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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7 日

（2020 年 6 月 16 日，根据录音整理）

市防指决定召开的这次指挥部视频会议，是受俊民市长和晶

华常务副市长委托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主要任务是传达

贯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牛一兵部长的指示精神和昨天下午俊

民市长在市防汛办督导检查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对 6 月 16 日至

18 日全市暴雨天气应对防范工作提前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刚才，明波同志向大家传达了牛部长和赵市长的指示精神，

各县区各相关部门会后要立即将牛部长和俊民市长的指示精神



— 2 —

及今天的会议精神，向县区党政和部门“一把手”专题汇报。会

上，市气象局作金局长通报了这次强降雨气象情况，水文局泽根

局长通报了水情监测情况，市防指责任副指挥长、市水利局吴平

局长和市防指责任副指挥长、市应急管理局寿斌局长就本轮强降

雨天气防范和救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我都同意，请大家认真

抓好落实。下面，我讲四点意见：

一、思想上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安康是个多灾的地方，洪水灾害历来是安康最大的自然灾

害，防汛工作也就成为了安康的头等大事。按照历史推算，安康

防汛工作“十年九灾，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在长期与洪

水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总结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汛工作经验和

办法，近年来防汛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防灾减灾救灾过

程中我们也付出过沉重且惨痛的代价，每年防汛会议上我都把这

些血淋淋的教训拿出来给大家通报一下，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时刻

牢记血的教训，时刻警钟长鸣，时刻保持警醒。83 年“7.31”洪

水进入安康城区造成 870 人遇难，98 年“7.12”汉滨区茨沟、谭

坝区域受灾死亡 43 人，2000 年“7.13”全市遭受洪灾遇难 276

人，仅紫阳县就死亡和失踪 202 人，2002 年“6.9”洪灾造成死

亡、失踪 215 人，2003 年“8.29”因洪灾死亡 37 人，2005 年“10.2”

洪水进入安康城区，发布了二号撤离命令，全市造成人员死亡 17

人，2007 年“8.7”岚皋、汉滨、平利三县遭灾死亡、失踪 72 人，

2010 年“7.18”死亡和失踪 182 人，2012 年“7.22”死亡 5人,2017

年 9 月强秋淋天气灾害造成人员死亡、失踪 16 人，2019 年“8.3”



— 3 —

白河、紫阳遭灾死亡、失踪 7 人。经估算从 1983 年至 2019 年这

36 年间，安康遭受洪灾共计 11 次，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口达 1740

人，平均每次灾难就有 158 人遇难，平均每年就有 48 人因洪灾

失去生命，多少家庭因为洪水灾害支离破碎，这些血的教训历历

在目。受立地条件影响，常常是县区灾害情况严重，但安康中心

城区灾害也不容小觑，历史上的 1583 年洪水进入安康城区，5000

余人因灾丧生，1852 年洪水进入安康城区夺走了 3000 多条生命，

1983 年“7.31”870 人遇难。仅仅在 2003 年至 2011 年的 8年中，

安康中心城区发布一二号命令就多达 8 次，平均每年都会发布撤

离命令，每次洪水进城都让人心惊肉跳，每次都会不同程度造成

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2013 年以来，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出台了《大

型水库参与汉江干流错峰调度办法》，全面提升上下梯级电站安

全调度管理，不断健全完善库坝管理机制，采取科学有效手段错

峰销峰，安康中心城区尤其是汉江防汛安全平稳度过 8次超警戒

洪峰过境，避免了撤离命令的发出，特别是去年 9 月 15 日-17 日

安康水库入库流量达到了 15700M
3
/s，经过紧急会商研判，科学

有效调度，及时错峰销峰，汉江安康站出库流量消减为 11600

M
3
/s，有效避免了发一号命令（出库达 11700 M

3
/s）。虽然这几年

没有发生大的洪灾，但大家依然不能马虎侥幸，切不可麻痹大意，

要深刻认识防汛工作依然是我们当前的头等大事，防汛工作依然

还存在一些问题短板，加之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按照古

人“大疫之后必有大灾”的训诫，结合今年防汛工作总体形势，

形势非常严峻，进入汛期以来全国有 22 个省已经或者正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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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尤其是面对安康“两山加一川夹一河夹一沟”的特殊地理

环境，不得不让我们时刻提高警惕，更加高度重视今年防汛工作，

切不可有半点麻痹大意思想。

当前我市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晚

上至 18 日，全市将有一次暴雨天气过程，且呈现影响范围广、

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区域性降

水天气过程，特别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的暴雨过程，降水量将

达到 70-150 毫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汉滨等部分镇办

过程降水量将超过 150 毫米，安康水库最大入库流量将达到

6000-8000 M
3
/s,加之地处汉江上游的汉中、四川、重庆等多地都

将经历强降雨过程，上游的雨就是安康的水，极有可能引发山洪、

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防范压力非常大。因

此，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麻痹

大意，千万不可放松警惕、心存侥幸，务必要充分认识当前防汛

工作的艰巨性、严峻性和紧迫性，严阵以待，到岗到位，切实做

好“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准备，周密部署，严密防范，

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做好战时各项准备，切实做到“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枉撤三千、不可

伤亡一人”“宁可听到骂声、不要听到哭声”，全力以赴做好本轮

暴雨天气应对防范。

二、各项防范措施一定要落实落细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时期“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全



— 5 —

面落实“防抢救”等各项关键措施，把雨情汛情研判的更充分一

些，把责任压的更实在一些，把措施落的更细致一些。

一是防汛工作机制一定要落实落细。各县区各部门必须严格

落实落细“防汛指挥部总指挥、县级领导挂联镇办、镇自为战、

村组自救、预警到户、院户联防、责任到人、提前转移”的防汛

工作机制，特别要把院户联防和提前转移摆在重要位置落到实

处，一旦出现险情，必须提前转移，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这个机

制也是安康多年来防汛工作经验总结形成的有效工作机制，一定

要把这个机制落实好落到位，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

二是预报预警一定要及时准确全覆盖。市、县区气象、防办、

水文、水电厂等相关部门一定要聚焦精准、科学、有效这个关键，

密切关注雨晴、水情变化，及时会商研判，准确发布有效的预报

预警信息，为各级防指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特别是各县区气象部

门，要充分认识安康地处秦岭巴山之间的特殊地理环境，主动加

强与周边县区联合会商研判，及时精准预报预警。市级和部分县

区气象部门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但仍有一些县气象部门需要进

一步注意和加强这块工作。各级防汛部门要牵好头，必须密切加

强会商，及时准确预报预警，将预报预警信息传达到村、到户、

到点、到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更好发挥院户联防的关

键作用。尤其是本次暴雨天气过程主要发生在晚上或凌晨，更要

注重信息灵通的重要性，必须做到预警信息全覆盖、不漏一户一

人，绝不允许出现信息盲区、预警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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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点部位和人群一定要严防死守。要密切监测滑坡监测

点、病险库塘、尾矿库、移民搬迁安置点、敬老院、养老院、学

校、医院、五保户集中供养点等关键部位和关键群体，必须落实

专人值守，专人负责，做到严防死守。市、县区民政部门一定要

把养老院、敬老院、五保户、“三留守”人员的防汛措施落到位，

提前做好防范，落实监护人和托管人，主汛期绝不允许移民搬迁

群众回原住处居住。市、县区教育部门要做好学校和师生安全防

范工作，文旅广电部门要做好景区景点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对

可能出现的暴雨天气，必须第一时间采取临时关闭停业等果断措

施。卫健、自然资源等部门要突出医院、移民搬迁安置点等重点

部位，履职尽责、严防死守，落实落细防范措施，确保不出问题。

四是水库调度、安全措施一定要落实落细。安康现有各类水

库 153 座，其中大中型 13 座，小型 140 座，而且这些水库里还

有三类小型病险水库 27 座，必须空库运行，二类病险水库 5 座，

必须严格执行汛限水位运行。同时还有 2座跨省水库，这一块绝

对不可马虎。1975 年 8 月 8 日，河南驻马店两座大型水库溃坝，

造成下游两座中型水库、58 座小型水库相继垮坝溃决，造成 2.6

万人瞬间丧生，成为历史上世界最大一次溃坝事件，教训极其惨

痛。安康仅汉江就有多座大型水库，黄洋河、观音河和平利的古

仙湖等曾经就出现过险情，我们还有不少尾矿库。因此，必须严

格执行《大型水库参与汉江干流错峰调度办法》，特别是要落实

党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实时监测，科学调度，

用足低水位运行、分期控制入库水位、预泄腾库等有效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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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水库塘坝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康电站在此轮强降雨过程中要

满负荷发电，将库容降到最低。病塘水库要空库运行，确保不出

问题。

三、抢险救灾一定要有序有力有效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和抗洪抢险救灾应急

预案要求，责任人和干部必须立即到岗到位，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一旦发生灾情，必须立即开展抢险救灾。路、水、电、讯等基础

设施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基础设施抢险队伍，对

发生的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力争用最短的时间恢

复畅通。应急物资设备必须备足备够备齐。各县区要适时启动应

急响应，果断组织防抢撤各项工作，尤其是民兵队伍、消防专业

队伍、防汛干部队伍一定要在岗在位，必须确保拉得出、顶得上、

战必胜。水利部门要加强涉水及重点工程安全管理，确保在建工

程安全和建成工程生产安全。住建、交通等部门要全面落实城区

低洼区、交通要道等重点部位防汛防范措施，加强风险管控，以

防城市内涝和道路交通安全。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切实做好农业生

产防灾减灾、农村地质灾害、房屋和人畜安全等灾害防范工作。

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息报送制度，统一渠道统一

口径，确保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并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舆情监测引

导。关于抢险救灾具体工作，市、县区应急管理部门会后要迅速

专题研究，一旦出现险情，怎么抢险，怎么救灾，一定要做到信

息准确、底子清楚、防抢高效，确保“防抢救”各项工作科学有

序、有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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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汛纪律一定要严明

打仗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每次发布暴雨预警，县区指挥

长必须坐阵指挥，防汛干部必须到岗到位，各个部门必须无条件

坚决服从市、县区指挥部的调度指令，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各级防汛干部在

岗在位、信息畅通、指挥有力。要严格执行防汛信息和重大事项

报告制度，坚决避免瞒报、漏保、迟报。各级防办要联合纪委监

委、党委政府督查室，对防汛值班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提前介

入，及时诫勉提醒，对在防汛工作中违反纪律规定和相关要求的

必须从严从快从重处理。

总之，各县区各部门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指的部署要

求，一定把各项应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在此次应对防范工

作中不造成人员伤亡，确保群众安全、干部安全和度汛安全。

主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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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