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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重大风丨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为加强我局相J关及系统各单位面对重大风险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理能力,提高应对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和紧急救援反应速度

和协调水平,特别是确保节假日及重点时期迅速有效地处理各

类突发事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l和 市政府安全应急预案的

有关规l定 ,结合我局实际工作特制定本预案。

一、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定义

本预案所称重大风险突发事件,指我局机关及系统备单位

在事业发展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

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紧急事件和信访稳定事件。本

预案同样适用于节假日及重点时期全系统发生.较 大及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和白然灾害。



二、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原则

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是指发生.盥 人风险突发事件

时,能迅速有效地组织应对处理工作,嘏人限度地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消 除不利影响,防止突发事件扩大。应急处理

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 :

(一 )依法行政,正确履职。严格拙J行有关法律法规,依

照法定程序,正确履行突发事件相应处置.职 责。
(二 )统一指挥,认真落实。局棚J关各科室和系统各单位

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服从统一指挥,认真落实突发事

件应急部署和要求,统一行动,令行禁止。
(三 )协作配合,快速反应。局棚l关 各科室和系统各单位

要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同

时应急处理要快速、有效,并保持上下信 `铄 畅通,沟通及时,

统一调度,果断应对,迅速阻止事态恶化。

三、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组织领导

为统一细.织 、指挥系统各类重人风险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工作,成立 “
开封市文化广屯和旅游局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

处理工作领导小细~” (以 下简称
“
领导小组

”
)∶

(一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职责

由局党细书记、局长魏培仕为细长,党 组成员为副组长 ,

各分管领导、各科室及̌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 成员的突发事件应

急领导小组。

领导小细.内 设综合·、抢险救援、宜传报道1物资调配等若

干工作组。发生突发事件时,曲分管副局长和各科室、二级单

位负责人员组成。

1.综合组:党组成员、工级调研员刘和牵头,王清芝、张

英俊协助。负责事故信虑、的接收、报告;负 责事故救援过程中

信息传递;负 责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 责细.织协调应急救



援队伍;负 责提供救援装各和救援物资信息;做好应急信
`自
、和

指令的上传下达工作,负 责通报有关情况。

2,现场救援组:党组成员、副局长华应根、杨晓伟、谢绍

全牵头;吴海峰、方予民、.△ 伟协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
加应急救援工作;提供事故单位信息;提供事故救援和调查处

理相关基本数据与信息;组织相关行业安全生.产 专家,研究提

出事故救援方案。

3.宣 传报道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克彬牵头、丁刀̂卫协

助。负责与市与主要新闻媒体联系;负 责事故现场新闻报道、

事故信息发布工作、及~时宣传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典

型人和事。

4.物 资调配组:党组成员、副局长郑秋申牵头,负 责应急

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细.织 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组织

开展救灾捐款活动,接受、管理、分配救灾捐赠款物。
(二 )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办公室,戴一楠任办公室主任 ,

具体职责如下:

1.及 时研究相关情况,制定应急措施,按领导小组的指令 ,

协调全系统及时、稳妥地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

2,应 急预案启动期间,负 责落实领导小细.指 示,部署具体

的应急工作 ;

3.负 责应急期间的信息搜集和情祝J汇总,并及时呈报领导

小组。

四、应急响应
(一 ) 倌 `包报告

l,办公室
(1)负 责接收、传递全系统重大风险突发事件信息,并及

时将突发事件信息、发展态势上报应急领导小细.,做好应急信

虑、和指令的上传下达i作 ,配合有关业务科室积极对突发事件



进行调查处理。

(2)市局办公室接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或省文化

和旅游厅办公室转来的事故信息后,立.即 核实并及时上报分管

领导和主要领导。

(3)负 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后勤服务、车辆调配、通讯

畅通、物资供给等保障工作。

2,局 机关各科室

根据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结合科室业务职能,做好科室

职责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处置.工 作。负责督促分管企业 (单位 )

建立应急救援设施、设各,储各必要的事故应急物资和装各。

3.局 属各单位

㈠ )积极排查本单位各类重大风险突发事件的隐患,及时

上报局领导小组,并力争把突发事件发现、控制、处理在萌芽

状态。

(2)在第一时间内对本单位已经发生的重大风险突发事件

进行调查处置,并将处置结果上报局领导小组;对本单位难以

处置.的 突发事件,报请局领导小组协调处理。

4.行业单位

突发事件发生.后 ,生^产 经营企业 (单位 )立 即报告分管科

室,分管科室立即向带班领导和主.要领导报告。
(二 )应急响应

1,重 大风险突发事件发生∷筚位要迅速采取措施,封闭并保

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和物资,疏散事件危险区域人员,研判

事故发展趋势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事故危

害扩大和次生、衍生灾害发生。

2.通知可能受到事故影响的单位和人员,隔 离事故明J场 ,

划定警戒区域,局 领导小细~和 办公室人~员 应及时赶赴现场,制

定具体的应急措施,组织救援I作 ;同 叫,根据事件特点和严



重程度,紧急调动有关单位及人~员 迅速赶到现场。

3.参加现场救援处置.的 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救援方案实施救

援,未经应急领导小细~负 责人批准,不得擅自改变计划。

4.依法发布调用和征用应急资源的决定。

5,维护事故现场秩序,细.织 安抚遇险人员和遇险遇难人员

家属。

6.依法发布有关事故情况和应急救援工作信息。

7.应 急预案启动期间,局 应急办公室所有人员、相关单位

的人员手+JlJ要保证 24小 时开通,严禁关机或不应答,做好值班

和后勤工作。

8.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

命安全的紧急情泖J时 ,应 当立即采取桕应措施消除隐患,降低

或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局系统不能有效控制生产安金事故的,应 当及时向上.级 人

民政府报告。

五、应急保障

1.通信和信息保障

应急响应期间,局 应急办公室开通 24小 时专线电话、自动

传真,保证信息传递及时、准确。局应急办公室要确定专人 ,

对系统进行维护,确保网络畅通。

2,应 急支援与装各保障

(1)局 +/lJ关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要在应急预案启动期间,

快速反应,迅速调动物资、人员,确保应急处理工作顺利开
·
展̈

(2)局 枳J关 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应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应

急机制,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建设,配各必要的车

辆,通讯及其他技术装各,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3,宣传引导

应急响应期间,特别重要的信息发布要经局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审批,统一口径,统一发布。局应急办公室要积极做好宜

传工作,树立良好的舆论导向,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单位做好

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

六、后期处置

1,应 急结束

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得以控制后,由局领导小组寅布应急结

束。

⒉善后处置

要在妥善处置事件的同时,进 一步加强日常安全监管工,作
,

尽可能通过制度化建设,落实责任,规l范 工作程序,切实消除

不安全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应急结束后,要对事件发生的

原因、处理经过、后期处置等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形
成文字材料,在规J定 时间内上报局应急办公室。同时,要及时

查找工作漏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切 实完善相应的专项应

急制度,提高应对同类事件的能力。

3.责任追究和奖励
(1)严格追究瞒报、迟报、漏报信息责任。对突发事件隐

瞒、缓报、谎报或者授葸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要依法给

予主要负责人行政处分。
(2)严格追究相关人员

“
不作为

”
责任。对未按照应急预

案要求,不积极配合、推诿扯皮,严 重损害机关形象,影响恶

劣、后果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严格追究工作不力责任。对因应急处理不力,行动迟

缓,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致使事件蔓延、扩大的,要追究相

关单位、人员的行政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由 司法部门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适 。疝 9￡J氵
冫9

(4)对消除事故隐患或应急救援有以



附件 1

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蓝大风险突发事件
应篾处置领导小组

局属各单位、相J关 各科室:

为持续做好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按照省、市文件
精神,结合我局人~员 调整的实际情况,经局党细.研究决定,调
整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冽̀细.∶

细.长 :魏培仕 局党纽书记、局 长

副纽长:刘 和 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

张克彬 局党细.成 员、副局长

华应根 局党细成员、副局长

杨晓伟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谢绍全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郑秋申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继跟 局党组成员、派驻纪检细.长

左起超 局党组成员、开封疒 播电初丿台台长

何 伟 一级调研员

工 伟 =~级调研员

工清芝 二̂级调研员

白新芳 二级调研员

丁卫.卫 四级调研员

方予民 副调研员

吴海峰 四级调研员

王豪义 四级调研员

张英俊 四级调研员

成 员:各科科长、局属单位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戴一楠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

在局办公室,负 责主̂要 日常工作。



附件 2

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丿

防汛抢险救援△作队

根据 《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重大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预案》,经局党细.研究,特成立防汛抢险救援工作队。

防汛抢险救援人员:吕 岩、许可、张大伟、张志刚、刘宏

伟、郭延臣、李永彬、张贤、徐胜利、杨举、刘孟雨、邢天骥、

李民兴、郑卫宽、房子方、郑发兵、牛永强、杜志方、姬国威、

黄达飞、罗保林、王壮、王高尚、姚金干、李彬、张斌、马宁

磊、董夏、李琛、秦辉春、李建新、张国威、王旭光、徐照旭、

常瀚文、王谦、葛广涛、武波、梁彬彬、马君杰。

综合协调人员:戴一楠、工晶、李苷璐、杜冰、李颖。

物资调配保障人员:王栎阳、郭鸽、工。丽莉、马靓文、胡家

秋、钱艳玲、吕文静、笪欣、张惜源、郭娟、钟雯、张一鸣(

翟璐晓。

宣传报道人员:赵新洛、辛燕、孙璐、开封广播电视J台 1名

记者。

纪检督导人员:唐玉晖t惠亚双。

防汛抢险救援工作队受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重大风险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细.直接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