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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全国参与洪涝灾害抢险救援
社会应急力量累计超过 500支

汛情灾情
“两超、一多、一少”

6 月份以来，我国的长江、淮
河、 太湖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汛
情， 防汛救灾工作面临严峻考
验。 据周学文介绍，今年的汛情
灾情主要有“两超、一多、一少”
四个特点：

一是江淮流域梅雨超历史。
江淮流域梅雨季降水量 759.2 毫
米，持续时间 62 天，均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第一位。

二是长江淮河太湖水位超
保证。 长江中游莲花塘江段及洞
庭湖、 鄱阳湖区超保证水位，巢
湖超历史水位; 淮河上中游干流
部分河段超保证水位; 太湖超保
证水位。 全国 634 条河流发生超
警以上的洪水。

三是蓄洪圩垸运用多。 长
江、淮河流域防洪工程出险 5237
处， 主要集中在支流和圩堤，有
892 个圩垸运用蓄洪; 安徽省共
运用行蓄洪区 11 个。

四是灾害损失重人员伤亡
少。 洪涝灾害造成 6346 万人次
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 1789.6 亿
元， 比前 5 年均值偏多 12.7%和
15.5%。 因灾死亡失踪 219 人，倒
塌房屋 5.4 万间， 比前 5 年均值
分别减少 54.8%和 65.3%。

坚持生命至上

为应对灾情， 周学文介绍，
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全
力以赴防汛救灾，主要工作可概
括为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生命至上， 强化提
前避险和高效救援。 国家防总和
各级防指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为首要工作目标， 始终把人员
提前转移避险放在最突出位置，
要求转移避险更加坚决果断，各
地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400.6万人，
为近年来最多。这也是今年死亡、
失踪人员少的重要原因， 及时转
移的人比较多。 组织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出动 17.5 万人次，
直升机飞行救援 122 架次，营救、
疏散群众 15万余人。

二是坚持科学防控，强化会
商研判和指挥调度。 国家防总组
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

不间断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
针对江河洪水、 堤防巡查防守、
山洪地质灾害、台风登陆影响等
具体安排部署。 会同淮河防总、
安徽省防指依法依规果断决策，
启用淮河蒙洼蓄洪区，淮河干流
先后启用 8 个行蓄洪区，水利部
调度长江三峡等上中游 30 余座
水库拦洪约 300 亿立方米，减轻
了中下游防洪压力。

三是坚持快速响应， 强化精
准指导和应急保障。针对长江、淮
河、太湖流域洪水，台风和北方强
降雨， 国家防总先后 8 次启动应
急响应， 维持Ⅱ级响应 19 天，指
导帮助灾区防汛救灾。 跨区域调
度 2500 名消防指战员和 30 多台
大型专业排涝装备驰援安徽、江
西等重灾区，调拨 23 个批次 1.34
亿元中央防汛抢险和救灾物资，
会同财政部下达了中央救灾资金
20.85 亿元， 支援 11 个省份抢险
救灾， 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 支持地方做好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 重点关注各类特殊贫困群
体，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四是坚持统筹协调，强化部
门联动和综合优势。 国家防总、
应急部坚持统分结合、 部门联
动，防救协同。 累计派出 48 个工
作组赴重灾区，关键时期协调派
出水利、公安、自然资源、应急、
气象等部门负责同志带领 6 个
国家防总工作组到抗洪抢险一
线，指导开展防汛救灾。 及时提
请中央军委批准出动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 5.2 万余人、民兵 1.6 万
余人， 协调社会应急力量 1.1 万
余人参与抢险救灾。

发挥协作优势

周学文强调，在新的防汛抗
旱体制下，国家防办和应急管理
部紧紧抓住“六个环节”，注重发
挥“四大优势”。

紧紧抓住的“六个环节”，一
是依法依规压实各方的防汛责
任。二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国家防办不间断组织水利部、气
象局、自然资源部进行会商研判，
及时发出预警。 三是深入排查风
险隐患， 要求各地各级防指对防
汛的薄弱环节和隐患进行深入的
排查，要及时进行整改。四是突出
抓好人员的转移避险， 这是非常

关键的一条，凡是有风险的地区，
在暴雨来临以前都及时的进行转
移。五是要提高抢险救援的效率，
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些可能出险
的地方都提前预置了抢险的力
量。 六是强化督促指导。

第二方面，注重发挥“四大
优势”。

一是注重发挥好国家防办统
筹协调的综合优势。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国家防总加
强统筹协调，各个有关部门、各个
地方通力协作、积极应对，形成了
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

二是注重发挥好成员单位的
专业优势。 比如水利部加强水情
的监测预报， 科学的调度防洪工
程，长江三峡上游的 30 多座水库
拦蓄洪水 300多亿立方米，这 300
多亿的洪水如果没有三峡和上游
水库的拦截， 下游的防洪压力就
更大，水位就更高，减轻了下游的
防汛压力。 比如自然资源部及时
发布地质灾害预警， 成功避让了
地质灾害 274 起。 中国气象局严
密监视灾害性天气过程， 各级气
象部门发布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10 万多条，其他的成员单位也都
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全力做好
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

三是注重发挥好各类抢险
救援队伍的协作优势， 解放军、
武警部队汛期共出动了 5.2 万多

人，在重大的险情抢护的时候发
挥了突击队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发挥
了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作用，一共
营救、转移、疏散群众 15 万多人
次。 央企中国安能、中国电建、中
国能建等共组织了 10.6 万多人
承担防汛抢险救援任务。 还有社
会的应急力量有序的参与到防
汛抢险救援救灾的各项工作，起
到了重要的协同作用。

四是注重发挥好应急管理部
门防汛抢险救灾一体化的优势。
应急管理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在协调做好防汛抢险工作的同
时， 同步安排部署受灾群众的安
置、救助救灾等工作，根据汛情的
发展，会同财政部、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及时下达了防汛抢险救灾资
金 20.85亿元， 向江西、 安徽、湖
北、湖南等省调拨了 14 个批次总
价将近一个亿的中央防汛物资，
以及 9批次共 19.5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还调集了 20 支排涝的专业
消防救援分队，带了移动的泵站，
驰援江西排水排涝， 有力支持了
地方的防汛救灾工作。

社会救援力量受到肯定

社会救援力量作为抗洪救
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作用在
新闻发布会上受到了肯定。

据周学文介绍， 入汛以来，
广大从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的应急志
愿者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
导下，闻“汛”而动，踊跃参与抢
险救援工作，在江西、湖北、重庆
这些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配合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专业
抢险队伍，开展堤坝巡查、群众
转移、人员搜救、物资运转以及
退水以后清淤等工作。 灾区现场
都可以看到这些社会应急救援
力量活跃的身影。

周学文强调，社会应急力量
具有贴近基层、机动灵活、服务
多样、参与热情高等特点。 他们
都是自筹资金、自带设备，积极
受领救援任务，始终战斗在抗洪
抢险的一线，在灾情报送、险情
排查、抢险救援、后勤保障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知名的蓝天救援队、公
羊救援队、绿舟救援队、壹基金救
援队、 红十字救援队等表现非常
突出，承担了许多抢险救援任务。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到目前
为止，全国参与洪涝灾害抢险救
援的社会应急力量累计有 500
多支，14000 多人， 出动车辆 640
余辆，舰艇 400 余艘，协助转移群
众 4 万余人。

周学文表示，应急管理部成立
以后，非常注重发挥社会应急力量
抗洪抢险作用， 今年专门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
与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动员引
导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抗洪抢
险救援工作。地方各级应急部门也
积极开展培训， 落实好保障措施，
把社会应急力量纳入到抢险救援
整个体系，实施统一调度。

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进一
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
应急管理部正在跟有关部门协
调， 出台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将
社会应急力量纳入到整个应急
救援体系里面去，鼓励引导社会
应急力量和志愿者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
展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工作，把
这支力量进一步的用好。

� � ‘到目前为止，全国参与洪涝灾害抢险救援的社会应急力量累计
有 500 多支，14000 多人，出动车辆 640 余辆，舰艇 400 余艘，协助转
移群众 4 万余人。 ’

8月 13日，国务院新闻办就防汛救灾工作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
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抢险救援的具体情况。

周学文表示，应急管理部正在跟有关部门协调，出台一个规范性
的文件，将社会应急力量纳入到整个应急救援体系里面去，鼓励引导
社会应急力量和志愿者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开
展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工作，把这支力量进一步的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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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渝中蓝天救援队转移受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