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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加强水上搜救工作
11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水上搜救工作的通知》
对外发布。

《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商
船、渔船、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
量的作用，鼓励引导社会搜救队
伍和志愿者队伍有序发展。

《通知》指出，水上搜救是国
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的
重要内容，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际影
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我国充分发挥国家海上搜
救体制机制优势， 稳步推进水上
搜救体系建设，管理运行制度化、
队伍装备正规化、 决策指挥科学
化、理念视野国际化、内部管理窗
口化建设均取得显著成效， 水上
搜救能力和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但与此同时，水上搜救工作
仍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法规标
准不健全、保障能力不适应等突
出问题，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期盼。

《通知》提出，要从以下几方
面加强水上搜救工作：

一、健全水上搜救体制。国家
海上搜救机构要做好全国海上搜
救和船舶污染应急工作的统一组
织、协调，制定完善工作预案和规
章制度，指导地方开展有关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落实预防与
应对水上突发事件的属地责任，
建立健全水上搜救组织、协调、指
挥和保障体系， 水上搜救所需经
费要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确保水
上搜救机构高效有序运行。

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国

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要统
筹全国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应
急反应工作， 发挥好联席会议、
联络员会议、紧急会商、联合演
习、专家咨询等优势。 交通运输
部要发挥好国家海上搜救部际
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作用，完善综
合协调机制，加强督促指导。 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地区
实际建立水上搜救联席会议制
度，形成“政府领导、统一指挥、
属地为主、专群结合、就近就便、
快速高效”的工作格局。

三、 注重内河水上搜救协
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实
际建立适应需求、科学部署的应
急值守动态调整机制， 区域联
动、 行业协同的联合协作机制，
加快推进内河巡航救助一体化
建设， 加强公务船艇日常巡航，
强化执法和救助功能。 非水网地

区属地政府要建设辖区水上救
援力量， 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强
化协调联动， 不断提升内陆湖
泊、水库等水上搜救能力。

四、加强信息资源共享。 国
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地方
各级水上搜救联席会议的成员
单位， 要充分利用交通运输、工
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水利、应
急管理、气象等部门资源，提升
预测预防预警能力，切实履行好
水上搜救反应、抢险救灾、支持
保障、善后处置等职责。

五、完善水上搜救规划和预
案体系。 抓好国家水上交通安全
监管和救助系统布局规划、国家
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
划的落实。 加强国家海上搜救应
急预案和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处置预案的宣贯落实，及时更
新配套预案和操作手册，定期组

织应急演练。 根据工作实际编制
水上搜救能力建设专项规划，优
化搜救基地布局和装备配置，推
进水域救援、巡航救助、水上医
学救援、航空救助等基地建设。

六、加强法规和标准体系建
设。 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
要推动完善海上搜救相关法规
规章， 明确海上搜救工作责任，
指导各级水上搜救机构制定和
完善水上搜救值班值守、平台建
设、搜救指挥、装备配备、险情处
置等工作标准， 形成全流程、全
业务链的标准体系，实现水上搜
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七、 注重装备研发配备和技
术应用。 加强深远海救助打捞关
键技术及装备研发应用， 提升深
远海和夜航搜救能力。 加强内陆
湖泊、 水库等水域救援和深水救
捞装备建设， 实现深潜装备轻型

化远程投送， 提升长江等内河应
急搜救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新一
代信息技术、 卫星通信等在水上
搜救工作中的应用，实现“12395”
水上遇险求救电话全覆盖。 科学
布局建设船舶溢油应急物资设备
库并定期维护保养， 加强日常演
习演练， 提升船舶污染和重大海
上溢油的应急处置能力。

八、建设现代化水上搜救人
才队伍。 加强国家专业救助打捞
队伍和国家海上搜救部际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所属水上搜救、水
域救援力量建设，开放共享训练
条件，强化搜救培训教育。 充分
发挥商船、渔船、社会志愿者等
社会力量的作用，鼓励引导社会
搜救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有序发
展。 组建跨地区、跨部门、多专业
的水上搜救专家队伍，建立相对
稳定的应急专家库，为做好有关
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九、 加强水上搜救交流与合
作。 国家海上搜救机构要弘扬国
际人道主义精神， 按照有关国际
公约认真履行国际搜救义务，加
强国内外重大事故应急案例研
究，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树立
负责任大国形象。 加强区域与国
际交流合作， 学习借鉴国际先进
的理念、技术和经验，提高我国海
上搜救履职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十、推广普及水上搜救文化。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的
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
泼的宣传教育活动， 提升全社会
水上安全意识。建立激励机制，加
大先进人物、感人事迹宣传力度，
提升从业人员社会认同感、 职业
自豪感和工作积极性， 为做好水
上搜救工作创造良好氛围。

■ 本报记者 王勇

“一年来，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完成 120 多万起应急
救援任务。 ”在 11 月 6 日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
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
申展利在会上介绍了国家综合
性救援队伍组建一年来的有关
情况。

据申展利介绍，目前，已在全
国分区域布点组建 27 支地震、山
岳、水域、空勤专业救援队和 6 支
跨国境森林草原灭火队伍， 组建
中国救援队并实施了首次跨国救
援， 最近中国救援队和中国国际
救援队成功通过联合国国际重型
救援队测评和复测， 我国成为亚
洲首个拥有两支联合国认证的国
际重型救援队的国家。

一年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完成 120 多万起应急救
援任务， 营救疏散 66 万多名遇
险群众。 成功处置山东寿光洪
涝、云南麻栗坡泥石流、金沙江
和雅鲁藏布江 4 次堰塞湖、山西
沁源森林火灾、江苏响水化工厂
爆炸、四川长宁 6.0 级地震、贵州
水城山体滑坡、“利奇马”超强台

风等重特大灾害事故。
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副局长琼色介绍，消防救援队伍
转制后，成为了我国应急救援的
主力军和国家队， 职责大幅拓
展，任务大量增加。 在原有防火
灭火和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
应急救援任务基础上， 水灾、旱
灾、台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和交通、 危化品等事故的救
援， 都成为了救援的主责主业。
面对“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
要， 消防救援队伍加快转型，完
善机制，锤炼队伍，提升本领，主
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应急救援机制。 制
定部级应急预案和分灾种响应
手册，制修订应急响应、专家智
库、通信保障、物资调派等制度
机制，组织开展高层建筑、地下
工程、城市综合体、石油化工等 8
个重大灭火救援课题攻关，分类
制定地震、台风、堰塞湖等 10 余
种灾害事故救援预案，编制各类
灾害处置规程，强化战勤物资储
备， 推动 60 个后勤保障编组建
设，初步形成了扁平化的应急救

援指挥体系。
二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加

快构建“全灾种、大应急”的救援
力量体系，在全国布点组建了 27
支地震（地质）、山岳、水域等专
业队和 2 个搜救犬培训救援基
地， 在全国 31 个消防救援总队
均组建了 100 至 300 人的省级抗
洪抢险救援队。 刚才展利同志已
经介绍了，我们依托北京消防救
援总队组建了一支 200 人的中
国救援队，今年首次出访莫桑比
克实施了国际救援行动，今年 10
月成功通过联合国国际重型救
援队能力测评，成为我国第二支
具备跨国救援能力的队伍。

三是推动救援装备升级。 开
展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石油化工
等灭火救援专业装备技术攻关，
推广应用装备革新成果， 一年来
新增消防救援车 3400 余辆、防火
和灭火抢险救援器材 230 多万件
套。建强各级应急通信保障队，配
齐关键通信装备， 狠抓实战指挥
平台等重点建设， 初步构建了覆
盖全国、贯通各级、响应迅速的应
急通信保障体系。

四是提升综合救援能力。 在
全队伍组织开展全员岗位练兵和
比武竞赛，练体能技能、练战术指
挥、练协同保障。分专题开展核生
化、危化品、高层灭火和车辆事故
救援、潜水救援、绳索救援等高难
度的技术培训， 并在历次重大救
援行动后及时召开战评会， 总结
地震、洪涝、堰塞湖等典型战例，
提升专业施救能力。

在与其他救援力量协调联
动方面，据申展利介绍，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主要是由消
防救援队伍和森林消防队伍组
成，在应急管理部的直接领导下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指挥。

在协作上，分区域按照预案
进行协同作战，事发区队伍进行
先期处置，周边的队伍做好增援
准备，按照力量调动的权限和就
近用兵、足量用兵、成建制用兵
的原则，分批次、跨区增援，确保
第一时间投入足够的力量。

当消防救援队伍和森林消
防队员共同参与灾害救援处置
的时候，统一接受当地联合指挥
部集中指挥，两支队伍内部会建

立协同工作机制， 共同领受任
务，联合开展行动。 这是我们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内部的协调
联动机制。

这支队伍与部队和武警经
常也会协调联动，当重特大灾害
发生的时候，往往需要多种应急
救援力量共同参与。 通常情况
下，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
作为主力军、国家队，负责主要
方向或者主攻任务，军队和武警
部队是抢险救援的突击力量，执
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

专业救援队伍是骨干力量，
社会应急救援队伍是辅助力量。
各类救援力量在灾区现场指挥
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救援工
作，军队、武警部队和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指挥员会加
入到指挥机构，其他救援队伍的
指挥员会加入指挥机构的编组，
共同参与会商研判、 联合决策，
依据灾种和专业优势进行科学
分工、明确任务。 救援行动中，相
互配合，取长补短，形成整体救
援合力，确保救援行动能够有力
有序有效来实施。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组建一年完成 120多万起救援任务

东升海上救助志愿服务队队员在进行海上救援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