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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社会应急力量技能竞赛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推动社会应急力量实现更大价值
� �“以后将定期举办全国性的
社会应急力量技能竞赛，不定期
的组织社会应急力量座谈会、总
结会，推荐优秀社会应急力量协
助参与灾害事故现场的救援工
作，通过不断努力，凝聚一批优
秀社会应急力量，推动形成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应急
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良性
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 ”应急管
理部应急指挥专员陈胜表示。

5 月 9 日， 应急管理部在国
家陆地搜寻和救护（重庆）基地
举行全国首届社会应急力量技
能竞赛专题新闻发布会，应急管
理部应急指挥专员陈胜、应急管
理部消防救援局一级指挥长何
宁、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
长黄茹、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副部长尹虓、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冉进红等介绍相关情况，并
答记者问。

221 支队伍通过审核参赛

据陈胜介绍， 这次竞赛，是
动员范围最广、 参与人数最多、
竞赛科目最全的一次全国性社
会应急力量技能竞赛。 主要目的
是，搭建社会应急力量实战训练
比武的平台，以赛促训，以训促
战，筛选一批政治上可靠、技术
上过硬、行动上规范的社会应急
队伍，持续强化社会应急力量的
凝聚力、组织力和动员力，持续
提高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
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协同
应对水平，持续营造全社会学应
急知识、练应急本领、强应急技
能的浓厚氛围。

本次竞赛，31 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组织 333

支队伍、3000 余名队员报名参
赛；221 支队伍通过了审核，分别
参加了辽宁、河北、浙江、广东、
重庆、 新疆六个区域选拔；44 支
队伍通过了区域选拔，进入集中
培训环节。 最终， 来自 14 个省
（市）的 27 支队伍、236 名队员脱
颖而出，胜利会师重庆进行集中
竞赛。

本次竞赛于 2018 年 9 月按
照“省级分片报名、区域分类选
拔、全国集中竞赛”的形式正式
启动。 本次竞赛包括 2 部分内
容， 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救援
知识的理论考试，二是破拆、水
域、 绳索 3 大类 12 个项目技能
竞赛。

据何宁介绍， 设置破拆、水
域、绳索 3 大类共 12 个项目，主
要考虑了 3 个方面因素：

一是与我国主要灾害类型
相适应。 从我国的主要灾害事故
类型来看， 地震及地质灾害、洪
涝灾害、高空山岳事故和车辆交
通事故占了很大的比例，特别是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 5·12 汶川地
震、8·7 舟曲泥石流，以及各类台
风、 洪涝等重特大灾害事故现
场，都能看到社会应急力量的身
影，他们积极配合消防救援队伍
展开救援行动，已经成为我国大
应急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设置这些科目有一定
社会基础性。 我们设置的 12 个
科目均是应急救援基础技能，其
中绳索类、水域类的救援技能与
登山、越野、漂流、潜水等户外运
动掌握的技能有相同或相通之
处，破拆类的救援技能也是汶川
地震之后， 社会力量还是训练，
从我们的了解，很多社会力量已
经开展了这方面的训练，并且有

很好的基础。
三是有利于与消防救援队

伍协同。这些科目都是来源于消
防救援队伍的救援技术训练内
容， 操作程序与要求都是经过
实战检验的， 在社会应急力量
中推广、训练这些科目，不仅可
以提高他们安全救援、 规范救
援和科学救援能力， 更重要的
是可以在灾害事故现场，更好地
配合消防救援队伍救援，提高整
体救援效能。

推动实现更大价值

据介绍，竞赛成绩优异的队
伍，可参与相应区域范围内灾害
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陈胜表示，社会应急力量具
有贴近基层、组织灵活、行动迅
速、便于展开等优势，在抢险救
灾、人员救治、秩序维护、心理抚
慰、科技宣教等方面的作用发挥
日益明显。 可以说，社会应急力
量是大国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政府应急救援力量的
重要补充，应急管理事业的蓬勃
发展离不开社会应急力量的积
极参与，应急救援力量这个“大
家庭” 更离不开广大社会组织、
志愿者。

陈胜强调，在现场社会应急
力量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的目标一致、使
命相同，各有所长、优势互补。 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下一步要积极
探索，出台规章制度，搭建更规
范的社会应急力量服务平台，提
供更便捷的社会应急力量参与
救援行动保障条件，完善更加紧
密的社会应急力量与各级应急
管理部门协同机制， 真正关心
好、建设好、规范好社会应急力
量，推动社会应急力量实现更大
价值。

推动应急救援队伍发展

今年 4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明
确提到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
量建立提供社会化应急救援服
务的应急救援队伍。

据陈胜介绍，应急管理部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制订了一系列
的支持和发展的政策，并且下一
步强化，主要作出了以下工作：

一是摸清社会应急力量底
数。 社会应急力量一直分散于各
相关部门管理， 全国性的情况
还不掌握。 应急管理部近期拟
对社会应急力量基本情况进行
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 请社会
应急力量支持配合。 同时，我们
也正在开发网上社会应急力量
服务保障系统， 一方面有利于
我们摸清社会应急力量的底
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展针对
性地指导工作。

二是加强社会应急力量规
范管理。 应急管理部正在组织起
草社会应急力量管理办法，明确
各级各类社会应急力量的管理
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常态下管理
和非常态下应急工作机制，建立
健全符合自身特点的队员准入、
岗前培训、技能训练和应急演练
等管理制度，推动打造一批优秀
社会应急力量。

三是引导社会应急力量专
业化发展。 刚才何宁同志也提到
往专业发展有一些尝试，下一步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社
会应急力量日常管理、 应急调
用、培训选拔、激励考核等制度，
推动社会应急力量专业化的发
展水平。 应急管理部也正在开展
社会应急力量能力分级和分类
的技术标准研究。 下一步将根据
社会应急力量的能力特点和专
长， 提供联训联练联演这个平
台，引导支持标准化、规范化，更
好发挥社会应急力量自身价值。

四是搭建社会应急力量交
流互动的平台。 以后定期还举办
全国性的社会应急力量技能竞
赛， 不定期的组织社会应急力量
座谈会、总结会，推荐优秀社会应
急力量协助参与灾害事故现场的
救援工作，通过不断努力，凝聚一
批优秀社会应急力量， 推动形成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力量良
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

规范管理与支持

据黄茹介绍，截至今年一季

度，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
会组织约 82.6 万多家，其中社会
救援领域的有 1200 多家。

为了解决社会应急力量车
辆跨省抢险救灾免费公路通行
问题，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
今年年初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社
会力量车辆跨省抢险救灾公路
通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据陈胜介绍，应急管理部在
今年 3 月 27 日配套上线了运行
了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灾
网上申报系统， 按照“按需、就
近、规范、有序”的原则，社会应
急力量自愿申报，应急管理部门
审核同意后， 网上自动转交，相
关省份应急管理部门、交通运输
部门协调办理通行服务保障。

社会应急力量在历次灾害
和事故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信息报送、新闻发布等方面
也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 对
此，陈胜表示，应急管理部一直
在探索如何规范社会应急力量
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总的想法
是，要坚持专业匹配、量力而行、
就近就便、 自愿参与的原则，要
充分考虑灾区救援需要和社会
应急力量的能力特长，选择那些
与灾区救援需求相匹配、具备相
应救援能力的社会应急力量。

应急管理部开发建设了社
会力量参与抢险救灾网上申报
系统，不只是跨省的，要求各省
也在建立联动机制。 具体的流
程：一是社会应急力量事先在申
报系统登记队伍基本情况，并通
过所在省应急管理部门审核；二
是社会应急力量要及时在申报
系统要查询应急管理部或省级
应急管理部门提出的救援需求，
不用去现场， 因为现场的条件、
资源是有限的；三是社会应急力
量要结合好救援需求和自身实
际情况提交救援申请，经应急管
理部门或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的
同意后才能够到灾区。

进入救援现场后， 就纳入
到整个现场应急救援力量，在
现场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和
其他应急力量统一行动、 统一
管理、统一保障。 救援行动结束
以后，在现场指挥部协调下，有
序地撤离。

演练现场模拟爆炸场面（重庆消防供图）

队员们正在赛前训练（重庆消防供图）

技能竞赛闭幕式（重庆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