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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18〕31 号 

安政办发〔2012〕128 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安康市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安康市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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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 2018 年度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陕西省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和《安康市“十三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6—2020

年）的要求，结合我市地质灾害现状和 2018 年汛期降水趋势预

报，制定本方案。 

一、灾害形式 

安康市境内山高、沟深、坡陡，断裂构造、易滑地层分布广

泛，地质环境脆弱，在降雨、地震等因素触发下，可能产生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些老滑坡经降雨、地震、风化、新

构造运动和人类活动等因素长期作用下，其发育的节理裂隙逐年

变形加剧，可能复活，产生新的滑坡。强降雨、冻融作用以及不

合理人为工程活动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根据《安康市“十

三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全市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面积

5623.52Km

2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23. 9%；地质灾害中易发区面积

10129.93Km

2

，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3.05%；高、中易发区面积之

和为 15753.45Km

2

，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66.95%。受持续强降雨

和自然因素影响，2017 年全市共发生了 79 起地质灾害，其中滑

坡 42 起，崩塌 28 起，泥石流 8起，地面裂缝 1起，死亡 2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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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经济损失 4415 万元。据 2017 年底动态更新数据库统计全市

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 3259 处，共威胁 19165 户、98970 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2017 年，全市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应累计 1446 场次,参加

演练人数 49481 人；宁陕县、汉滨区、白河县、镇坪县、平利县

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高标准“十有县”；全市

地质灾害成功预报 20 起，共避免人员伤亡 1277 人，避免直接经

济损失约 1.2 亿元。 

据安康市气象台汛期气候预报资料：预计我市 2018 年 5月～

9 月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750～850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2 成，

但时空分布不均。从时间分布上看，5 月、7月降水量偏少，6月、

8 月、9 月降水量偏多。汛期累计降水量预计汉滨、旬阳、白河

680～750 毫米；宁陕、石泉、汉阴 750～820 毫米；紫阳、岚皋、

平利、镇坪 820～900 毫米。今年汛期我市有 3-4 次区域性暴雨

天气过程，秋季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多，有秋淋天气发生。

结合全市地质灾害特点、隐患点稳定状况和市气象台对 2018 年

全市降水量趋势初步预测，预计局部地区暴雨可能造成崩塌、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二、防治重点 

（（（（一一一一））））重点防范的区域重点防范的区域重点防范的区域重点防范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县城、集镇、人口密集

的居民点和交通沿线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以浅层堆积层滑坡为

主，崩塌、泥石流较少，多为强降雨和人类工程活动引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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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严重，应重点防治。主要分布地段为：汉江及支流沿线、汶

水河、堰坪河、岚河、南江河、竹溪河等交通主干线两侧；紫阳

县－汉滨区－旬阳县－白河县所处汉江河谷及其支流沿线两岸

人口密集区；平利县老县镇－大贵镇－洛河镇黄洋河沿线；镇坪

县南江河－竹溪河－毛坝河沿线河谷区；岚皋县佐龙镇－平利县

八仙镇岚河沿岸；宁陕县江口镇－广货街镇旬河、江河沿岸局部

地区及 G210、S102 沿线；宁陕县筒车湾镇－梅子镇汶水河流域

沿岸；宁陕县城关镇及堰坪河流域及其支流沿线；宁陕县龙王镇

－太山庙镇沿池河流域局部地区；旬阳仁河口镇－城关镇旬河沿

线；汉阴县－汉滨月河北部低山区沿线；石泉县两河镇－饶峰镇

－城关镇沿饶峰河流域等局部地区。    

（（（（二二二二））））重点防范的城镇重点防范的城镇重点防范的城镇重点防范的城镇。。。。根据隐患点数量、威胁人数及地质

环境综合分析，重点防治城镇包括：紫阳县城关镇、蒿坪镇、高

滩镇、红椿镇，岚皋县城关镇、南宫山镇，平利县八仙镇、兴隆

镇、大贵镇，镇坪县城关镇、曾家镇，石泉县城关镇、饶峰镇、

池河镇、喜河镇，汉阴县漩涡镇，宁陕县城关镇、江口镇、龙王

镇。这些城镇地质环境条件复杂，人口集中，在降水、人类工程

活动等因素影响下，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大。    

（（（（三三三三））））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交通干线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交通干线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交通干线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交通干线。。。。铁路：襄渝线紫阳

－毛坝关段、旬阳－白河段；西康线小河－安康段；阳安线石泉

－恒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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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包茂高速安康境内沿线；省道 S310 紫阳－麻柳段，

省道 S308 镇坪－平利--安康段；十天高速旬阳-白河段、石泉-

西乡段；京昆高速宁陕段；国道 G316 安康－旬阳－白河段；省

道 S207 安康－岚皋－镇坪段；安康－瀛湖旅游专线、安平高速

公路等。 

（（（（四四四四））））重点防范的矿山及集中开采区重点防范的矿山及集中开采区重点防范的矿山及集中开采区重点防范的矿山及集中开采区。。。。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

的矿山及集中开采区有：汉滨区石梯重晶石矿区、旬阳县公馆河

流域群采汞锑矿区、旬阳县南沙沟铅锌矿区、旬阳县关子沟流域

铅锌矿区、旬阳县构元镇任家沟铅锌矿区、旬阳县白柳镇野猪洼

铅锌矿区、旬阳县构元镇甘沟铅锌矿区、紫阳县瓦板岩矿区、紫

阳县明华煤矿区、紫阳县蒿坪镇百盛煤矿区、宁陕县潼鑫矿区业

有限责任公司新铺钼矿区、宁陕县东洋矿业有限公司、平利县八

仙镇金鸡河瓦板岩矿区、平利县城关镇马咀板岩矿区、岚皋县东

岭瓦板岩矿区、岚皋县平溪河竹园湾建筑石料用玄武岩矿区、镇

坪县茅坪煤矿区等。此外，还应重点加强对所有露天开采矿山的

监测和预防。其它矿区若有大量不合理堆放的弃渣，极有可能诱

发地质灾害。    

（（（（五五五五））））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预测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预测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预测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预测。。。。根据我市目前已掌握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稳定性、危害程度及危险性，选择 17 处作为 2018

年度市级重点监测点，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应急防

治措施，明确负责人、责任人、监测人等（详见附表）。    

（（（（六六六六））））地质灾害发生的时段预测地质灾害发生的时段预测地质灾害发生的时段预测地质灾害发生的时段预测。。。。地质灾害的发生与降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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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2018 年预计地质灾害相对集中发生的时间段为 6 月、8

月、9 月，在降水作用下极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因

此，在这段时期需加以重点防范。各级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要

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制定年度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进入重

点防范工作状态，认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确保安

全渡汛，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三、防治任务  

（（（（一一一一））））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编制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完善应急预案完善应急预案完善应急预案完善应急预案。。。。汛前各县区、

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地质灾害发育分布现状以及降雨、洪水等趋势

预报，结合本辖区 1:50000 地质灾害详查成果，迅速编制并发布

以重要地质灾害防治区域及重点防范期、人员避险转移路线、防

灾减灾措施、应急措施及监测预防责任人为主要内容的《2018 年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确定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要以 2017 年底全省动态更新数据库的数据为准。及时修

订和完善《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

层层落实监测防范责任，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二二二二））））健全完善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完善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完善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健全完善群测群防的监测预警体系。。。。进一步完善群测

群防网络体系，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灾预案，汛前将所有地质灾

害隐患点的“防抢撤方案”制定完成，确保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

白卡和防灾避险明白卡发放到户，逐点落实监测人和监测责任

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实现“两卡”和“预案”的全覆

盖，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针对本辖区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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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状况，要在滑坡、崩塌、泥石流易发区段设立警示标志，

禁止受威胁对象进入危险区，有效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市国土

资源局和市气象局，要在汛期继续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

警工作，进一步实施地质灾害短时、临近预警预报，及时提供有

效的预报预警信息。    

积极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演练、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演

练、国土资源部门应急联动演练等形式多样的演练活动，增强各

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应急避险指挥、组织、协调能力，提高受威

胁群众防灾避险能力。 

（（（（三三三三））））做实巡查做实巡查做实巡查做实巡查、、、、应急调查及隐患点监测基础工作应急调查及隐患点监测基础工作应急调查及隐患点监测基础工作应急调查及隐患点监测基础工作。。。。应急办、

防汛办、气象局、民政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要相互配合严格落

实地质灾害汛期险情巡查、应急调查等制度。汛前，各县区要认

真开展辖区内隐患点、危险区域的巡查、排查，夯实防治责任，

加强监测预警，完善更新群测群防信息；汛中，要实地查看隐患

点的变化情况、警示标牌设置情况、并检查监测记录，检查群测

群防责任落实、宣传培训到位、防灾措施部署、“两卡”发放、

监测人员上岗等情况；汛后，成立核查组，深入开展群测群防地

质灾害隐患点动态更新核查工作，并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及

时了解和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变化情况，捕捉灾害发生前的特征信

息，为正确分析和预报灾情提供科学依据。    

（（（（四四四四））））全面推进地质隐患综合防治全面推进地质隐患综合防治全面推进地质隐患综合防治全面推进地质隐患综合防治。。。。落实县区政府属地责任、

加快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力度，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地质灾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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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易发区，将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列为重点搬迁对象，结合陕

南避灾搬迁工程进行搬迁，根据不同地质灾害类型，可采取相对

应的防治措施。 

（（（（五五五五））））强化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强化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强化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强化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各县（区）要加快地质

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努力实现以省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枢纽，以

市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节点，县级地质灾害应急平台为端点。

重点实现预报预警、信息报送、综合研究、决策支持、远程会商、

应急指挥等主要功能。同时，要进一步落实、健全、更新地质灾

害应急专家库，充分发挥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在突发地质灾害事件

处理、应急管理与咨询、调查评估与认定、决策建议、制度制定、

教育培训等工作中的作用，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能力。 

  四、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一一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组织领

导，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财政预算和专项防治经费，完善防治制

度，全力以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二二二二））））明确职责明确职责明确职责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分工协作分工协作分工协作。。。。财政、住建、扶贫、教育、民

政、交通、国土、水利、环保、农业、卫生、公安、安监、气象、

电力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段、点）

重大工程、交通沿线、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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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对地质灾害隐患做出预测、预警、预报；切实做好在地质灾

害易发区进行工程建设、城镇规划、新村建设、陕南移民安置点、

矿产开发、水电站等工程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从源

头上把好地质灾害防御第一关。加强对在建工程的监督管理，对

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工程，督促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单位采

取预防治理措施；相互通报地质灾害监测信息，实现资料共享。

国土、气象、广电、通讯等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健全汛期地质灾

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机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

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发布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三三三三））））强化宣传教育强化宣传教育强化宣传教育强化宣传教育。。。。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持续

深入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陕西省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和《陕西省工程建设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防治办法》

（省政府令第 205 号），增强人民群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提

高自救互救能力。逐级建立健全防灾责任制，层层落实防治责任，

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必要培训。同时加强应急能力建设，按照《陕

西省 2018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安康市突发地质灾害应

急预案》的要求，要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干部群众地质灾害防

治基本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县级、镇级、

村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通过模拟现场的抢险救灾的应急处置，

达到全面提高地质灾害应急反应能力的目的。    

（（（（四四四四））））强化值班责任强化值班责任强化值班责任强化值班责任，，，，做好应急处置做好应急处置做好应急处置做好应急处置。。。。严格应急值守、领导

带班和灾情速报制度，保持 24 小时通讯畅通。一旦发生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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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发现临

灾险情，要立即组织应急调查，确认险情，迅速采取避让、应急

处置措施。出现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在立即处置的同时，要按

照地质灾害速报制度，迅速上报上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安康市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班电话

为：0915－3200633，传真：0915－3200633。 

 

附件：《安康市 2018 年度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一览表》 

 

 

 

 

 

 

 

 

 

 

 抄送：市委各工作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