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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有史以来， 湖南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之
地。

从历史记录看，每隔3至5年，我省容易出
现一次较大灾害。 凡事预则立，预防和抗拒灾
害的发生， 已经成为摆在湖南面前的重要任
务。

2018年10月底，省应急管理厅挂牌，随即
启动“强管理，能应急”大调研，对全省应急处
置能力进行摸底。 其中，森林防火、地质灾害
防治、水旱灾害防治、城乡消防、减灾救灾等5
方面，是我省未来应急工作的重点难点，也是
此次调研的重点。

我省应急救援能力如何？ 如何未雨绸缪
保一方平安？

2019年1月16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调研
结果，对上述问题详细解析。

1.水旱灾害：着重解决“新问题”
水情是湖南的重要省情，水多、水少俱成

灾。
仅“十二五”以来，我省就先后遭遇2013

年全省性特大干旱、2016年资水流域性洪水、
2017年洞庭湖水系特大洪水。

总体来看， 我省已经具备应对一般性洪
旱灾害的能力。

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 全省初步
形成了防洪、治涝、灌溉、供水等工程防灾减
灾体系。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各类堤防总长
度近2万公里， 保护四水干支流沿线120多个
重要城镇和洞庭湖区226个大小堤垸；建成各
类灌区7.39万处、灌排泵站5.32万处、农村饮
水工程2.3万处， 保障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需
求。

防汛抗旱综合应用平台已初步建成，网
络覆盖延伸到水利部、长江委、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和省气象局及14个市州、 所有县市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可为辅助决策和应
急指挥提供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撑。

调研报告指出， 目前我省防汛抗旱不断
显露新问题，应引起重视。

社会救援队伍的底数尚未掌握， 组织社
会救援队伍参与救灾的机制还未建立。

我省农村青壮年劳力普遍外出打工经
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
导致查险、处险、抢险等群众队伍难以落实，
这一问题在湖区尤为突出。 如，洞庭湖区防洪
任务十分繁重的华容县反映， 该县启动防汛
Ⅰ级应急响应时，需上堤劳力2.8万人，但可以
组织的青壮年劳力仅1.6万人。

调研报告建议， 我省尽快对现有防汛抗
旱队伍的数量、人数、专业及物资储备等情况
进行全面摸底，将分散于有关部门的综合性、
多用途抢险救援队伍和装备物资整合， 由应
急管理部门统一调度，便于开展非常态救灾；
同时， 加紧建设应急管理部门应对自然灾害
的应急网络体系，将水利、民政、林业、地震、
消防等部门的有关信息资源接入并高度整
合，实现防汛抗旱信息由“物理拼装”到“化学
融合”。

2.地质灾害：亟待完善应急管
理机制

湖南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面积达164459
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7.6%。 截至2018
年8月， 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
20529处，威胁人口120多万。

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通
报》，湖南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数量持续位居
全国前三位，防灾形势十分严峻。

目前， 省自然资源厅已建立省级地质灾
害应急专家队伍，14个市州本级和85个县市
区国土资源局已挂牌成立“地质灾害防治技
术指导中心”，基本实现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
撑常态化。 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地质灾
害应急平台体系基本建成， 可为预防处置地
质灾害突发事件提供支撑服务。

调研发现， 我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仍存
在突出问题。

《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是针
对我省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 但总体上
与地质灾害应急管理要求不匹配， 与现在的
运行机制也不相适应。

调研报告建议， 我省应根据地质灾害具
备平常状态和灾害状态两种形态的特性，构
建包括预防准备机制、决策处置机制、信息沟
通机制、社会动员机制、恢复重建机制、调查
评估机制、应急合作机制等内容的应急机制，
并从预防预警、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及善后工
作等环节，明确应急预案建设，使具体内容更
加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我省地质灾害点多面广， 全省必须
加强经常性的或不定期地组织开展多方参与
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练和防灾避灾演
练，以提高快速反应与协同救援能力，强化群
众临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3.森林防火：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

我省是南方重点集体林区省份。
调研发现， 近年来， 我省森林防火在预

防、扑救、保障三方面均有明显加强。
但随着全球气温仍持续攀升， 我省也呈

现出气温增高、 强对流天气多、 雨水分布不
均、干旱持续时间长、极端气候事件增多、气
候年际波动等异常情况。 同时，在实施封山育
林、 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和全面停止天然
林商业性采伐后，我省森林覆盖率较快增长，
林下可燃物积累加快； 加上全省中幼林比重
高达68.7%，且树种结构单一，森林自身抗火
能力较差。 湖南森林防火已由季节性向全年
性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全省森林防火能力有待提高：火情
瞭望覆盖率仅为35.54%，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现有森林防火通讯覆盖率虽然达到
74.07%， 但林区卫星通信和机动通信保障能
力不强，有线基础网络建设不畅，存在部分盲
区；已组建的森林消防专业队伍扑火装备、物
资储备库建设、 物资储备数量和品种均未达
到国家标准要求； 林火阻隔网密度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27%。

调研报告建议， 我省应全力提高森林防
灭火科技水平。 一方面依托林业高等院校、科
研单位，组建森林防灭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重点实验室和森林防灭火机械装备检测检验
中心，围绕森林火灾预警监测、特殊山地林火
扑救、扑火队员安全防范、森林可燃物调控、
森林火灾防控装备研制、航空灭火、雷击火防
控和森林防灭火机械装备检验等， 开展防灭
火基础理论、 实用技术开发推广和防灭火管
理科学研究， 提高森林防灭火理论研究和应
用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全省航空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 建立在多种灾害下出动航空飞机参
与的救援机制， 进一步推广无人飞机在森林
火灾应急救援中的应用。

4.城乡消防：加强公共消防基
础保障

调研发现， 我省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衍
生的火灾风险逐渐突显。

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滞后、 公众消防安全
意识淡薄， 是影响全省消防安全形势的重要
因素。 目前， 全省乡镇一级市政消火栓缺额
17.1%，城市消防队站缺额超过15%，城市消
防站消防车辆、城市主战车、多功能抢险救援
车等未达到《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 配备要
求。 此外，省内公众对消防工作的参与意识不

强，有组织的宣传、逃生演习活动不多，对身
边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习以为常， 我省火灾
隐患举报投诉参与率约为万分之0.7， 远远落
后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 全省各地不同
程度存在消防车通道堵塞情况， 特别是老旧
小区、繁华商圈等地域。

调研报告建议， 今后我省需狠抓公共消
防安全基础保障。 构建“以特勤站和普通站为
核心、小型消防站全面覆盖”的城镇消防队站
体系，实现消防队站建设、力量资源配置和灭
火救援效能良性循环。

在长沙等大型城市，着力推广“中心消防
站”建设模式，充分发挥“大站带小站、小站
带一片” 的力量格，分区建立集执勤备战、消
防员轮训、实战化演练、应急物资储备和指挥
调度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中心消防站。

在政府投入消防经费受限的区域， 推广
小型消防站建设，便于规划、建设，减少消防
站的覆盖盲区，凸显“小、快、灵”的快速处置
的优势。

在农村，推动消防路改、水改、电改、灶
改、寨改“五改”工程，提高农村地区火灾防控

“硬实力”，按照“一村一志愿队、一乡一专职
队”要求，加强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力争
在2019年消除乡镇消防队伍建设空白点。

5.救灾减灾：破解“九龙治水”困局
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省份， 多数

年份我省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均有灾害发
生，且呈现出重复受灾现象。

此前，我省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
负责、灾害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减灾救
灾领导体制。

但“九龙治水”的困局始终制约我省救灾
减灾能力的提升。

我省减灾救灾信息资源主要集中在民
政、水利、气象、地震、国土、农业、林业等部
门，各个部门之间因职能分工不同，缺乏统一
协调管理， 从而造成各部门只关注本领域的
减灾救灾信息， 没有实现信息资源合理配置
共享，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缺乏统一
的数据标准及交换格式。

灾害发生后， 往往需要协调多个部门联
合开展行动， 而各种资源无法系统整合形成
高效、共享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无法形成合力
和整体优势， 这导致综合减灾问题的常态协
调能力较弱。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推进， 我省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正式纳入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建设范
畴， 传统的自然灾害救助向综合防灾减灾救
灾进一步转变， 相关涉灾部门的职能整合为
破解“九龙治水”困局奠定了基础。

调研报告建议， 加紧探索建立湖南减灾救
灾共享协调机制。省应急部门应充分发挥省应急
管理厅对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统筹指导和
综合协调作用，研究制定防灾减灾救灾信息传递
与共享技术标准体系，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互
联互通，建设涵盖主要涉灾部门和军队、武警部
队的自然灾害大数据和灾害管理综合信息平台，
实现各种灾害风险隐患、预警、灾情以及救灾工
作动态等信息共享。

� � � �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候条件，决定湖南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省份，承受过除火山
地震、海洋灾害外几乎所有自然灾害的“摧残”；近年来，全省人口较快增长，人们聚居模式和生产方式等发生
改变，城乡火灾也渐成最为多发的灾害之一 ——

湖南，应急救灾能力如何

� � � � 2018年11月
7日， 长沙市开
福区蔡锷路一幢
二层楼的门面突
发大火， 消防员
在 扑 救 大 火 。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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