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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指导思想

遵循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优先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做到统一指挥、分工负责。面对可能发生的重特大汛情险情，及

时采取抢救措施，高效、有序、科学地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各类应急救援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冷静有序、团结协作，遵循“保护人员安全优先、防止

和控制险情蔓延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区域为主、单位自

救与社会救援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启动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河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河

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河南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防汛应

急预案》《洛阳市突发事件总体预案》《洛阳市防汛应急预案》

等，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洛阳市行政区域内，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及其

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引起的房屋建筑、建筑工地等破坏、人员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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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或影响使用、生产及运行安全等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1.4 工作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维护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作为防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不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作为金标准，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涝灾

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党委领导，实行各级

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管理、

依法防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

分级负责、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

（3）坚持问题导向、务实管用。深刻汲取郑州“7·20”特

大暴雨洪涝灾害教训，对标国务院调查报告要求，针对当前防汛

救灾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切实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

可行性。

（4）坚持协调联动、科学高效。建立部门预警、率先响应，

统一指挥、共同应对，避险为要的抢险救灾应急联动机制，强化

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工作落实，加强部门、区域协调

联动，形成功能齐全、反应敏捷、协同有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

制，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

2.1.1 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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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洛阳市房屋市政工程防汛防汛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

部），负责房屋市政工程防汛应急救援指挥协调工作。

指 挥 长：

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指挥长：

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市征收办主任

成 员：

局安全监督管理科、办公室、综合管理科、市政建设管理科、

建筑管理科、村镇建设科、市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心、市房屋

征收中心、市建筑施工服务中心、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市建

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市装饰装修行业服务中心、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责任分工见附件 1。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指挥部工作部署以及相关信息

的发布工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市住建局防汛指挥

部办公室主任，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兼任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

指挥部内设 5 个专项工作组，分别为市政工程防汛组、房建

轨道防汛组、城镇房屋防汛组、农村房屋防汛组和应急响应工作

组，按照责任分工开展各项汛期防范、应急响应、抢险救援等工

作，组织架构关系详见附件 2。

2.1.2 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职责

（一）发布启动和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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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预案》程序的规定，组织、协调、指挥防汛应

急救援的实施，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根据汛情发生状态，统一部署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

指挥各部门有条不紊地进行抢险救援工作；

（四）在救援过程中随时掌握《预案》实施情况，并对《预

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五）在负责区域内为汛情现场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

人员、防火用具并提供场地，抢险救援结束后要负责监督和督促

险情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六）汛情发生后，防汛指挥部应当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报

告；

（七）对于在防汛应急救援、抢险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部门和

个人，防汛指挥部应给予其适当的表彰和奖励。对不履行救援职

责、延误、隐瞒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2.1.3 市政工程防汛组

指导全市在建市政工程及其临时设施汛期防范检查和应急抢

险工作，督促指导各建筑施工企业和在建市政工程项目扎实做好各

项防汛应对措施。负责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的

汛期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等工作。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总、审

核工作。负责落实局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局市政建设管理科

责任单位：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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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房建轨道防汛组

指导全市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及其临时设施汛期防范检查和应

急抢险工作，督促指导各建筑施工企业和在建房建工程项目扎实做

好各项防汛应对措施。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总、审核工作。负

责落实局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局安全监督管理科

责任单位：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管理科、市

房屋征收中心、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市装饰装修行业服务中心、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1.5 城镇房屋防汛组

指导城镇房屋汛期安全防范检查工作，督促做好危旧房屋、物

业管理区域安全防范、转移安置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指导物业服务

企业做好居住小区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

总、审核工作。负责落实局防汛指挥部交办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市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6 农村房屋防汛组

指导农村房屋汛期安全防范检查工作，督促做好危旧房屋、窑

洞、临山临崖临边坡重点区域安全防范、转移安置和应急处置等工

作。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总、审核工作。负责落实局防汛指挥

部交办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局村镇建设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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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7 应急响应工作组

（一）抢险救援组。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国安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三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房屋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列

支专项物资和抢险人员，构成常备抢险救援队伍，由市住建局防

汛指挥部统一调度，任务分工详见附件 4。

（二）后勤保障组。洛阳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六建

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安装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五局集团

城市房屋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洛阳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

列支专项物资和人员力量构成后勤保障组，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

后勤保障，由局办公室统一调度。

（三）善后处理组。险情发生后，由险情发生企业具体负责

伤亡人员及其亲属的善后处理工作，指挥部负责协调工作。

（四）信息组。局办公室负责接受和传达上下级防汛工作指

令，局综合管理科负责市住建局防汛工作信息的网络发布。市建

筑施工服务中心负责将防汛工作各项要求通知到全市建筑施工领

域各施工企业。

（五）技术专家组。局安全监督管理科从本系统专家库中选

择与事件处置相关的专家形成专家组，参加工程险情会商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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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现的险情制订抢险方案和紧急处置措施，制订抢险队伍和抢

险物资配置方案，为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提供决策咨询技术保

障，名单详见附件 6。

2.2 基层防汛应急指挥机构

各建筑施工企业、在建工程项目、物业服务企业要建立健全

防汛应急机构，明确人员和责任分工，在主管部门的领导指挥下，

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落实防汛应对措施。

3.应急准备

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汛应急

准备工作，提高防汛能力，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届时成立督导工

作组，对各单位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3.1 组织准备

各单位要依托现有的物资和人员力量组建防汛应急指挥机

构和抢险救援队伍，健全完善应急抢险与救灾队伍建设，确保暴

雨洪涝等灾害发生时应急队伍能及时到位。

3.2 隐患排查治理

防汛隐患排查治理以责任制、体制机制、工程设施、预案编

制演练、物资保障、队伍建设、值班值守、转移避险等方面为重

点，按照单位自查、行业检查、综合检查等方式，加强防汛风险

辨识管控，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隐患、任务、责任”

清单，落实整改措施、责任、时限，及时消除防汛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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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房屋建筑隐患排查。农村房屋安全主管单位、房

屋安全主管单位要按照当地政府统一部署，组织对危房、窑洞等

进行重点排查，特别要检查建筑年代较久、建设标准较低、严重

失修失养的房屋建筑。对整体危险或局部危险的房屋，要按照当

地政府统一部署，配合有关部门动员住户迁出，确保人员生命安

全。汛期过后，要督促危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做好危旧房屋的

加固修复。对汛期仅采取支顶等简易加固措施的房屋进行严格的

安全检查，危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应在确认符合安全使用条件

后，方可回迁入住。物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居

住小区汛前排查整治工作，配齐配全防汛物资，重点加强地下结

构及设备设施的汛期防护。

（二）在建施工工地隐患排查。工程安全监管部门要组织对

本辖区内在建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抽查、巡查，重点检查基坑开挖、

边坡支护、脚手架、模板工程、塔吊拆装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发现事故隐患要督促施工企业及时整改并监督其落实情

况。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部要强化对施工现场各个关键部位和关

键环节的检查，重点检查施工现场排水、场区道路、基坑边坡支

护、脚手架工程、施工用电、垂直运输设备、临时设施等，确保

消除各项事故隐患，确保各项防护措施满足防汛需要。

（三）临山临崖临边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邻近山坡、悬崖、

高切坡的在建工程项目或房屋建筑要组织专业人员对已有斜坡

与高切坡的表面、支挡结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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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排水系统有损坏、堵塞等问题，及时进行维修。对建设年

代较早的斜坡和高切坡，要加强监测并配专人负责，经监测发现

建筑高边坡工程有安全隐患或其周围有异常情况时，检查人员和

责任单位要立即向主管部门报告。

3.3 预案准备

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单位要按照“一单位一案”的要

求，加强预案编制修订工作，并按有关规定报备并组织实施。

3.4 队伍准备

各在建施工项目、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组建相

应数量的专（兼）职防汛抢险救援队伍，按规定配备防汛抢险装

备器材，承担巡查巡检、设施设备维护、隐患排查处理、险情先

期处置等任务。

3.5 物资准备

各单位应按其职责分工储备相应的应急救援设备、车辆和救

援队伍，定期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及保养工作，发生突发事件后能

够及时进入工作状态，物资能够及时调配到位。

3.6 避险转移安置准备

各单位要坚持“避险为要”，制定应急避险预案，落实应急

避险场所，明确避险工作流程、避险线路、集中安置点和各环节

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要明确避险转移

路线和周边建筑、道路疏散转移方案。农村房屋安全主管单位、

房屋安全主管单位要配合各乡镇（街道）做好人员转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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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技术准备

各单位要加强专家技术指导，可聘用专业技术力量对单位防

汛准备工作进行指导，为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以提高灾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

3.8 宣传培训演练

各单位要广泛开展防汛防洪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预防、避险、

自救、互救、防灾、减灾等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提高从业人员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防汛应急管理知

识培训制度，每年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加强对应急救援人员进

行岗前培训和应急常规性培训，提高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要根据本单位应急预案，每年在汛前组织 1 次应急演练，提

高整体应急反应能力，及时发现预案和程序的缺陷，并根据演练

情况和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4.风险识别管控

4.1 风险识别

各单位要对汛期灾害风险进行辨识，研判灾害性天气可能对

本单位带来的各类风险。

4.2 风险提示

在强降雨来临前，各单位要分析本单位的风险隐患，列出风

险清单、提出管控要求，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4.3 风险管控

各主管部门根据风险提示单，逐项落实管控措施，形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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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表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5 监测预报预警

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有

关部门和江河、水库管理单位的沟通和配合，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渠道，强化信息沟通，及时掌握风情、雨情、水情预测预报和地

质灾害气象等预报，通过短信、QQ 群、微信等多种方式及时向

各建设、施工和监理企业、物业企业发布大风暴雨等气象灾害防

御通知和预警信息，要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提高警惕，针对

气象灾害情况，加强防风、防暴雨等安全管理。

6.应急响应

6.1 启动条件

当市防汛指挥部、市应急管理部门、气象主管部门宣布启动

防汛应急响应时，局防汛指挥部同时启动相应类型（级别）的应

急响应，并做好队伍预置、参与会商、参与联合值守、派出工作

组等措施。每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包含本级别以下的所有应急响

应的工作要求。当汛情灾害超出本单位处置能力时，可向市防汛

指挥部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请求支援。

6.2 Ⅳ级应急响应

由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实施Ⅳ级应

急响应行动：

（1）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①应急电话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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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及时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

险形势，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及时掌握天气预报信息，并发送至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

④每 2 天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2）市政工程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组织排查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安全隐

患，补全各点位警示牌。

③在建工程项目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

全隐患。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3）房建轨道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在建工程项目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

全隐患。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4）城镇房屋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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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

④居住小区检修排水系统和挡水设施。

⑤组织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

信息。

（5）农村房屋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组织开展农村房屋防汛安全检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

信息。

（6）应急响应工作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排查统计应急队伍人员变动情况，更新应急队伍人员信

息。

③排查统计物资装备存放情况和运行状况，更新物资装备信

息。

6.3 Ⅲ级应急响应

由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实施Ⅲ级应

急响应行动：

（1）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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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及时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

险形势，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每日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发送天气预报信息。

④每日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2）市政工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持续排查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安全隐

患，补全各点位警示牌，持续监测积水情况。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室外施工作业，持续排查施工现场

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3）房建轨道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室外施工作业，持续排查施工现场

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4）城镇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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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居住小区检修排水系统和挡水设施。

⑤持续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

信息。

（5）农村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

信息。

（6）应急响应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6.4 Ⅱ级应急响应

由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实施Ⅱ级应

急响应行动：

（1）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副指挥长轮流坐镇指挥。

②每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

险形势，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每半天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通报一次天气预报信息。

④每日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2）市政工程防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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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逐个安排专人看

守，持续监测积水情况。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

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

守。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⑥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3）房建轨道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

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

守。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4）城镇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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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居住小区地下车库最底层清空人员和车辆，并进行断电处

理。最底层禁止人员、车辆进入。

⑤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重点区域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

散，并设置警示标志。

⑥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5）农村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

警示标志。

⑤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6）应急响应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6.5 Ⅰ级应急响应

由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实施Ⅰ级应

急响应行动：

（1）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指挥长坐镇指挥，副指挥长带队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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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每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

险形势，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④每 4 小时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通报一次天气预报信息。

⑤每半天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2）市政工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逐个安排专人看

守，持续监测积水情况，对风险较大的点位封闭通行。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

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

守。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⑥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3）房建轨道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

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

守。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 19 —

（4）城镇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居住小区地下车库清空全部人员和车辆，并进行断电处

理。停车场出入口禁止人员、车辆进入。

⑤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重点区域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

散，并设置警示标志。

⑥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5）农村房屋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

警示标志。

⑤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6）应急响应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③组织一定数量抢险人员和物资全天值守，随时出动。

6.6 应急响应变更和结束



— 20 —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根据市防指的通知视情调整防汛应

急响应级别；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根据市防指的通知视情宣

布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7.抢险救援

（一）当险情发生时，立即上报情况，有人员伤亡的拨打 120

救援电话。及时组织人员疏散，并密切关注险情发展。

（二）立刻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巡查警戒。

（三）按照防汛应急处理流程，首先确认是否具备先期抢险救

援条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应急抢险队伍采取有效措施开

展抢险救援工作。如不具备抢险条件，立即疏散单位所有人员、周

边建筑居住人员和周边道路行驶人员。

（四）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组织专家技术力量对险情进行评

估，制定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8.信息报送及发布

险情信息实行逐级上报，分别为险情发现人、险情单位值班

领导、属地住建局、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最终由市住建局防汛

指挥部将险情上报市防汛指挥部。紧急情况下，险情发现人、险

情单位值班领导可直接报告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

9.善后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各地倒损民房核定情况视情组织

评估小组,对因灾倒损民房情况进行评估，做好受损民房的质量

评估工作。对在建工程项目损毁情况进行评估，并做好加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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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预案管理

10.1 预案编制修订

本预案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结合日常检查、预

案演练、防汛救灾等情况，及时组织预案评估，以预案实用管用

为重点，适时修改完善，加强预案内容规范和预案衔接顺畅，增

强预案体系整体性、协调性、实效性。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各单位可根据本预案和当地实际或部门职责制定相应的应急预

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

定发生变化的；

（2）防汛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4）在洪涝灾害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作出重

大调整的；

（5）其他需要修订应急预案的情况。

10.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10.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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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洛阳市住建设局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安全监督管理科：承担局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根据

防汛指挥部的安排，协调各成员单位防汛工作，统筹做好应急人

员调配、灾情汇总、后勤保障等工作。负责协调落实局防汛指挥

部交办的各项防汛工作任务。

办公室：负责防汛公文的上传下达，安排防汛值班，统一调度

防汛后勤保障。

市政建设管理科：指导全市在建市政工程及其临时设施汛期

防范检查和应急抢险工作，督促指导各建筑施工企业和在建市政工

程项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应对措施。负责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

涵、隧道等点位的汛期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等工作。负责本专项工

作的信息汇总、审核工作。

村镇建设科：指导农村房屋汛期安全防范检查工作，督促做

好危旧房屋、窑洞、临山临崖临边坡重点区域安全防范、转移安置

和应急处置等工作。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总、审核工作。

综合管理科：负责市住建局防汛工作信息的网络发布。

建筑管理科：督促监理企业严格落实在建工程项目防汛工作

的监理责任。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心：指导城镇房屋汛期安全防范检

查工作，督促做好危旧房屋、物业管理区域安全防范、转移安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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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等工作。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居住小区汛期安全防范工

作。负责本专项工作的信息汇总、审核工作。

市房屋征收中心：指导在建安置房建设工程及其临时设施汛

期防范检查和应急抢险工作，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扎实做

好各项防汛应对措施。

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指导监管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及其

临时设施汛期防范检查和应急抢险工作，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

项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应对措施。

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加强在建工程质量监管工作，防止

因汛情导致的质量安全事故。

市装饰装修行业服务中心：指导在建装饰装修工程汛期防范

检查和应急抢险工作，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扎实做好各项

防汛应对措施。

市建筑施工服务中心：负责将防汛工作各项要求通知到全市

建筑施工领域各施工企业。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好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及其

临时设施汛期防范检查和应急抢险工作，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

项目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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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

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附件 2

应急响应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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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常用部门联系方式
单 位 联络电话

省住建厅 0371-66069891

市委值班室 0379-63938127

市应急办 0379-63901503

市安委会 0379-63910508

市住建局 0379-62277909

涧西区住建局 0379-65189280

西工区住建局 0379-63892650

老城区建设局 0379-65250168

瀍河区建设局 0379-63951869

洛龙区住建局 0379-63251327

伊滨区建设局 0379-69660987

吉利区建设局 0379-66912357

高新区建设局 0379-65656060

偃师区建设局 0379-67712798

孟津区建设局 0379-67912552

新安县建设局 0379-67289600

伊川县建设局 0379-69353128

宜阳县建设局 0379-68828666

汝阳县建设局 0379-68211917

洛宁县建设局 0379-66231681

栾川县建设局 0379-66822229

嵩县建设局 0379-663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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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常备抢险救援队伍分工
名称 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抢险区域

第 1抢险救援队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峰 13838464441
西工区（主要）

涧西区（支援）

第 2抢险救援队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新义 13938825799
老城区（主要）

瀍河区（支援）

第 3抢险救援队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书强 13183050762
涧西区（主要）

西工区（支援）

第 4抢险救援队 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旭 13837912250
瀍河区（主要）

老城区（支援）

第 5抢险救援队 洛阳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郑刚 13938844199
伊滨区（主要）

洛龙区（支援）

第 6抢险救援队 洛阳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 王延民 18837902838
洛龙区（主要）

轨道工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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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洛阳市住建局防汛抢险救援力量编成表
序

号
所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装备名称 功能型号

数量

（台）

1 中铁七局
董贵宾

13598850657

50 铲车 装卸 1

25 吨吊车 吊装 1

220 挖掘机 开挖土方 2

后八轮 渣土运输 5

2
洛阳天泽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张广印

18503797666

排水泵 20m³/小时 4

吸污车 50m³/小时 2

挖掘机 型号 230 2

汽车吊 25t 1

薛 强

15838580777

排水泵 380V 污水泵 3

装载机 龙工 50 装载机 2

挖机 三一挖机 320 2

挖机 卡特挖机 320 2

随车吊 10T 随车吊 1

3
河南安途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李 磊

18237933223

挖掘机 卡特 320d 3

挖掘机 卡特 324 1

挖掘机 卡特 305.5e 1

装载机 徐工 50 1

五十铃单排车 拉货 1

4
河南国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吕山山

15237903032

排水泵 4 寸/排水 2

铲车 ZL50/铲土 1

挖掘机 PC-230/挖土 2

自卸汽车 15T/运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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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洛阳市政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贾应葵

13598162062

卡特挖机 1 立方 1

卡特皮轮挖机 0.6 立方 1

装载机 2.5—4.5 立方 1

吊车 25T 1

6
洛阳腾飞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李变变

13698892751

潜水泵 2m³/h 2

潜水泵 3m³/h 2

潜水泵 3m³/h 3

潜水泵 10m³/h 3

潜水泵 15m³/h 11

潜水泵 25m³/h 1

潜水泵 50m³/h 1

污水泵 8m³/h 9

污水泵 10m³/h 1

污水泵 15m³/h 2

污水泵 30m³/h 18

污水泵 15m³/h 1

污水泵 40m³/h 2

污水泵 40m³/h 8

污水泵 25m³/h 1

污水泵 100m³/h 2

污水泵 100m³/h 4

污水泵 100m³/h 2

深水泵 10m³/h 1

深水泵 50m³/h 1

推土机 倒运 1

铲车 倒运 1

7 河南昶明建设 陈亚礼 推土机 山东 SD16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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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 13007633377 装载机 柳工 50CN 2

装载机 徐工 500KL 2

挖掘机 沃尔沃 210 2

韩光明

17637990708

挖掘机 沃尔沃 240 2

潜水电泵 WQX200-20-22KW 3

潜水电泵 WQX300-25-30KW 3

潜水电泵 WQX150-30-22KW 2

潜水电泵 WQX100-30-15KW 5

8
河南六建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

钟跃锋

18637946801

50 装载机 2 辆 2

220 挖机 4 辆 4

25T 吊车 1 辆 1

污水泵 40m3/h，6 套 6

赵新武

13503792507

污水排水泵 4 台/7.5 千瓦 4

污水排水泵 6 台/3 千瓦 6

铲车 2 台 2

挖掘机 4 台 4

李党帅

15538838603

水泵 7.5KW 5

装载机 50 1

挖掘机 225 2

9

河南省安装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姚宏凯

13837996796

雷沃 220 挖掘机 挖掘作业 2

柳工挖掘机 挖掘作业 2

装载机 C50 铲车 4

10
河南三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孙红星

13343887075

挖掘机 挖土 8

装载机 倒运 12

叉车 倒运 4

洒水车 清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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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 倒运 7

高空车 高空作业 1

11

河南明通路桥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王伟航

17837089927

排水泵 4 寸 2

装载机 装载作业 1

挖掘机 型号 230 2

12
河南力大建设

有限公司

李亚博

18103797767

皮轮挖机 挖掘作业 1

装载机 挖掘作业 5

随车吊 吊装作业 1

后八轮 运输作业 10

推土机 清污作业 1

平地机 清污作业 1

7.5 千瓦污水泵 每小时 100 立方 4

7.5 千瓦污水泵 每小时 50 立方 2

13 千瓦污水泵 每小时 70 立方 2

5.5 千瓦污水泵 每小时 30 立方 1

5.5 千瓦污水泵 每小时 20 立方 1

汽油自吸污水泵 每小时 40 立方 1

汽油自吸污水泵 每小时 50 立方 1

汽油自吸污水泵 每小时 30 立方 1

柴油发电机组 30 千瓦 1

柴油发电机组 150 千瓦 1

汽油发电机组 8 千瓦 2

汽油发电机组 3 千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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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洛阳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技术专家组
成员联系表

姓名 单位 电话

王延民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837902838

冯阵图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298352335

王建峰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3838464441

高书强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183050762

段志华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700812081

潘新义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938825799

李岐山 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837935172

郑 刚 洛阳腾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3938844199

李 旭 河南省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837912250

周宏欣 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8003858288

郭新晓 河南信大集团有限公司 13838865348

杜 涛 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538829185

董保业 洛阳银隆置业有限公司 13937938908

杨大峰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 13803883697

李欢秋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工程防护研究所 13503790922

马震华 洛阳城市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5837988772

连定立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36137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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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洛阳市住建局防汛应急响应通知

1.洛阳市住建局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2.洛阳市住建局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3.洛阳市住建局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4.洛阳市住建局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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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启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响应措施

防汛指挥部
办公室

①应急电话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及时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险形势，
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及时掌握天气预报信息，并发送至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
④每 2 天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市政工程
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组织排查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安全隐患，补
全各点位警示牌。
③在建工程项目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房建轨道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城镇房屋
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居住小区检修排水系统和挡水设施。
⑤持续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信息。

农村房屋
防汛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清点人员物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组织开展农村房屋防汛安全检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信息。

应急响应
工作组

①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
②排查统计应急队伍人员变动情况，更新应急队伍人员信息。
③排查统计物资装备存放情况和运行状况，更新物资装备信息。

编号：

签发 ： 值班电话：6331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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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启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响应措施

防汛指挥部
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及时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险形势，
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每日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发送天气预报信息。
④每日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市政工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持续排查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安全隐患，补
全各点位警示牌，持续监测积水情况。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室外施工作业，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
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房建轨道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室外施工作业，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
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城镇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居住小区检修排水系统和挡水设施。
⑤持续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信息。

农村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持续开展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汇总检查数据和工作信息。

应急响应
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编号：

签发 ： 值班电话：63318171



— 36 —

市住建局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启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响应措施

防汛指挥部
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副指挥长轮流坐镇指挥。
②每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险形势，
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③每半天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通报一次天气预报信息。
④每日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市政工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逐个安排专人看守，持续监测积水情况。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

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守。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⑥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房建轨道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续排查
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守。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城镇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居住小区地下车库最底层清空人员和车辆，并进行断电处理。最底层禁止人员、车

辆进入。

⑤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重点区域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警示标志。

⑥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农村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警示标
志。
⑤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应急响应
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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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建局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启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响应措施

防汛指挥部
办公室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指挥长坐镇指挥，副指挥长带队督导检查。
③每日召开防汛会商会议，传达上级防汛工作要求，研判风险形势，
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④每 4 小时向全市住建领域各单位通报一次天气预报信息。
⑤每半天汇总一次各单位工作动态、灾情、险情情况。

市政工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②管理范围内的市政工程桥涵、隧道等点位逐个安排专人看

守，持续监测积水情况，对风险较大的点位封闭通行。

③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续排查施工现场关键部位

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守。

④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⑤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⑥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房建轨道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在建工程项目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关闭临时用电总闸，持续排查
施工现场关键部位和临时设施安全隐患，并安排专人看守。
③工程项目部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除应急队伍人员外，其他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⑤持续做好深基坑及周边建筑等重点部位监测预警。

城镇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向小区居民告知响应级别和天气情况。

③物业服务企业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居住小区地下车库清空全部人员和车辆，并进行断电处理。停车场出入口禁止人员、

车辆进入。

⑤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重点区域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警示标志。

⑥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农村房屋
防汛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利用乡村广播等渠道发布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
③乡镇政府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④督促对临山临崖临边坡等危险区域居民进行疏散，并设置警示标
志。
⑤加强对危险区域房屋未撤离或擅自返回人员的排查。

应急响应
工作组

①实行 24 小时防汛值班。
②应急队伍随时待命。
③组织一定数量抢险人员和物资全天值守，随时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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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调动抢险救援 预警预报紧急疏散

险情发现人

所在单位值班领导

属地住建局

市住建局防汛指挥部

现场有伤亡拨打 120、119、110

紧急救援电话

科学开展

先期抢险救援

和人员疏散

组织

抢险救援

险情消除

加固恢复

总结提升

防汛指挥部根据
现场情况和技术
专家意见制定抢
险救援方案。

联系相应部门，对
周边居民进行疏
散，对周边道路进
行疏散并封锁。

根据现场抢险需
要，按照就近原
则，调动机械设备
和抢险物资。

实时掌握监测预
警信息和天气预
报信息，适时调整
抢险救援方案。

汛期险情处置程序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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