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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

民办学校，各地方高校： 

    为认真贯彻全市防汛抗旱暨安全生产安排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进一步规范洪涝突发险情灾情信息报送工作，增强各

地各学校对突发险情灾情应急处臵能力，切实做好今年的突发

险情灾情报送和处臵，根据《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

于进一步加强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工作的通知》（郑防办

〔2021〕7 号）和《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认真落

实省市领导批示确保度汛安全的通知》（郑防办电〔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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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郭跃华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洪涝突发险情灾情 

报告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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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类别及职责 

    突发险情在我市主要指水库、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突然

出现可能危及工程安全的情况,交通、能源、通讯、供水、排水等

重要基础设施因洪涝、台风等灾害导致的突发险情,以及因山体崩

塌、滑坡、泥石流突然形成的堰塞湖险情等。当上述工程出现溃

坝、决口、坍塌等失事性险情前兆,重要基础设施发生严重威胁安

全运行的险情,堰塞湖严重威胁人员安全时为突发重大险情。 

    突发灾情主要指由于江河湖泊洪水泛滥、山洪灾害、台风登

陆或影响、堰塞湖形成或溃决、水库垮坝、堤防决口等导致的人

员伤亡、人员被困、城镇受淹、基础设施毁坏等情况。 

    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送严格按照国家防总制定印发的《洪涝

突发险情灾情报告暂行规定》执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及其配套

工程发生突发险情时,按照堤防突发险情报告内容报告;淤地坝按

照水库(水电站)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内容报告。尾矿库突发险情灾

情时,非煤矿山、危化企业因洪涝发生险情时,除按照安全生产事

故报告要求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报告应急管理部门外,同时

报告市防指。 

    洪涝灾情的常规统计工作由有关部门仍按《自然灾害情况统

计调查制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执行。 

  各级防指负责掌握与报告本地区洪涝突发险情灾情。 

    二、提高报告时效 

    各级防指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加强对突发险情的会商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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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共享信息,保证险情报告内容准确,提高险情处臵时效。发生

突发重大险情灾情时,所在地县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在险情灾情

发生后 25分钟内书面报告市防办,市防办在 30分钟内报省防办。

黄河、伊洛河、贾鲁河、颍河、双洎河等主要防洪河道的重要堤

段、险工险段、涵闸等及中型水库发生的重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

后立即报告市防办。 

    三、规范信息发布 

    突发险情灾情信息由县级以上防指按分级负责要求组织发布,

未经县级以上防指批准,参与处臵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

布事件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险情灾情

事态发展或应急处臵的虚假信息。关于黄河的突发险情灾害信息

发布按照《河南省黄河防汛条例》规定执行。 

    四、关注汛情动态 

    6月 18日，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黄河防汛办公室下发了《关

于应对大流量洪水下泄的紧急通知》（郑黄河防办明电〔2021〕8

号），6 月 19 日，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全

力应对大流量洪水过境的通知》（郑防办电〔2021〕11号），省、

市主要领导也分别对此项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市防指要求：进一

步强化对沿黄防汛工作的组织领导，密切与本级黄河河务部门的

协同，加强指挥调度、严格巡查督查、备实备足抢险物资、统筹

应急力量，密切关注水量变化，突出做好辖区险情防范，切实履

行好各级防汛职责。 

    五、严肃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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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学校要认清当前汛情形势，强化职责意识，密切配合

好当地防指开展好工作，加强值班，及时上报险情灾情，要明确

专人负责洪涝突发险情灾情的掌握与报告工作,严禁迟报、漏报、

瞒报,对报送不及时,处理失误的,市防指将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

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附件：1.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暂行规定 

          2.重要基础设施突发险情报表 

          3.突发灾情报表 

     

 

 

                               2021年 6月 28日 

    （联系人:赵永杰  电话：66984054 

      邮  箱:anbaochu037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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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突发险情、灾情,为防汛抗

洪减灾决策提供支撑,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灾害损

失,保障防洪安全,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以及国家相关

预案和规定等制定。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洪涝突发险情灾

情的紧急报告管理。洪涝灾情的常规统计工作仍按《自然灾害情

况统计调查制度》和《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执

行。 

  第四条 洪涝突发险情灾情报告遵循分级负责、及时快捷、真

实全面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本地区洪涝突发险情灾情

的及时掌握与报告工作,并确定专人负责。 

  第六条 突发险情主要指水库(水电站)、堤防、涵闸(泵站)

等工程突然出现可能危及工程安全的情况,交通、能源、通讯、供

水、排水等重要基础设施因洪涝、台风等灾害导致的突发险情,

以及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突然形成的堰塞湖险情等。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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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工程出现溃坝、决口、坍塌等失事性险情前兆,重要基础设施发

生严重威胁安全运行的险情,堰塞湖严重威胁人员安全时为突发

重大险情。 

  第七条 突发灾情主要指由于江河湖泊洪水泛滥、山洪灾害、

台风登陆或影响、堰塞湖形成或溃决、水库垮坝、堤防决口等导

致的人员伤亡、人员被困、城镇受淹、基础设施毁坏等情况。本

规定所称突发重大灾情是指因突发重大险情而导致的上述突发灾

情。 

     

第二章  报告内容 

 

    第八条 突发险情按工程类别分类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防洪

工程、重要基础设施、堰塞湖等的基本情况、险情态势、人员被

困以及抢险情况等,具体内容如下: 

  1.水库(水电站)突发险情报告内容基本情况:水库名称、所在

地点、所在河流、建设时间、是否病险、主管单位、集雨面积、

总库容、大坝类型、坝高、坝顶高程、泄洪设施、泄流能力、汛

限水位、校核水位、设计水位以及溃坝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

重要基础设施情况等;险情态势:险情发生时间、出险位臵、险情

类型、当前库水-位、蓄水量、出入库流量、下游河道安全泄量、

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

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2.堤防(河道工程)突发险情报告内容基本情况:堤防名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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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点、所在河流、管理单位、堤防级别、特征水位、堤顶高程、

堤防高度、内外边坡以及堤防决口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

基础设施情况;险情态势:险情发生时间、出险位臵、险情范围、

险情类型、河道水位、流量、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

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设备物料、抢险

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3.涵闸(泵站)突发险情报告内容基本情况:涵闸名称、所在地

点、所在河流、管理单位、涵闸类型、涵闸孔数、闸孔尺寸、闸

底高程、闸顶高程、启闭方式、过流能力(设计、实际)、特征水

位以及涵闸失事可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等;

险情态势:出险时间、出险位臵、险情类型、河道水位、流量、雨

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

伍及人员、抢险设备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4.重要基础设施突发险情报告内容基本情况:重要基础设施

名称、所在地点、主管部门和单位、主要设计指标以及可能影响

的范围、危害程度等;险情态势:出险时间、起因经过、险情现状

及发展趋势等;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抢险

设备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5.突发堰塞湖险情报告内容基本情况:发生位臵、所在河流,

堰塞体组成、高度、顶宽、顺河长、体积、上下游坡度,初估堰塞

湖蓄水量、水深,是否渗流、过流以及堰塞体上游及溃决后下游可

能影响的范围、人口及重要基础设施情况,现场处臵条件及相关图

件等;险情态势:堰塞湖水位上涨、蓄水量增加情况,上游来水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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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情况,雨水情、险情现状及发展趋势等,预估堰塞湖蓄满量、危

险性等级及影响范围;抢险情况:现场指挥、抢险救援队伍及人员、

抢险设备物料、抢险措施及方案、进展情况等。  

  第九条 突发灾情报告内容包括灾害基本情况、灾害损失情

况、抗灾救灾部署和行动情况等。 

  1.灾害基本情况: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别、致灾原

因、发展趋势及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 

  2.灾害损失情况:死亡人口、失踪人口、被淹村庄或城镇、被

困或直接威胁群众、受灾范围、受灾面积、受灾人口、基础设施

损毁情况、交通电力通信中断情况以及直接经济损失等。其中死

亡及失踪人口应有原因分析,受淹城镇或村庄应包括基本情况、受

淹范围、淹没水深、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情况等。 

  3.抗灾救灾部署和行动情况:预报预警发布、预案启动、群众

转移、抗灾救援部署和行动、抗灾救灾地方投入情况,抢险救灾队

伍及人员等。 

 

第三章  报告程序 

     

    第十条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及时掌握突发险情灾情信息,

加强与水利、应急、气象、自然资源、住建、交通、能源、工信

等部门沟通,健全突发险情灾情互通机制,及时共享信息,并在第

一时间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当发生突发重大险情灾情

时,可同时越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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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分为首报和续报,原则上应以书

面形式逐级上报,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或其办事机构负责人签

发。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电话或其他方式报告,并以书面形式及

时补报。 

  第十二条 突发险情灾情的首报是指确认险情灾情已经发生,

在第一时间将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发生突发重大险情灾情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防汛抗旱指挥部应

在险情灾情发生后 1 小时内报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大江大河干流重要堤防、涵闸等及大型和防洪重点中型水库发生

的重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后立即报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

室。 

  第十三条 续报是指在突发险情灾情发展过程中,防汛抗旱指

挥部根据险情灾情发展及抢险救灾的变化情况,对报告事件的补

充报告。续报内容应按附表要求分类上报,并附险情、灾情图片。

续报应延续至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结束。 

 

第四章  核实发布 

     

    第十四条 在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结束后,相关防汛抗旱指

挥部应根据险情灾情严重程度及时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书

面报告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涉及重大险情灾情的,应报国家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第十五条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水利、应急、气象、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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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源、工信等部门突发险情灾情报告后,及时将相关情况通

报同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 

  第十六条 突发险情灾情信息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按分级

负责要求组织发布,根据应急响应级别,通过授权发布、组织报道、

接受媒体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向公众发布权威信息。

涉及军队的,按相关规定办理。发布的信息应及时报送上级防汛抗

旱指挥部。 

 

第五章  检查监督 

 

  第十七条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对突发险情灾情报送

工作的检查、监督、指导,对信息报送不及时、信息处理失误的,

予以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对突发险情灾情上报情况

进行评价,并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省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国家防总此前下发文

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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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要基础设施突发险情报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签发：（公章） 

名   称  所在地点  主管单位  

设施描述  

出险时间  出险位臵  险情类型  

险情描述: 

1、出险时间、起因经过。 

2、险情具体情况。 

3、险情发展趋势及影响范围、人口等情况。 

4、抢险情况: 

1)抢险组织情况 

抢险组织、指挥,受威胁地区群众转移情况等。 

2)抢险方案及措施 

抢险物资、器材、队伍和人员情况等,已采取的指施及抢险方案。 

3)进展情况 

5、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难。 

6、现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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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突发灾情报表 
  

填报时间：     填报人：       签发：（公章）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灾害类别  

灾情描述:死亡及失踪人口、受淹城镇和村庄、被困群众、受灾范围、

受灾面积、受灾人口等。 

    1、死亡、失踪人口及原因分析 

  2、群众被困情况,包括原因、范围、人员数量、安全状况及其

他。 

  3、城镇、村庄被淹情况,包括被淹区域基本情况、水深、对人

员安全及生产生活影响。 

  4、抢险救灾情况,包括抢险和救灾方案及实施进展情况,抢险救

灾队伍和人员,群众转移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等。 

  5、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 

  6、现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