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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震通〔2020〕1 号

楚雄州地震局关于印发

《楚雄州地震局2020年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地震局，局属各科室：

为充分做好我局 2020 年地震应急准备及处置工作，现将《楚

雄州地震局 2020 年地震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楚雄州地震局

2020 年 1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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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州地震局 2020 年地震应急预案

为科学高效、有序应对和处置突发地震事件，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员伤亡，减轻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根据《楚雄州地震应急

预案》和《楚雄州地震局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应急专项处置工作方

案》，结合机构改革后职能职责变化，制定本预案。

一、启动预案条件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启动本预案：

1.楚雄州内发生 4.0 级以上地震。

2.接到本单位发布进入地震应急状态的通知。

3.楚雄州邻近地区发生 5.0 级以上破坏性地震，在州辖区范

围造成地震灾害损失或人员伤亡。

4.省人民政府发布楚雄地区 5.0级以上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

二、指挥机构及职责

在州委、州政府、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

下，成立州地震局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组书记宋志

峰、局长卢晓林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毛德培担任，成员由局属

各科室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前方指挥部（地震现场应急工

作队）和后方指挥部。

（一）领导小组职责

负责全局地震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指挥和协调；负责向州

委、州政府、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省地震局汇报震情、灾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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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急响应建议；负责灾区震情监测、灾害监测、损失评估工

作；开展防震避险等防震减灾知识宣传，配合宣传等部门平息地

震谣传。

（二）前方指挥部（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的组成及职责

指 挥 长：毛德培 副局长（队长）

成员部门：震灾处置科、震害防御法规科、监测预报科、办

公室

工作职责：迅速赶赴灾区，组织、协调、指挥、实施地震现

场救援工作；向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震情、灾情等地震现场工

作情况；协助灾区政府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提出地震应急对策建

议；配合上级地震部门、协调组织其他相关部门到灾区开展地震

现场救援工作。

1.综合协调组：组长由办公室副主任张萍担任，成员：驾驶

员周朝春。

负责协调联络省地震局前方指挥部和州抗震救灾前方指挥

部工作；负责地震现场信息报送、文秘等工作；负责应急车载电

台的通讯保障工作；负责应急资金、物资调配及后勤保障工作；

完成前方指挥长、副指挥长下达的其它任务。

2.震情监视组：组长由监测预报科科长卜维生担任。

负责判定地震类型,监视震情发展、提出震情趋势意见、编

写震情信息、组织地震宏观联络员进行地震宏观异常调查、收集、

落实处理。完成前方指挥长、副指挥长下达的其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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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灾害损失评估组：组长由震灾处置科负责人张俊雄担任，

成员有彭炜（视情况定）。

负责地震现场灾情调查、负责拍摄、收集灾区灾害图片和影

像资料；收集、统计相关资料（包括受灾范围，人员伤亡情况，

建筑物倒塌、破坏、受损情况，次生灾害等）汇总上报，配合中

国局、省地震局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地震烈度调查等工作；

完成前方指挥长下达的其它任务。

4.新闻宣传组：组长由震害防御法规科科长陈猛担任

负责地震现场指挥部文秘工作；配合灾区做好防震避险等防

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负责协调、配合新闻单位进行抗震救灾宣

传报道、采访工作；协助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地震谣传；

完成前方指挥长、副指挥长下达的其它任务。

（三）后方指挥部的组成和职责

指 挥 长：卢晓林 局长

成员部门：震灾处置科、震害防御科、监测预报科、办公室

工作职责：负责向州委、州政府、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省地

震局汇报震情、灾情并提出应急响应建议；负责向州抗震救灾指

挥部汇报防震应急办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地震应急对策。

1.综合协调组：组长由董明荣担任，成员赵琼芬、宋云香。

协助后方指挥长承担应急期间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后方组

工作人员的调配；负责将各级领导指示下达给相关工作组并对落

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做好与州委、州政府、省地震局、州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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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的协调、联系工作；完成后方指挥长、

副指挥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2.震情监视组：组长由董娟担任，成员王永涛、起浩。

负责做好数字化地震台网和地震前兆观测设备的维护、管理

工作，确保各类观测数据连续、准确、可靠并及时上报；开展地

震趋势会商，监视震情发展，核实、确认地震前兆异常；根据地

震活动性和前兆资料指标综合分析，提出地震类型和地震趋势判

定初步意见；及时了解国家和省有关地震监视工作和地震趋势判

定意见，提出我州震情跟踪意见和实施方案；负责震情信息编写、

上报《震情简报》、《震情速报》等相关材料；完成后方指挥长、

副指挥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3.灾情收报组：组长由李春云担任，成员彭炜（视情况定）。

负责核实、汇总、上报灾区报送的灾情（包括受灾范围，人

员伤亡情况，建筑物倒塌、破坏、受损情况，次生灾害等）、震

灾损失评估等相关材料；负责应急指挥平台的互联互通工作；完

成后方指挥长、副指挥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4.新闻对策组：组长由谢蓉担任，成员张春。

负责组织、策划新闻发布、采访、专访等工作；负责新闻稿

件的编写工作；负责与媒体的交流、协调、联系工作；完成后方

指挥长、副指挥长交办的其它任务。

5.文秘后勤保障组：组长由赵琼芬担任，成员宋云香。

负责地震应急相关材料的汇编、审定、印制、发送工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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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应急资金、物资、设备管理及后勤保障工作；做好灾情、震情

咨询电话的接听工作；完成后方指挥长、副指挥长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应急通信保障

1.常规通信。在常规通信可用的情况下，以固定电话、手机、

网络通信为主要通信手段。

2.短波电台通信。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在当地固定电话和

手机通信中断或联络困难的情况下，启动短波电台通信。

3.启动地震应急指挥互联互通平台。

四、应急响应

（一）先期处置。当全体人员感觉到地震、或者接到震情速

报后，5 公里以内 15 分钟，5 公里以外 20 分钟内赶赴单位开展

应急处置工作。地震发生后，局领导及值班人员及时做好以下工

作：

1.震情值班人员在震后立即向省地震局确认地震参数，并向

值班领导报告震情。

2.震情值班人员填写震情报告，报送州政府总值班室和州应

急管理局。

3.通过短信平台向州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发送地震速

报短信。

4.震情值班人员做好震情值班电话接听、询问，做好解答工作。

5.党组书记负责向州委相关领导报告震情及后续震情应急

情况；局长负责向州政府相关领导报告震情及后续应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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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情况，副局长负责向省地震局报告工作情况及后续震情意

见。

（二）应对措施。局领导和各科室按照各自应急工作职责开

展应急处置。

1.办公室应急行动：

（1）接到值班人员地震参数后，迅速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开

展应急处置工作。

（2）15 分钟内调集车辆待命，为前方组赶赴现场开展抗震

救灾工作提供保障。

（3）迅速拟定震情简报，向有关部门通报震情。

（4）及时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和防震减灾工作简报的

编发工作。

（5）认真做好会务服务和后勤保障工作，以及前来本局的

各级领导、来访人员和媒体接待工作。

2.监测预报科应急行动：

（1）对地震速报结果进行核对并修订及确认地震参数，按

规定时间到岗后，5 分钟内绘制震中示意图。

（2）立即处理地震记录资料，采集加工震相记录波形图。

（3）及时检查观测仪器运转情况，认真做好地震速报更新、

前兆数据传输和处理入库工作。

（4）负责与省、州、市（县）电台联络。

（5）及时召开震情紧急会商会，加强前兆观测资料的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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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做好后续震情趋势跟踪。

（6）实时与省局预报中心保持联系，及时沟通和获取地震

类型和震情趋势判定初步意见。

（7）迅速绘制震中区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做好典型震例

分析研究。

（8）在本局官方网站上开辟、发布地震专题信息。

3.震害防御法规科应急行动：

（1）立即通过规定渠道，了解收集震中区及其附近灾情及

社会影响情况。

（2）在本局官方网站公告栏发布地震参数、震区相关资料

和图件，每天更新地震序列和灾情统计数据。

（3）根据收集到的灾情信息，撰写汇报材料，必要时拟定

新闻通稿，向媒体发布震情信息。

（4）全面收集各类资料，适时开展地震应急宣传。负责组

织、策划新闻发布、采访、专访等工作；负责新闻稿件的编写工

作；负责与媒体的交流、协调、联系工作，防止谣言发生和扩散。

4.震灾处置科应急行动：

（1）及时准备现场工作组所需的摄相机、照相机、笔记本

电脑、GPS、电台、发电机等应急物资，震后 20 分钟在办公楼

前集结。

（2）迅速开启地震应急指挥系统，为省、州领导沟通信息

提供保障，并与省应保中心、州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各县市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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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保持密切联系，争取技术图件、相关数据资料支持，及时传输、

上报震情、灾情。

（3）迅速进行地震灾害预评估，及时将评估结果向局领导

汇报。

（4）及时收集整理和汇总灾情信息，按照灾情速报规定向

省局报告。

（5）应急期间，随时依据应急工作的需要调配、购置应急

物资。

5.局领导应急行动：

（1）主要领导立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安排部署应急工作；

根据震级大小、震中位置、可能造成的破坏程度等，初步判定灾

害等级，向州政府提出应急响应级别和对策措施建议；并根据上

级领导的指示和要求，适时调整工作部署。调配前、后方工作组

人员，组织、协调地震现场应急工作；安排派遣地震现场应急工

作组；向地震应急联动成员单位提出应急联动需求，指导地震工

作机构的应急工作。

（2）地震应急前方组的指挥长带领相关人员赶赴震区，开

展现场应急工作，做好对当地政府应急工作的指导，与省局现场

工作队的协调配合，确保前后各种信息传递畅通，适时做好上级

领导现场查看灾情的陪同工作。

（3）地震应急后方组的指挥长及时参加州委、政府的工作

会议，并利用互联互通系统，做好工作情况报告，会议精神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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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重要事项。负责新闻媒体稿件的审定，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做好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三）后期处置。当先期处置结束后，各工作人员按预案各

组职责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五、AB角制度

为保证在地震应急期间工作不脱节，州地震局建立 AB 角互

换制度，具体为：

1.局领导：宋志峰⇌ 卢晓林；卢晓林⇌ 毛德培。

2.办公室：董明荣⇌ 张萍；张萍⇌ 赵琼芬；赵琼芬⇌ 宋云香；

周朝春－（临时确定）

3.监测预报科：卜维生⇌ 董娟；董娟⇌ 起浩；起浩⇌ 王永涛。

4.震害防御法规科：陈猛⇌ 谢蓉；谢蓉⇌ 张春。

5.震灾处置科：张俊雄⇌ 李春云；李春云⇌ 彭炜；张俊雄⇌

彭炜。

六、有关纪律要求

1.预案启动后，我局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停止探亲、休假，在

外出差人员就近就便搭乘交通工具尽快赶到单位或指定地点集

中。前方指挥部人员必须服从统一调动安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撤离。后方指挥部成员凡外出办事 10 分钟以上，必须经局领导

批准。

2.严格新闻采访制度。统一由前方、后方指挥长或指定人员

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其他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



- 11 -

采访。

3.严格保密制度。不得随意扩散地震趋势意见；不得透露地

震灾害损失评估结果。

4.对不服从指挥，有意推诿、拒不承担地震应急任务，玩忽

职守，擅自离开岗位，超越职权随便对外发布震情和抗震救灾消

息等违规违纪行为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约谈谈话、

行政问责等处理。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抄送：省地震局，州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州应急管理局。

楚雄州地震局办公室 2020年 1 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