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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全国首届社会救援力量技能竞赛即将举办
■ 本报记者 王勇

� � 日前， 应急管理部发出通
知， 将于今年 3 月至 5 月间，以

“提升能力 共筑平安”为主题，
组织举办全国首届社会应急力
量技能竞赛。

这次竞赛是针对社会应急
力量举办的第一次技能竞赛，也
是应急管理部成立后举办的首
个全国性竞赛。 竞赛以“提升能
力、共筑平安”为主题。

通知明确，在区域分类选拔
中成绩优异的队伍，可在当地应
急管理部门统一指挥下，参与相
应区域范围内灾害事故的应急
救援工作；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前
三名的队伍，可在应急管理部的
统一指挥下，参与全国范围内灾
害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目前，应急管理部网站已开
通竞赛报名系统，竞赛报名工作
将于 2 月 15 日结束。

社会救援力量发展还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
援的热情持续高涨， 尤其是在汶
川地震、 玉树地震等重特大自然
灾害救援中， 大量社会力量与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其他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相互配合、 优势
互补，在生命救援、灾民救治、秩
序维护、心理抚慰、物资筹措、善
款募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体现了贴近基层、 组织灵活
的优势， 逐步发展成长为应急救
援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总的看，社会救援力量发
展还不平衡，部分救援队伍队员

接受培训机会少，技能和装备整
体水平有待提高。

通知强调，开展社会救援力
量技能竞赛，搭建救援力量交流
互动的平台， 以竞赛带动训练、
带动能力提升， 是落实中央要
求、支持引导社会救援力量参与
应急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培育一
批知识全面、技术过硬的高素质
社会救援队伍的有力抓手，是营
造全社会学应急知识、练应急本
领、强应急技能浓厚氛围的重要
方式。

理论考试+技能竞赛

竞赛内容分为理论考试和
技能竞赛两部分。

理论考试占 20%，内容为《突
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
《消防法》 等有关救援法律、法
规；高空、水域、地震、危险化学
品等事故救援的基础知识；包
扎、止血、心肺复苏、心理疏导等
医疗急救基础知识；应急救援个
人防护、高空、水域、破拆、顶撑、
救生等应急装备的性能、 选用、
操作、维护等基本知识。

技能竞赛占 80%， 内容为破
拆技能、水域技能、绳索技能三
大类，每类设置 4 个竞赛项目。

破拆技能类包括安全破拆、
支撑、顶撑和狭小空间破拆、直立
车辆破拆； 水域技能类包括河中
沙洲救援、无动力舟艇救援、静水
入水救援、开放水域潜水打捞；绳
索技能类包括狭小空间向上救
援、高空悬吊向下救援、高空水平
运送伤员、悬崖向上救援。

区域分类选拔

通知明确， 此次竞赛采取
“省级分片报名，区域分类选拔，
全国集中竞赛”的形式进行。

其中，2019 年 3 月至 4 月在
河北、辽宁、浙江、广东、重庆、新
疆等 6 个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
基地（以下简称陆搜基地）进行
区域选拔，具体时间由各陆搜基
地商有关省（区、市）应急管理厅
（局）及消防救援总队自行确定；
2019 年 5 月上中旬在重庆陆搜
基地举行全国竞赛。

社会组织登录应急管理部
网站进行报名。 每个社会组织只
能在破拆技能、水域技能、绳索
技能三大类中选择 1 个技能类
别参加竞赛， 并在报名时明确；
按注册所在地确定报名省份，在
民政部注册的可就近选择一省
份报名。

省（区、市）应急管理厅（局）
会同消防救援总队、 民政部门，
对报名的社会救援力量注册情
况、历年参加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情况等进行初审。 初审完成后，
各省（区、市）应急管理厅（局）及
消防救援总队将报名队伍、参赛
队员等信息汇总报应急管理部
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消防救
援局审核；应急管理部网站进行
公示，公示期两周。

2018 年 7 月 1 日前在民政
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均可
报名参赛，每支参赛队伍报名人
数为 10 人， 其中 1 名领队、1 名
教练、8 名队员，参赛队员必须是

身体健康、 年满 18 周岁且不超
过 55 周岁的中国公民。 在职消
防员、政府专职消防员和企业专
职消防员不得参赛。 每名参赛队
员只能代表 1 支队伍参赛。 所有
参赛队必须为全部参赛队员购
置人身保险。 参加潜水项目队员
必须至少取得 AOW 潜水员资
格认证。 参赛队员全部参加理论
考试和技能竞赛，队员可兼项。

全国集中竞赛

在重庆陆搜基地举行全国
集中竞赛。 组委会综合各片区推
荐队伍的成绩，在每个技能类别
择优确定不超过 10 支队伍参加
全国集中竞赛。

参赛队伍全体队员参加理

论考试，取平均分按比例计入总
成绩；技能竞赛由各参赛队按照
报名时选择的技能竞赛类别，参
加本类别下的 4 个救援项目，所
有项目得分总和计入总成绩。 业
务理论成绩采取“百分制”，技能
竞赛成绩采取“评分计时制”，得
分相同的， 总用时少者排名靠
前。 参赛队伍对成绩有异议的，
可在成绩公布后 30 分钟内向裁
判组申诉 1 次， 超时的不予受
理。 每类竞赛每队仅有 1 次申诉
机会，超过的不予受理。

技能竞赛不限制使用装备
器材的种类和数量，不限技术方
法，但必须按照项目操作规程要
求操作， 严格遵守安全规定，顶
撞裁判或不听从裁判指令继续
操作的，取消队伍参赛资格。

1.破拆技能类。
项目一： 安全破拆 （6 人操

作）
在建筑物中有人 （假人）被

困 ，通道受堵 ，需从顶部进行安
全破拆进入开展营救。 救援队到
达现场后，限时 30 分钟，通过破
拆三角形可供人员及担架进出
营救受困人员。 超时或对伤员造
成二次伤害、救援过程中出现安
全事故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二：支撑（6 人操作）
在判定为不安全的构筑物

内，限时 30 分钟，根据任务需求
和环境条件， 确定支撑类型、支
撑方法和支撑设备。 测量并切割
支撑材料（方木），制作整个支撑
系统。 超时或整体倒落、有明显
松动、救援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
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三：顶撑和狭小空间破
拆（6 人操作）

利用顶撑设备撑起现场预
制水泥构件并采取叠木支撑方
式创建安全通道，进入直径 1 米
的水泥涵管破拆水泥预制板，搭
建能供人员及担架进出的受困
人员（80 公斤假人）营救通道。 限

时 30 分钟， 超时或对伤员造成
二次伤害、救援过程中出现安全
事故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四：直立车辆破拆（6 人
操作）

模拟某城市道路发生交通
事故 ，两辆汽车发生碰撞 ，其中
一辆汽车车头变形，内有一名驾
驶员被困，挤压在方向盘和车座
之间 ， 另一辆汽车已被拖离现
场。 救援人员在做好警戒，利用
工具稳固车辆后，用破拆工具破
拆车体 ，清除玻璃等杂物 ，将被
困驾驶员安全救出，转运至安全
地带。 限时 30 分钟，超时或对伤
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过程中出
现安全事故的 ， 判定为救援失
败。

2.水域技能类。
项目一：河中沙洲救援（6 人

操作）
在宽 30 米的河流中 ， 突发

山洪灾情，河中沙洲处 1 人被困
亟待救援， 距沙洲 50 米远的河
流下游处有一座桥梁。 救援队伍
到场后，限时 20 分钟，通过架设
绳索系统，将被困者从河中沙洲
处安全救至岸边。 超时或对伤员

造成二次伤害、救援过程中出现
安全事故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二：无动力舟艇救援 （4
人操作）

在长 100 米的开放静水水
域设置起点线 、终点线 ，距起点
线 50 米处设置翻船线。 4 人救援
小组操作无动力舟艇从起点线
出发向终点线前进，在到达翻船
线时根据裁判指示翻覆舟艇，船
员落水进行翻船自救作业，扶正
船体救起全部落水队员后，继续
操舟前进通过终点线。

项目三：静水入水救援（2 人
操作）

在长 50 米、深不超过 2 米的
游泳池分别设置起点线和终点
线，距起点线 20 米处水底放置 1
具落水假人。 两名救援人员同时
从起点入水 ，游近落水者 ，一名
救援人员潜入水底将假人托至
水面 ，2 人拖带或接力拖带至终
点线。

项目四：开放水域潜水打捞
（4 人操作）

在 25 米×25 米的开放水域
设置潜水打捞场地，水深 40 米 。
水域中心位置设置打捞船固定

舶位， 在距离水面 20 米处和水
底分别放置 1 具假人，提前在假
人身上固定好充气定位装置。 4
人潜水小组乘船到达固定舶位，
做好作业准备后 ，2 名队员带绳
下潜，2 名队员在船上控绳，找到
并定位、打捞假人。 未找到假人
或违反操作规程的，判定为救援
失败。

3.绳索技能类。
项目一：狭小空间向上救援

（4 人操作）
在高 10 米的训练塔上 ，设

置深井救援区。 井深 10 米，直径
60 厘米，井口一侧 5 米处划起点
线。 井底蹲坐被困者一名，处于
昏迷状态。 救援队伍到场后，限
时 20 分钟，利用救援三角架、绳
索 、 空气呼吸器等器材深入井
下 ，将被困者救出井口 ，且队员
安全返回。 超时或对伤员造成二
次伤害、救援队员出现安全事故
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二：高空悬吊向下救援
（4 人操作）

在高度为 12 米的训练塔前
5 米处划出起点线， 训练塔上设
置悬吊救援区。 被困者连接一根

安全绳，进行高空作业时突发疾
病，失去意识，悬吊于距离地面 5
米的高度。 救援队伍到场后，限
时 20 分钟， 将被困者从悬挂处
安全救至地面。 超时或对伤员造
成二次伤害、救援过程中出现安
全事故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三：高空水平运送伤员
（4 人操作）

在攀爬横渡设施前划出起点
线， 一侧塔上平台处设置 1 名伤
员。 救援队伍到场后， 限时 20 分
钟，搭建绳索系统将被困者从一侧
平台处安全转移至 30 米外的另一
侧塔上平台处。超时或对伤员造成
二次伤害、 救援过程中出现安全
事故的，判定为救援失败。

项目四：悬崖向上救援（4 人
操作）

在高度为 12 米的训练塔前
5 米处设置 1 名被困者， 其从高
空坠落有多处骨折。 救援人员从
塔顶起点线开始，利用绳索下降
至塔底，对被困者实施躯体固定
并救援， 限时 20 分钟将被困者
从塔底救至塔上。 超时或对被困
者造成二次伤害的，判定为救援
失败。

� � 2018 年 12 月 16 日，青岛红十字搜救队举行成立十周年的汇报
演练。 图为救援队员等待救援指令（网络图片）

技能竞赛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