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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物资采购 强化维修保养
我市多措并举强化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本报讯 棉被、帐篷、

竹板床、应急灯等救灾物

资摆放整齐划一，工作

人员正忙着记录入库台

账……这是 5 月 7 日记

者在市救灾物资储运

中心看到的情景。为应

对即将到来的汛期，我

市已做好各项应急保

障措施。 

近年来，我市应急

管理部门把救灾物资储

备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常抓不懈，先后制定

完善了救灾物资日常储

备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从物资储备、调拨和回

收等各个工作环节进行

了规范，明确了救灾物

资管理、调拨和使用的

权限和程序，建立救灾

物资出入库台账, 做到

账目清晰、账务相符。每

年，应急管理部门都要

根据库存和灾情需要提

前编制救灾物资采购计

划，加大物资采购补充，

确保救灾物资储备充足。

此外，他们还分类存放救

灾物资，加强库存物资检

查，对大衣、棉被、棉褥等

易受潮、易霉变物资及时

晾晒，做好防火、防盗、除

尘等工作，确保救灾物资

质量安全。

  本报记者 邵菲菲

近三年——

我市防汛救灾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 日前，记者

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了解到，近三年我市

防汛救灾工作成效显著，

先后成功应对了 2018 年

渭河、千河“7.11”洪水

侵袭，经受住了 2020 年

汛期 15 轮强降雨考验，

全市未发生一起溃堤垮

坝和人员伤亡等重大安

全事故。     

近年来，受厄尔尼

诺现象影响，我市洪涝灾

害多发。2018 年渭河、

千河分别发生了自 1981

年以来和 2010 年以来最

大洪水 ；2020 年汛期，

全市共出现 15 轮强降雨

过程，局地降雨强度达到

我市有气象记录以来历

史极值。面对严峻的防汛

形势，我市始终把确保人

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

市各级各部门层层压实

领导责任、部门责任，落

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成功应对了较大的险情

灾情，保护了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每年汛前，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都要

指导督促各县区抓好

县、镇、村各级防汛抗旱

预案修订，做好应急物

资储备和防汛抢险队伍

培训。三年来，每年修订

防汛抗旱预案近 500个，

累计争取到各级防汛抗

旱资金 4620 万元，修复

水毁堤防 40 多公里，新

建及维修抗旱工程设施

20 多处，新增储备防汛

抗旱物资总价值 1200

万元 ；累计开展防汛抗

旱培训演练 210多场次，

参训、参演人数 2.2 万

多人次。在全市开展防

汛隐患排查工作中，三

年来累计排查消除各类

防汛安全隐患 316 处，

为全市安全度汛奠定了

坚实基础。汛期，紧盯全

市河道、水库、尾矿库、

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

区等重点防汛部位，加

强应急值守，加密堤库

巡查，及时排除险情 ；根

据汛情发展趋势，协调

相关部门和县区召开视

频调度会，统筹抓好防

汛抢险救灾工作。在确

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

下，科学开展抢险救灾,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科学调度冯家山、

石头河、林家村、王家

崖等大中型水库参与全

省渭河洪水调度工作，

三年来共有效拦截较大

洪峰 6 场次、拦蓄洪水

7000 多方，有效减轻了

渭河防汛压力。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全市去年累计救助
困难群众40万人次
本报讯 “这个房子

宽敞又舒适，比土坯房

好多了，谢谢你们帮助

我重建家园。”日前，市

应急管理局人员来到凤

县检查灾后重建工作，

双石铺镇草店村的刘兴

田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

道。据了解，去年全市累

计救助困难群众 40 万

人次。

去年 8 月中旬，凤

县遭遇为期两周的大

雨，刘兴田家房屋后面

的土崖，因长期受大雨

冲刷，导致 4 间土坯房

墙面出现严重裂缝，房

子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村上知晓后，立即派人

了解情况，确认情况属

实后，他们第一时间上

报镇上，按照要求协助

刘兴田上报相关资料，

最终经过层层上报、核

实，刘兴田领到市应急

管理局发放的 3 万元重

大灾害救助资金，用于

灾后房屋重建。去年底，

他已经顺利搬进宽敞明

亮的新房。

近年来，我市积极

开展受灾困难群众救助

工作，市应急管理局一

方面积极争取中、省重

大自然灾害救助和受灾

人员冬春生活补助资

金，一方面组织专门力

量，逐村、逐户开展灾情

核实、登记、审定工作，

严格筛选，杜绝虚报、

瞒报和漏报现象发生。

此外，积极开展灾后重

建、救灾物资发放情况

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保证救助资金

使用规范高效 ；先后发

放 552.5 万 元 自 然 灾

害救助资金，用于受灾

群众灾后房屋修葺重

建。去年，全市共发放冬

春生活补助 5189 万元，

40 万人次困难群众获得

救助。

本报记者 邵菲菲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近年来，我市坚持“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健全灾害预

警预报体系、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因地制宜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和应急救援演练，

及时救助安置受灾群众，切实提高防灾减灾工作规范化、现代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构筑起安全的“堡垒”。

我市已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57个
本报讯 社区是防灾减灾

的前沿阵地。5 月 6 日，记者

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近年来

我市持续加强“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创建工作，通过开

展综合减灾服务、制定综合防

灾减灾预案、建设避难场所、

加强宣传教育和演练等，有效

提高了社区综合减灾能力。据

了解，截至 2020 年底，全市成

功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57 个、“省级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72 个、“市级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86 个。

为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

识，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和

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2007

年，国家减灾委倡导各省市开

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创建工作，我市积极响应，以

社区建设为平台，以机制创新

为抓手，以三级创建为着力

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

作在全市范围内如火如荼开

展。相关部门先后制定术语、

符号和标志等 24 项标准，设

立综合减灾服务站、微型消防

站、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点，编

制《社区综合减灾应急预案》

《防汛减灾应急预案》《防震

减灾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分项

分灾种应急救助预案，利用广

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

专栏、板报、讲座等形式，向社

区群众宣传党和国家防灾减

灾大政方针及灾害自救互救

知识和技能。

我市还持续加强避难场

所建设，加大灾害和风险隐患

点排查力度，先后新建临时避

难场所 309 个、社区避难场所

130 个，有效保障了社区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邵菲菲

金台区 15 个社区居民代表走进科普教育基地——

体验虚拟地震  学习逃生技能
本报讯 近日，金台区人民路

社区、曙光路西社区、东岭社区等

15 个社区的居民代表先后走进我

市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通过

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体验了

地震，并学习了地震避险和逃生

知识技能。据悉，这只是我市提升

群众应急避险能力的举措之一。

地震虽然不可避免，但当灾

难来临时，学会基本的求生自救

方法、掌握自救救人的技能，将会

大大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因此，

我市将提高社会公众应急避险和

自救互救能力作为防震减灾的一

项重要工作，多形式、多举措普及

防震减灾科学知识。

近年来，我市借助“全市防

震减灾宣传月”“全国防灾减灾

日”“国际减灾日”等，开展了防震

减灾知识图片巡展、防震减灾知识

短片播放、地震科普知识手机信息

群发、地震科普体验、防震减灾知

识培训等系列活动，让公众更加深

入地了解地震科普知识。通过持

续开展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活动，提升公众知晓

率。同时，强化地震应急准备，结合

疫情防控制定应急准备工作方案，

开展应急准备督导检查，中小学校

和社区（村）、企事业单位等多次进

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已形成常态

化，社会公众防震减灾意识明显增

强，形成了全社会共同防御地震灾

害的合力。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培训+演练  锻造救援铁军
全市已建成各层次各类型应急救援队伍120支

本报讯 一架架直升机悬

挂着水桶在高空来回穿梭灭火，

无人机也当起了“消防员”……

日前，市政府与省应急管理厅、

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联合

在陇县曹家湾镇三联村举行

了“生命-2021”陕西省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综合应急演练。

近年来，我市把开展应急救援

演练和培训作为加强救援队

伍建设的有力抓手，打造了一

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应急

救援“铁军”。

“村主任，不好了，咱村牛

头山突然失火了！”当日，伴随

着一通电话，模拟森林火灾扑

救演练在陇县曹家湾镇三联村

拉开帷幕。“灾情”发生后，市

政府、陇县启动森林草原火灾

应急预案，并向应急、林业等森

防指成员单位通报情况。市、县

两级快速反应，派出县林业局

专业队进行处置，按照灾情形

势，逐级报送信息。随着“灾情”

扩大，省森防办启动三级应急

响应，调集铜川市专业队、省森

林资源管理局等地方力量，联

合甘肃、新疆森林消防总队驻

陕队伍进行跨区增援。整个演

练过程中，参与救援的队伍综

合运用以土灭火、以水灭火、灭

火炮灭火、直升机吊桶灭火等

多种灭火手段，采用两翼推进、

多点突破、分兵合围、分段歼灭

等多种灭火战法有效控制了火

情。“这次演练不仅提升了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实战能力，还有

效检验了应急预案，锻炼了队

伍。”参与救援演练活动的观摩

嘉宾如是说。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

能力，将损失降至最低，打造过

硬的救援队伍是关键。近年来，

我市不断统筹、整合、优化各种

救援力量，持续加大应急救援

演练，开展应急救援人员救援

知识和业务能力培训，重点针

对地震、洪水、地质灾害、城市

内涝、火灾等自然灾害，组织开

展各层级应急救援演练 700 余

次，建成各层次、各类型应急救

援队伍 120 支，初步构建起了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统筹布

局、系统推进，统一指挥、响应

有力”的应急救援“宝鸡模式”。

       本报记者 邵菲菲

本报讯 俗话说“天有

不测风云”，提前预测天气

不是容易的事，但是近年

来，我市先后投入 1000 万

元，不断提高天气预报的

科技含量和智能化水平，

天气预报越来越精准。

气象观测在气象防

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

期以来，我市靠人工观测

云量、云状、地面凝结现象

（霜、露、雨凇、雾凇）、结

冰、积雪和雪深等天气现

象或气象要素，值班员往

往要站到观测场目测云量

和云高，用尺子人工测量

积雪的深度，这些方法容

易出现误差。为提高气象

观测的精准度，去年以来，

我市在 11 个国家级自动

气象站和宝鸡体育场、宝

鸡会展中心、宝鸡职业技

术学院体育场等地，安装

了天气现象视频智能观测

仪。该仪器由视频采集器、

数据处理单元、通信单元、

供电单元和附件等组成，

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可实现

天气现象的自动观测和识

别，既解放了人力，也提高

了气象监测精准度。

配置天气现象视频

智能观测仪是我市加大

智能化气象观测设备投

入力度，提高天气预报

精准度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我市先后投入 1000

万元，在购置大气电场

仪、微波辐射计等智能化

气象观测检测设备的同

时，还开展了新一

代天气雷达和多要

素自动气象站升级

改造，极大提高了

灾害性天气监测的

“智慧含量”。 

本报记者 邵菲菲

我市先后投入 1000 万元升级监测设施——

让天气预报
更精准

气象员调试测试设备

地震知识科普宣传      本报记者 李依涵 摄

百姓
注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