邊ク場所,力受文村民提供紫移

安畳。

(2)実情友生前后,各坂地方人民政府要及叶虐用各炎邊

ク場所,科学没畳受文群炎安重点,ilL升 山洪、地反文字聰患点、

低注易流区等,防疱次生文字,同 時要加張安畳点消防安全、エ

生防疫、合品安全、治安等保障,碗保安畳点秩序。

7.6通信保障

市工信局協凋基拙屯信近菅企立保障自然文字泣魚救助エ

作的信息渠道物ill,完 善公用通信回路和建立有銭和元銭相結合、    '
基袖逍信国箸寺机功通信系坑相配套的泣魚近信保障体系,碗保    ・

自然文字泣急救助指拝系坑暢ill。 異級以上人民政府要配各工星

屯透、対琲机等必要通信装各,井碗保通信栃ill有数。

7.7功貝保障

(1)制資完善救文捐贈管理相美tll度 ,建立健仝救文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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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貝、近行和監督管理机制,規疱救実捐贈的鉦鉄友功、款物接

ll■ 、坑汁、分配、使用、公示反債等各不市的工作。完善接牧境

外救文捐贈管理机制。

(2)完善ヨト文区支援文区、経文区支援重実区的自然文字

救助対口支援机制。

(3)科学生鉄、有数

`1早

,充分友拝多慎人民政府、街道

亦事炎、村民委員会、居民委員会、企事立単位、社会姐奴和恙

尽者在文字救助中的作用。

7.8科技保障

近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十算、区鉄健等新技木,建立健

全文字上測預警、分析坪借和泣魚決策支持系坑。姐鉄泣魚管理、

自然資源、生恣不境、交逍近輸、水fll、 水立友村、工生健康、

地震、気象、測公地信等方面寺家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単位

寺家升展文字凩隆調査,端制全市自然文字八隆区刻圏,制定相

美技木わ管理林准。支持わ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立単

位和社会姐鉄升晨文字相美頷域的科学研究わ技木升友,建立合

作机制,鼓励城文救文政策理沿研究。

7.9咲功保障

市泣急局要会同市右美単位カロ張有相今F地市以及省有美部

11的対接,秋板推功自然文字預警、泣急救文区域性交流合作。

8監督管理

8.1預案演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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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泣魚局会同市城文委成長単位定期姐鉄預案演殊。可根据

美昧情況,結合有美自然文字を項泣急預案一井升展本萩案演珠。

8.2宣教培〕|

各坂人民政府、各右美単位要秋板fll用 屯祝、声播、扱千1等

新同媒体,声た宣侍相美法律法規、泣急預案和公奈遊隆、自救、

互救知沢,増張公炎防文戒文意メ。市泣急局、市科技局 (市地

震上測中′さ)、 市気象局等有美単位要釈板推邊社区防文城文活

動,推邊全国珠合城実示疱晏、示疱社区建没。

各坂人民政府、各有美単位接照属地管理原只1姐鉄升晨文字

管理人員和寺立泣魚救援仄伍、社会姐奴和恙尽者的培)|。

8.3責任寺失冬

対在突友 自然文字救助工作中作出炎出貢献的先逃集体和

企人要接照国家、省的有美規定給子表彰和爽励。対玩忽取守、

失駅、漢以的有美責任人,要依据右美規定声粛追究責任,掏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9附興J

(1)本預案有美数量的表迷中,“以上"合本数,“ 以下"不合

本数。

(2)本預案中的所称 自然文字主要包括洪沸、千早等水早

文字,台八、大八、尤巻八、暴雨、高温、雷屯、大雰、友覆、

寒冷、道路結水和沐雹等気象文字,地震文字,崩場、滑坂、泥

石流等地反文字,ス暴潮、海嚇等海洋文字,森林草原火文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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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物文字等。

(3)本萩案由市泣急局制河,根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印友実

施,由市泣急局負責解粋。

(4)姜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右美単位、群A自 治鉦鉄、企

事立単位等接照本預案的規定履行取責,井制定、完善相泣的泣

急預案。有美部11わ単位要tll定 落実本預案任券的工作規程或手

般、行功方案等,碗保責任落実至1位。

(5)本預案自公布え日起実施。2017年 12月 26日 市人民

政府印友的《肇夫市自然文字救助泣急預案》(肇府函〔2017〕 868

号)同 時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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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牙方式:主劫公升

抄送:市委有美部委,市人大か/Ak室 ,市政休亦/At室 ,市寃委監委赤

/Ak室 ,挙仄写分区,市法院,市栓察院,省駐挙有美単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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