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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云浮市云城区应急救援力量整
合组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云区府办函〔2021〕6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云浮市云城区应急救援力量整合组建工作方案》已经区

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应急管理局反映。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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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云城区应急救援力量整合组建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论

述精神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有效整合我区现有应急救

援力量，进一步推动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应急救援联动效

能，确保及时高效完成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任务，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本

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和“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训词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命至上、科学救援”的理念，创新体制机制、优化

统筹力量、加强队伍管理、强化政策保障，着力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应急救援队伍，有效整合、组建我区现有应急救援力

量，最大程度发挥突发事件救援联动效能，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

威高效”的应急救援能力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工作原则

（一）行业覆盖原则。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突出行业领域事故和灾害救援的专业性、

权威性，整合相关股室、下属企事业单位及技术机构的专业力量，调整和完

善行业领域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二）主体责任原则。坚持“谁组建、谁管理，谁主管、谁保障”的原

则，各牵头部门要按照中央、省、市、区有关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要求，组

建具有组织纪律的标准化战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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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参与原则。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力支持社会应急力量

建设。

三、应急救援力量组成

全区应急救援力量主要由政府、企业、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和应急救援专

家组成。

（一）政府应急救援力量。包含应急、消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和水务、文化旅游

体育、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通信等部门（单位）所属应急救援力量，包括

依托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成立的应急救援中心。

（二）企业应急救援力量。包含电力、铁路、高速公路、市政、冶金、

化工企业、商业、能源、通信运营商等行业领域的应急救援力量，各类企业

专兼职救援队、工程机械队、微型消防站等。

（三）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包含具有注册资质的公益救援队、志愿组

织、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民间救援组织。

（四）应急救援专家。包含区各行业部门专家库相关人员、有关部门专

业人员、相关企事业单位技术专家、科研院校教授学者等。

四、应急救援队伍整合种类、规模及职责

根据工作需要，将区级应急救援力量整合为三大类“22+N”支队伍：

分别是2支综合应急救援队伍、16支专业应急救援队伍、4支社会应急救援队

伍；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将结合实际新组建N支各类救援队伍。

（一）区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1.国家综合应急救援队（区消防救援大队）。由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

加强和完善，负责全区洪涝灾害、地质灾害、水域救援、山岳救援、地震坍

塌、交通事故、火灾、危险化学品事故等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救援任务，并

切实强化对发生概率较高的重点领域事故救援的专业训练和实战演练。

2.区应急救援队（区森林消防救援大队）。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建，

以承担全区森林火灾扑救、非煤矿山救援为主，兼顾水旱风灾害、冰冻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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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水域救援等突发事件的综合应急救援队

伍。

（二）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1.市公安云城分局应急救援队。由市公安云城分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

涉恐、涉暴、涉及交通安全等突发事件的安全治理、应急处置等工作。

2.区建筑工程应急救援队。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

房屋市政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及协助综合救援队伍科学施救。

3.区城市燃气应急救援队。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

城市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区道路抢险应急救援队。由区交通运输局和区公路事务中心牵头组

建，主要负责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抢险抢修等应急处置工作。

5.区特种设备应急救援队。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

开展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

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6.区供电应急救援队。由云城供电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开展被毁坏的

供电线路及设施的抢修和恢复、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重大活动、重要企

业、重点场所用电需要的保障救援等工作。

7.区水利应急救援队。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水利

工程应急抢险抢修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8.区城市供排水应急救援队。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牵头，主要负

责城市供、排水事故和城市内涝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9.区通信保障应急救援队。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通

信设备、设施及线路的抢修和恢复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场的通信保障

工作，督促中国电信云城分公司、中国移动云城分公司、中国联通云城分公

司等通讯运营商，做好因灾害“三断”（断电、断路、断网）情况下利用移

动通讯车等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10.区抗震救灾应急救援队。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我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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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诱发次生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救援等工作。

11.区地质灾害应急救援队。由区自然资源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地质灾

害的应急调查评估、趋势分析，协助指导基层组织人员转移，协助综合救援

队伍科学施救等工作。

12.区生态环境应急救援队。由市生态环境局云城分局牵头组建，主要负

责开展涉环境污染事件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应急监测及污染处置等工作，负

责协调省、市生态环境相关专业部门在核与辐射事故发生时的应急监测、处

置予以技术支持。

13.区卫生医疗应急救援队。由区卫生健康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开展紧

急医疗救治、传染病、突发中毒、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以及各类突发事件中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

14.区救灾物资保障队。由区发展和改革局和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建，主

要承担受灾群众的救灾物资保障任务。

15.区文旅体应急救援队。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体育局）牵头组

建，主要承担文化公共场所及活动、文物安全应急、广播电视安全、文化经

营场所及高危体育行业管理、旅游行业管理及活动、体育公共场所及活动的

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16.区交通车辆保障队。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组建，主要负责受灾群众的

转移安置、救援救灾物资的车辆运输保障工作。

（三）区级社会应急救援队伍。

1.区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由区役军人事务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以挂

靠在区志愿者协会的云城区退役军人先锋志愿服务队为基础，抽调人员组建

一支讲纪律、高水平的社会公益救援队。主要承担洪涝灾害、水域救援等工

作。

2.区红十字赈济救援队。由区红十字会牵头组建，主要负责应急救援、

救灾物资发放等工作，以及各专项应急指挥部的其他工作安排。

3.区应急志愿者队伍。由团区委牵头组建，依托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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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以青年为骨干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主要负责协助应急救灾物资发放、灾后

重建等工作，以及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4.云浮市云城区蓝天救援中心。民间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的社

会组织。主要负责协助开展山野、水域、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意外事

故、城市寻失、道路救援、大型群众性活动保障等各领域应急救援活动，承

接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等委托社会公益服务相关项目。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重要

性，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重要工作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各牵头单位要

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开展队伍组建工作，确保关键时刻应急通信

联得通、应急队伍拉得出、应急装备调得动、应急处置有效果。

（二）着力建设队伍。各部门要遵循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

原则，加快各类应急队伍的建设进度。

（三）建立健全制度。各牵头单位在组建队伍的同时，需建立健全队伍

训练、学习、应急值守等相关制度，确保接到指令后能随时赶赴事发现场。

要定期组织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四）提供必要保障。各牵头部门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组建的经费由

各牵头单位向区财政局申请专项经费作保障或纳入区财政年度经费预算作保

障，保障日常训练和救援工作需要；配备精良的救援装备，专业救援队伍要

结合救援特点加强专业装备的配备，增强专业救援队伍的专业性，保障救援

需要。

（五）及时报备。各牵头单位将整合组建后的队伍详细情况（附件1和

2）于2021年9月20日前向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

局）报备。同时各队伍由牵头单位组织开展培训、演练。区应急委办、安委

办、三防办将适时对各队伍整训备战情况进行检查，为全区应急救援工作做

好充分的准备。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1年第3期

- 7 -

附件：1、云城区应急救援队伍汇总表

      2、云城区应急救援队伍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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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克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6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陈克同志任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其原区教师进修校校长职

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刘志坚同志任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其原区教师进修校

副校长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谢杏容同志任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其原区教师进修校

副校长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叶飞同志任云浮市恒大学校副校长，其原区教师进修校副

校长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符志宏同志任云浮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免去其云浮中学副

校长职务。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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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绍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7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叶绍清同志任河口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俏凤同志任安塘街道办事处主任；

免去彭海华同志的云城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黄北泉同志的河口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免去杨辉初同志的安塘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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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仙花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8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张仙花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康国昌同志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龙燕同志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张树荣同志任安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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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越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免去高越斌同志的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正科）职务；

免去陈振棠同志的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职务。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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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小燕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0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梁小燕同志任区爱国卫生运动事务中心主任，原区爱国卫

生动员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乐美君同志任区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原区征收

办副主任职务因事业单位改革自然免除；

陈秋霞同志挂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时间1年；

黎家良同志挂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时间1年。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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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杰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叶杰华同志任云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陈志建同志任区民政局副局长；

罗炳棠同志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试用1年；

陈庆泉同志任云浮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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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小红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2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陈小红同志任区统计局副局长；

徐天明同志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戴熙同志任区城乡建设管理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苏彩玲同志任云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免去其河口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职务；

张伟强同志任云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碧志同志任云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翠红同志任云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丽冰同志任高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莫锋同志任河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免去其云城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职务；

陈宇新同志任河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鉴泉同志任河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黄小松同志任安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邹霆同志任安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陶泽辉同志挂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时间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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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举同志挂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时间1年；

陈巧妍同志挂任云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时间1年；

免去冯彦潼同志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盛市场监督管理所

所长职务；

免去朱木元同志的安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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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彩云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3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程彩云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免去其区发展和改

革局总经济师职务；

张云汉同志任区财政局副局长，其原区招标采购中心主任

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冯坤友同志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其原市城建管理监察

大队副大队长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彭胜鹏同志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主任；

谢艺清同志任云浮中学副校长，免去其云浮市第一中学副

校长职务；

钟文萍同志任云浮中学副校长（试用1年）；

罗汉文同志任云浮中学副校长（试用1年）；

余杰灿同志任云浮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试用1年）；

郑瑜同志任区工业园区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试用1年）；

何明科同志的原区森防办主任职务因机构改革自然免除；

免去曹国强同志的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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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陈延明同志的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李燕君同志的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毛文飞同志的云浮中学副校长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30日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1年第3期

- 18 -

关于伍静红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4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伍静红同志任命为区残联理事长；

唐振荣同志不再担任区残联理事长职务。

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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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钦林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云区府干〔2021〕15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府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

黄钦林同志任高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免去陈志雄同志的高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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