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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
社会应急队伍有 1200余支 ■ 本报记者 王勇

� � 9 月 18 日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
时 代 应 急 管 理 事 业 改 革 发 展
情况 ，并答记者问 。 应急管理
部 副 部 长 孙 华 山 在 发 布 会 上
表示 ，统一指挥 、专常兼备 、反
应 灵 敏 、上 下 联 动 、平 战 结 合
的 中 国 特 色 应 急 管 理 体 制 正
加快形成 。

我国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
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
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
应急力量 。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
救援局副局长琼色介绍 ， 目前
社会应急队伍有 1200 余支 ，依
据人员构成及专业特长开展水
域 、山岳 、城市 、空中等应急救
援工作 。

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据孙华山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全面推进应急管理事业
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是创新发展了新时代应
急管理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坚持生命至上、安
全第一，确立了发展决不能以牺
牲安全为代价的安全发展理念。
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合，
坚持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
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
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
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
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确立了自然灾害防治理念。 习近
平总书记这些新思想新理念，为
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
应急管理体系。 累计颁布实施了
《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
法》 等 70 多部法律法规。 党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 制定了 550 余
万件应急预案。 形成了应对特别
重大灾害“1 个响应总册+15 个
分灾种手册+7 个保障机制”的应
急工作体系，探索形成了“扁平
化”组织指挥体系、防范救援救
灾“一体化”运作体系。 统一指
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
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
理体制正加快形成。

三是显著提升了攻坚克难
的应急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缔造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 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与 32
个部门和单位建立了会商研判
和协同响应机制，建立了军地应
急救援联动机制，探索形成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抢险救援技战术
打法，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了一系
列超强台风、 严重洪涝灾害、重
大堰塞湖、重大森林火灾、特大
山体滑坡和严重地震灾害，成功
实施了各类重特大事故救援行

动，最大限度把各种灾害和事故
损失降到最低。

四是稳步实现了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确立了“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
生产方针， 创造性地建立了安全
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以及部
门“三个必须”的监管责任、企业

“五个到位”的主体责任等制度化
的工作机制， 持续不断深化重点
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生产安全事
故死亡人数从历史最高峰的 2002
年死亡近 14 万人， 降至 2018 年
的 3.4万人；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
死亡人数连续 16 年、较大事故连
续 14年、重大事故连续 8 年实现

“双下降”； 重特大事故起数从
2001年最多时一年 140起下降到
2018年的 19起，今年前 8个月进
一步降到 9起。

五是全面取得了防灾减灾
救灾新成效。 全国自然灾害因灾
死亡失踪人数由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年均 7200 余人， 逐步降至
本世纪初的年均 3000 余人、2013
年以来降至 1400 人， 特别是
2018 年又进一步降至 1000 人以
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2018
年全国平均因灾死亡失踪人数、
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较 2001-2012 年平均
分别降低 86%、84%、59%。在灾难
面前，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形成了伟大的唐山抗震精神、九
八抗洪精神、 汶川抗震救灾精
神，成为党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

重点从七方面应对自然灾
害风险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
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自然灾害
有五个特点：

一是灾害种类多。 除了现代
火山活动外，地球上几乎所有的
自然灾害类型在我国都发生过；

二是分布地域广。我国 32个
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受到自然灾害
的影响，70%以上的城市、50%以

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 地震、地
质、海洋等灾害的高风险区；

三是发生频率高。 区域性洪
涝、干旱每年都会发生，东南沿
海地区平均每年有 7 个左右的
台风登陆。 同时我国大陆地震占
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的 1/3，是
世界上大陆地震最多的国家；

四是灾害损失重。 本世纪以
来，我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3000 亿
元。 因自然灾害每年大约有 3 亿
人次受灾；

五是灾害风险高。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极
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高
温、洪涝、干旱的风险进一步加
剧， 地质灾害风险也越来越高。
这些高灾害风险区又都集中在
东部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镇化快
速发展，社会财富的聚集、人口
密度的增加，各种灾害风险相互
交织，相互叠加，所以我国自然
灾害面临更加复杂的严峻形势
和挑战。

据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国
光介绍，针对日益增长的灾害风
险挑战，应急管理部将重点从以
下七个方面来应对自然灾害的
风险：

一是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
理和综合减灾的理念。 按照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两个坚
持、三个转变”的工作要求，就是
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
常态救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
重灾前预防转变，从注重应对单
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注重
减少灾害损失向注重减轻灾害
风险转变。 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各
级领导干部和全社会对灾害风
险及其防范工作严峻性、紧迫性
的认识，坚持以防为主，坚持未
雨绸缪、关口前移，扎实做好日
常减灾工作。

二是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责
任的落实。 严格落实部门分工负
责，重点处理好“防”和“救”的关
系，督促协调好有关部门切实承
担起灾害预防的部门责任。 按照

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的原则，严
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在自然灾
害防治方面的主体作用，还要尊
重规律，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坚持科学防治、依法防治、群防
群治。

三是强化灾害风险的综合
防范。 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加快灾
害监测站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灾害综合监测预警能力。 同时
也强化灾害风险的会商研判机
制， 定期研判灾害的发展趋势，
评估灾害的风险。 全面开展全国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摸清隐
患底数，开展全面整治。 建立健
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制度，通过
各种途径把灾害预警的信息发
送到户到人，并提高灾害预警信
息发布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公共
覆盖面，切实解决“最后一公里”
问题。

四是加强自然灾害法律法规
和预案体系的建设。 根据机构改
革职能调整等情况， 加快修订相
关法律法规和各类应急预案，推
动自然灾害防治综合立法， 并进
一步完善相关的技术标准体系。

五是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
础。 我们正在实施基层应急能力
提升计划，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和示范县的创建，提高公
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另外，还要充分发挥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在科技支撑
方面的作用，深入研究我国自然
灾害孕育、发生、发展规律以及
防治技术，推进先进技术和装备
的研发应用，加快大数据、人工
智能、物联网、先进指挥通信等
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应用。

六是着力发挥社会力量的
作用。 坚持鼓励支持、引导规范、
效率优先、 自愿自助的原则，搭
建一个社会组织、志愿者等社会
力量全方位参与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的协调服务平台，协同开展
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灾后重建
等工作。

七是要加大科普宣传的力
度。 及时准确公布灾情、救援进
展、工作动态、社会影响等情况，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全社会营

造一个重视预防、 共同抗灾、全
力减灾的良好氛围，大力宣传普
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
能，全面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
和能力。

应急救援力量由三部分构成

据琼色介绍，当前，我国应
急救援力量主要包括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类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

一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 主要由消防救援队伍和森
林消防队伍组成， 共编制 19 万
人，是我国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
国家队，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
的重要职责。

二是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 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专职
消防、地方森林（草原）防灭火、
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
事故救援等专业救援队伍构成，
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
重要协同力量，担负着区域性灭
火救援和安全生产事故、自然灾
害等专业救援职责。 另外，交通、
铁路、能源、工信、卫生健康等行
业部门都建立了水上、 航空、电
力、通信、医疗防疫等应急救援
队伍，主要担负行业领域的事故
灾害应急抢险救援任务。

三是社会应急力量。 经摸底
调查，目前社会应急队伍有 1200
余支，依据人员构成及专业特长
开展水域、山岳、城市、空中等应
急救援工作。 另外，一些单位和
社区建有志愿消防队，属群防群
治力量。 同时，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是我国应急处置与救援
的突击力量，担负着重特大灾害
事故的抢险救援任务。

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按照
“统一指挥、 专常兼备、 反应灵
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原
则，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应急救援
力量体系建设。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重点围绕发挥应急救援主力军
和国家队作用，对标“全灾种、大
应急”任务需要，加大救援理念、
组织指挥、联动机制、专业训练、
保障能力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提
升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重点围
绕提升专业领域救援能力，优化
力量布局，整合各类资源，补齐
建设短板，完善保障机制，充分
发挥在各类灾害事故处置中的
专业作用。

社会应急力量重点围绕规
范有序发展， 发挥辐射带动作
用，提高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
救互救水平进行建设，形成政府
主导、属地管理、配合有力、全社
会参与的应急工作格局。 同时，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纳入
国家应急力量体系建设，建立健
全军地协调联动机制，确保大灾
大难时协调有序、 指挥顺畅、联
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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