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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深政〔2021〕34 号 

 

 

 

 

各村（社区）、镇直有关单位、山洪灾害防御管理单位： 

为切实做好山洪灾害防御抗灾工作，按照上级的要求，结

合我镇的实际，研究制定了《深沪镇 2021 年山洪灾害防御抗灾

工作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沪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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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地处沿海地段，洪涝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和威胁着工

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责任繁

重，为切实搞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根据我镇的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深沪镇现有面积 33.46 平方公里，辖 12 个村 7 个社区，人

口 4.8 万人。水利工程设施较多, 辖区内主要河流情况：湖漏溪，

辖区内河道全长大约为 6.5公里，集雨面积约为 72.4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降雨量 0.418 亿 M
3
。辖区内现有水库 1 座，为科任水

库，总库容 76 万立方米。全镇有山洪灾害点 1 处，其类型有滑

坡。 

二、历史山洪灾害损失及成因 

1.历史山洪灾害情况及典型山洪灾害  

序号 灾害发生时间 涉及地点 灾害描述 

1  港阜 山体滑坡 

2    

2.各类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  

(1)降雨强度大是诱发滑坡产生的重要因素，据调查有 95％

以上的地质灾害点由暴雨直接诱发。 

(2)工程标准低，蓄洪能力差。由于水利投入不足，建设标

准不高，尤其是水库（山围塘）建设年代较早，年久失修，以

及受当时施工条件限制，工程隐患一时难以根除。每到汛期，

令人提心吊胆，只能控制水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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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河道设障多，洪水渲泄不畅。部分群众水患意识不强， 

违章违法作业，随意侵占行洪断面，致使河床不断抬高，河面

日趋变窄，严重地阻碍了洪水的正常渲泄。  

    (4)人类工程及经济活动是致灾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人为因

素造成局部山体滑坡，导致山地灾害。在地质条件较差的山体

上开采矿石、修路建房，破坏了山体结构，在强降雨的诱发下，

山体滑坡、泥石流往往伴随着山洪一同泛滥，造成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电力和电信线路倒杆，交通道路中断，农田被毁。  

三、山洪灾害防御现状 

1、防灾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群众防灾、避险意识有待加强。大部分群众对山洪的危

害性还认识不清，不够重视，汛期降雨期间警惕性不高，对房

前屋后的山体没有进行定期检查，对汛期的天气变化关注不够

等。  

    (2)监测通信及预警系统比较单一、落后。  

     2、防灾工程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1)防灾工程措施设施简陋、设防标准低。各种防灾基础设

施脆弱，河道的防洪减灾能力仍然不高。  

了  (2)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们不合理的生活生产开发活动，导致

我镇局部地区发生滑坡，涉及人口多，治理难度大 

四、危险区、安全区的划分 

     1 、危险区划分  

   危险区是指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一旦发生山洪、泥石流、

滑坡，将直接造成区内人员伤亡及房屋、设施的破坏。危险区

一般处于河谷、沟口、河滩、陡坡下、低洼处和不稳定的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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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①已明显变形、裂缝可能产生山体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受严重威胁的区域。②含有软弱夹层的顺向坡，坡度大于岩层

倾角，且岩层倾角大于 30 度的陡坡，可能产生滑坡影响的区域。

③处于各流域十年一遇洪水淹没线以下的区域。  

    2 、安全区划分  

安全区是指不受山洪、泥石流、滑坡威胁，地质结构比较

稳定，可安全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区域。安全区是危险区人

员的避灾场所。安全区一般应选在地势较高，平坦或坡度平缓

的地方，避开河道、沟口、陡坡、低洼地带。  

各村（社区）要根据区域山洪灾害的形成特点，在调查历

史山洪灾害发生区域的基础上，结合气候和地形地质条件、人

员分布等，分析山洪灾害可能发生的类型、程度及影响范围，

合理划分危险区、安全区。各村（社区）要根据山洪灾害可能

发生的程度和范围，绘制山洪灾害风险图，标示山洪灾害危险

区、安全区。收集危险区经济社会资料，填写山洪灾害危险区

基本情况表。   

五、组织指挥体系 

1 、镇级组织指挥机构的构成：防御山洪灾害工作与全镇防

汛工作密不可分，是整体防汛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防御

山洪灾害的组织机构及成员组成与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组

同用一套班子，行使同样职权，负有同样责任。（详见附件 1） 

 

2、各行政村成立以村主干为负责人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组，组建以民兵为主体的应急抢险队（人数不少于 20 人）。每

个村（社区）均要落实降雨、水位和工程险情、泥石流、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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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监测人员，登记造册报送镇政府、市防汛办备案。  

3、职责和分工  

    （1）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构在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

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具体组织村（社区）

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并

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等。村级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负责本

行政辖区内降雨监测、预警、人员转移和抢险等工作。  

（2）工作职责。具体如下： 

监测组：负责监测辖区内雨量（水位）站、气象站的雨量、

水文等信息，水利设施、溪沟水情，泥石流、滑坡点等地质灾

害隐患点，以及其它危险区域等受山洪影响的信息。  

信息组：负责对气象、水文、水情、各种灾害隐患等信息

的收集、整理、分析，妥善做好各种信息的传达或发布，及时

为领导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转移组：负责按照指挥部的命令或预警通知，组织、指导、

协调受威胁群众按预定路线、地点的转移、安置工作，要求做

到危险区域影响人员全部转移以及确保转移人员的安全。  

调度组：负责水利工程的调度运用，抢险应急人员的调配，

调度、指挥、管理抢险救灾物资、车辆等应急物料，负责灾害

补偿与善后处理等。  

保障组：负责基础设施的畅通工程，负责转移群众的基本

生活和医疗保障的组织工作。 

应急抢险队：在紧急情况下，快速、高效、有序地开展抢

险救援工作。  

（3）明确各项工作的责任人及联系方式。包括：指挥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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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各工作组、监测、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救灾等责任人及

其通讯号码 

六、监测预警 

1、山洪灾害暴雨、水情临界值确定  

参照《福建省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以及深沪镇历史山

洪灾害发生时的降雨情况，根据各地的暴雨特性、地形地质条

件、前期降雨量等，确定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临界雨量值，如

下表所示。  

警报等级 降雨情况 警报标志 

三级警报 
6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黄色 

二级警报 
3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或者

已达 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橙色 

一级警报 

3 小时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 10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

续；1 小时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 

红色 

2、实时监测  

（1 ）监测内容：辖区内降雨、水位、工程水情，地质灾害

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受影响的信息。  

（2） 监测要求：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

行监测。  

（3）监测站点的设立：根据雨情、汛情、灾情及各滑坡、

泥石流、山洪危险区的需要，设立相应监测站点。 

3、通信 

（1）利用现有通讯手段，选取适宜通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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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经济、实用为原则，因地制宜地保障现有通讯设施

畅通。  

（3）逐步建立镇级管理部门山洪灾害各类数据汇集及信息

共享平台。  

4、预报预警  

（1）预报内容：气象预报、溪河洪水预报、水库水位预报、

泥石流和滑坡等灾情预报。气象预报由气象部门发布，溪河洪

水预报由水文部门发布，水库水位预报由水利部门发布，泥石

流和滑坡预报由国土部门发布，其它灾害由相关部门发布。  

（2）预警内容：暴雨洪水预报信息；暴雨洪水监测信息；

降雨、洪水是否达到临界值；水库及山围塘水位监测信息；可

能发生泥石流或滑坡的监测和预报信息等。  

（3）预警启用时机：〈1〉当接到暴雨天气预报，相关行政

责任人应引起重视。当预报或发生的降雨接近或将超过临界雨

量值时，应发布暴雨预警信息；〈2〉当上游水位急剧上涨，将

对下游造成山洪灾害，应立即向下游发布预警信息；〈3〉当出

现发生泥石流、滑坡的征兆时，发布泥石流、滑坡灾害预警信

息；〈4〉水库及山塘发生溃决等重大险情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5、预警发布及程序：各村（社区）根据调查、监测、分

析，按临界雨量、水位、山洪灾害征兆等，及时发布警报。（1）

在一般情况下，山洪灾害防御预警信号由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机

构发布，可参照镇→ 村→ 组 → 户的次序进行预警。（2）如

遇紧急情况（滑坡、水库山塘溃坝等），村（社区）可直接报告

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组和村山洪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并可直接

发布预警信号，在最短时间内完成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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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警级别：根据山洪灾害预警等级分为三级（Ⅲ、Ⅱ、

Ⅰ），按照发生山洪灾害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对应颜色依次为

黄色、橙色、红色，三种颜色预警信号分别代表较重、严重、

特别严重。  

7、应急响应措施  

（1）三级预警响应措施：由镇政府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雨

情信息发布三级预警，并组织由村干部带队的巡逻小组，对可

能受山洪威胁的区域进行巡逻。开始降雨后，巡逻小组携带报

警及通讯工具进行巡逻，发现异常情况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向附近群众报警。群众接到警报后，立即向事前指定的地点撤

离。在向群众报警后，要同时报告镇的主要领导。  

（2）二级预警响应措施：由镇政府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雨

情信息发布二级预警，并通知相关行政村在启动三级预警的基

础上，由包村的乡干部参加巡逻，降雨后，每间隔 1 小时由带

队的乡干部向当天乡防汛值班的带班领导报告巡逻情况，并严

格实行零报告制度，即使未出现问题，也要定时进行联络，发

现异常情况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向附近群众报警。群众接到

警报后，立即向事前指定地点撤离。在报警以后，要同时报告

镇的主要领导。镇领导要迅速赶往该地区，指挥抢险救灾。  

（3）一级预警响应措施：由镇政府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雨

情信息发布一级预警，镇主要领导根据事先的分包任务，在降

雨前到达分包地区，靠前指挥，降雨后，每间隔半个小时由巡

逻队带队的乡干部向分包地区的乡领导报告巡逻情况，严格实

行零报告制度，发现异常情况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向附近群

众报警。群众接到警报后，立即向事前指定地点撤离。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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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要同时报告镇主要领导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卫

生、电力、通讯、民政等有关乡防指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

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七、转移安置 

1、转移安置  

（1）确定需要转移的范围，明确转移的人员及转移人员结 

构。  

（2）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的原则， 

应以集体、有组织转移为主，临时邻里互助为辅。  

（3） 转移地点、路线的确定要遵循就近、安全的原则。汛

前拟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汛期必须经常检查转移路线、

安置地点是否出现异常，如有异常应及时修补或改变线路。转

移路线要避开跨河、跨溪或易滑坡等地带。不要顺着溪河沟谷

上下游、泥石流沟上下游、滑坡的滑动方向转移，应向溪河沟

谷两侧山坡或滑动体的两侧方向转移。填写群众转移安置计划

表，绘制人员转移安置图。  

（4）制作明白卡，将转移路线、时机、安置地点、责任人

等有关信息发放到每户。制作标识牌，标明安全区、危险区、

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  

（5）因地制宜采取集中、分散等安置方式。应根据不同受

灾点急需安置的人数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安置。人数较少

时，可采取投亲靠友或对户挂靠的方式分散安置，使灾民迅速

安定下来；人数较多的地方，有条件的可以利用村址、学校等

公用房屋，没有条件的要搭建临时帐篷，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

集中安置、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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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定交通、通讯中断时，镇、村躲灾避灾应急措施。  

     2、转移安置纪律  

转移工作采取镇、村干部层层包干负责的办法实施，明确转

移安置纪律，统一指挥、安全第一。  

八、抢险救灾 

抢险救灾准备 

1、加强宣传工作，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山洪灾

害防御的基本知识，结合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增强公众的防灾

减灾意识。  

2、建立抢险救灾工作机制，确定抢险救灾方案。镇人民政

府防汛抗旱指挥组及各成员单位按照预案的职责分工，制定具

体的应急抢险、调查监测、医疗救助和疾病控制、治安及交通

管理、基本生活保障、设施修复和生产自救、应急资金、应急

通信保障等应急行动方案，保证抢险救灾应急行动有序进行。  

3、完善救灾物资储备制度。山洪灾害易发地要组织有关部

门、单位建立救灾物资储备库，专项用于灾民安置、医疗、卫

生、生活必需品、交通通讯等必要的抢险救灾物资，保证抢险

救灾物资供应。也可采取代储的方式，确保灾后 24 小时以内送

达灾区。 

抢险救灾  

1、一旦发生险情，在及时向上一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部门

报告的同时，山洪灾害发生地的指挥机构要立即按照应急方案

部署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尽量减少

财产损失。 

2、镇国土资源、水利部门要迅速组织技术力量查明山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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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类型、活动范围、发展趋势、圈定危险地段，参与指导安

全抢险救灾，对可能造成新的危害的山体、建筑物等要安排专

人监测、防御。  

3、发生灾情，抢险救援队伍要迅速进入现场，首先把被困

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抢救被压埋人员，实施应急简易工

程措施。  

4、卫生部门要迅速组织急救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清理现场、

对灾区作好卫生防疫工作。  

5、民政部门要做好灾民转移安置抚恤工作，对紧急转移的

人员作好临时安置，发放粮食、衣物。  

6、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组其它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

做好抢险救灾工作。  

九、保障措施 

（一）汛前检查  

    汛前，各村（社区）要对所辖区域进行全面普查，发现问

题登记造册，及时消除隐患，同时对可能引发山洪灾害的工程、

区域等安排专人负责防守。 

（二）宣传教育及演练  

     1、要利用会议、广播、电视、墙报、标语等多种形式，

向辖区内群众进行宣传，熟悉预案内容。  

2、组织村民熟悉转移路线及安置方案。  

3、组织区域内人员开展实战演练。  

（三）纪律  

1、各村（社区）、各部门对本辖区的防汛重点危险地段，

要落实专人负责，排出具体带班、值班表，明确值班职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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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工作日志和交接班制度，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和领导带班制，

随时掌握情况，及时准确的反馈信息，值班表报乡防汛办备查。  

2、各村各部门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抗洪抢险工

作，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行职责。对不重视防汛工作，防、

抢、撤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脱岗，值班断档，信息不畅的单

位负责人和当事人要严肃处理。  

3、各抢险撤离队要层层落实责任，把抢险撤离的任务细

化分解，逐级落实到单位、小组、住户及个人。对措施落实不

到位，群众不知晓，责任不落实，造成撤离不及时或其它不良

后果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4、主汛期内，防汛指挥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及全体工作

人员，保证 24 小时手机开通，外出时必须履行请假手续。 

    为及时、有效地实施预案，各村要层层落实责任、制定相

应的工作纪律，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主要包括：各责任

人执行职责纪律、紧急转移纪律、灾民安置纪律等。  

十、奖励与责任追究 

灾害过后，各级防汛部门应及时进行总结、评比、表彰等

工作。对防汛抢险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规定程

序予以表彰；对防汛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规定，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附件：1、深沪镇山洪灾害防御指挥组 

2、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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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指挥机构

员 

姓  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组  长 孙晋展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13906995415  

副组长 吴连坛 镇党委副书记 13305051898  

副组长 蔡夏溪 副镇长 13655903232  

成  员 郑继传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18965681100  

成  员 王育民 镇党委秘书 13599723168  

成  员 黄  璟 镇党委组织委员 13559592565  

成  员 陈奕友 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13960218777  

成  员 陈  筑 
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专

职副书记 13799218889  

成  员 林凤泉 镇财政所所长 13599723168  

成  员 吴金洁 经济发展和改革办副主任 13960451754  

成  员 陈志超 规划建设和管理办公室 15805957500  

     

镇防汛抗旱指挥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指

挥组根据需要抽调相关部门人员成立监测、信息、转移、调度、

保障等 5 个工作组。并组建至少 1 支的应急抢险队（人数不少

于 30 人）。 

监测组：吴金洁、李业成、陈志超。  

信息组：林振贤、蔡尚镑、颜伟荣。  



 

 14 

转移组：洪清昌、陈  超、吴志程。 

调度组：吴  抗、黄江怀、蔡金榜、吴国雄。 

保障组：林凤泉、林婉玉、黄文生、施白洋、庄君华 

吴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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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队 
 

姓名 职务 电话号码 姓名 职务 电话号码 姓名 职务 电话号码 

陈俊挺 成员 15959509331 施华亮 成员 13645990150 吴式烽 成员 18046055121 

林德联 成员 18350508228 郭池池 成员 13960486511 林良曲 成员 15880941404 

林英杰 成员 18959265524 林坚普 成员 18650478001 王  捷 成员 13515059099 

王荣雷 成员 13960419620 王荣添 成员 15259496140 施宏斌 成员 15060905362 

林朝晖 成员 13599072654 王鹏质 成员 88287584 施俊威 成员 15260866383 

王文博 成员 18914644132 吴晓达 成员 15959503538 施辉龙 成员 15860575824 

林斌威 成员 18250160612 陈欣欣 成员 13960206190 施佳乐 成员 18305946010 

陈荣捷 成员 18046171075 王昌晓 成员 13285959285 林文居 成员 82955623 

林文彬 成员 15960400267 蔡群雄 成员 13515044556 陈应强 成员 15959994913 

施能巨 成员 15396306575 陈代泽 成员 88280509 詹少伟 成员 188763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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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晋江市水利局、晋江市防汛抗灾指挥部， 

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成员，防汛抗灾指挥组成员。 

深沪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