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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办 公 室 文 件
融政办发〔2019〕32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融水苗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

成员的通知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自治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32号）和《柳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

的通知》（柳政办〔2019〕59号）精神以及机构设置、人员变

动情况和工作需要，需对我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单位及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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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成员单位负责人岗位变动，继任者自动接替），经县人

民政府同意，现将调整后的名单通知如下：

第一指挥长：黄云广 县委常委、副县长

指 挥 长：刘胜利 县委常委、人民武装部部长

韦转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 指 挥 长：管翠留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何来源 县政协副主席

叶林峰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蒋劲华 县水利局局长

秘 书 长：叶林峰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蒋劲华 县水利局局长

副 秘 书 长：龙海斌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银杰显 县水利局副局长

段毅强 县气象局局长

唐文豪 县武警中队中队长

成 员：管 斌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秦榕嘉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 锋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石 峰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唐兰珍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潘家华 县教育局局长

莫剑锋 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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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景崇 县民政局局长

韦树生 县财政局局长

黄开龙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廖春生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覃海珍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欧海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周卫军 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邓卫健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韦 岳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贾江勇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

王志明 县林业局局长

韦亲周 县供销联社理事会主任

唐海东 融水海事处处长

欧俊林 县水文水资源局负责人

韦 佳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黎健飞 县公安局副政委

梁利清 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立峰 中国电信融水分公司经理

陈启用 中国移动融水分公司经理

李志刚 中国联通融水分公司经理

莫启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融水支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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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雄 中国石化广西融水石油分公司经理

付立春 中广核古顶水电有限公司厂长

欧阳征凯 麻石电厂厂长

各乡镇乡镇长

指挥部主要职责：作为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机构，对全县防

汛抗旱工作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人

员伤亡，减轻灾害损失。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防汛抗旱

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龙海斌（兼），专职副主任：覃

育强。办公地点设在县振城大厦九楼，值班电话：5122458，电

子邮箱：rsfxb5122458@163.com。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分别成立防汛抗旱指

挥机构。

一、成员单位职责

各成员单位及职责规定如下：

县委宣传部：正确把握全县防汛抗旱工作的宣传导向，及时

协调、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做好防汛抗旱宣传工作。负责防汛抗旱

的广播电视、宣传报道。发布汛期雨情、水情和灾害通告。主动

及时拍摄受灾现场，掌握第一手真实资料。及时宣传抗洪抢险中

的好人好事，加强网络舆情分析。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县防汛抗旱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监督、指导和协调全县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矿山、尾矿库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加强

mailto:rsfxb512245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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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行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县水利局：负责承担江河水情旱情监测预报预警和水旱台风

灾害预防工作，做好全县防洪安全检查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江河

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

案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台

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

县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抢险、抗旱救灾现场秩序和灾区社

会治安工作。防汛紧急期间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

打击盗窃防汛抗旱物资、破坏防汛抗旱设施与防洪工程的犯罪活

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洪涝、干旱灾害引发的群体性治安

事件或其他紧急性事件，必要时，动用本部门的通信网络及工具，

优先为防汛抗旱服务。

县财政局：负责筹集和安排防汛抗旱救灾抢险、水毁水利工

程修复资金；及时会同县水利局制定特大防汛抗旱项目申报方

案；及时下拨款项并监督使用。

县民政局：负责全县洪涝、干旱灾害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工

作，管理、分配、监督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和物资；负责灾情信息

与灾害救助工作情况的收集、统计、评估、核定和发布，及时向

县人民政府通报情况。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因强降雨引发的重大山体滑坡、

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勘查和预防工作（水

库库区地质灾害相关工作由水库主管部门负责）；负责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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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负责组织、指导干旱灾区开发利用地下

水源；在紧急防汛期，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

问题。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区排涝网络建设与管理，协助

水利部门编制城区防洪排涝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县城市政设

施和民用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负责本责任范围内的供水管理工

作，按照“先生活，后生产”的供水原则，做好居民生活用水和城

镇生产用水的供应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及时收集、整理和报告洪涝干旱灾害中农业、

水产畜牧业等受灾情况，负责灾后动物疫情的预警信息发布，负

责防汛抗旱农业机械的调集，为灾后农业生产提供农机保障，做

好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

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防汛抗旱项目的立项审批或核准

工作，做好仓储粮食的防汛工作，负责救灾粮油调拨、供应的

组织协调工作，保证灾区粮油供应。

县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负责指导、检查、通知各企业做好

防汛抗旱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县城市政设施的防洪

安全，负责灾后环境卫生、市容市貌恢复、维护灾后市场秩序等

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所辖水运和公路交通设施、工程装备的

防洪安全。保障重点抢险现场和灾区的交通通行。配合水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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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汛期通航河道的堤岸保护和阻水桥梁清障工作。优先运送防

汛抢险、防疫救护人员及防汛物资和设备。为紧急抢险和撤离人

员及时组织提供运输工具。

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在县城低洼地段安装有线防

洪广播，并在汛期来临之前，恢复调试好县城有线防洪广播，确

保县城市民在汛期能及时收听融水县电视台向公众发布的雨情、

汛情、灾情等信息。负责全县旅游行业防汛抗旱工作，及时向旅

行社、饭店、旅游景区（点）发布洪涝灾害预警信息，协助监督

各旅游单位做好宣传、检查、加固和关闭旅游景区（点）等安全

防范工作，确保旅客安全。

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发生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地区的疾病控

制、医疗救护和饮用水安全监督工作，及时向指挥部提供灾区疫

情与防治信息。

县林业局：协调防汛木材的供应，组织做好林区防汛工作和

所负担阻水林木的河道清障工作，必要时，运用本部门的通信网

络及工具，优先为防汛抗洪服务。

县气象局：负责监测天气趋势，及时提供天气预报和实时雨

情信息，特别加强灾害天气的测报、会商和通报工作；干旱期间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积极开发空中水资源。

融水海事处：负责做好汛期融江河上水上交通的安全工作。

加强沿河、沿岸水上船只等设施锚固情况排查，确保汛期行洪安全。

县供销联社：负责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部分物资调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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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必要的储备。

县教育局：组织、指导、检查、通知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防汛

抗旱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相关知识宣传，及时掌握并提供学校

受灾情况，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后校舍恢复重建工作。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县城市政设施的

防洪安全，负责灾后环境卫生、市容市貌恢复、维护灾后市场秩

序等工作。

县水文水资源局：及时提供雨水情和洪水预报；负责江河水

库等水情的预警信息发布；做好江河水量分析预测预报工作。

县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指挥所属部队、民兵，协调驻柳友

邻部队，执行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等急、

难、险、重任务。

县武警中队：负责组织武警参加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协助

公安部门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协助县人民政府转

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消防战士及时有效地扑灭抢险现

场火灾，并参加其他抢险救灾、营救群众等工作。

县麻石电厂、古顶水电有限公司：认真制定防洪抢险应急预

案，服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水量调度。

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负责所辖供电站的运行安全，负责防

汛抢险、排涝、救灾的防洪工程运行的电力供应、电力调度。

中国电信融水分公司、中国移动融水分公司、中国联通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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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负责所辖通信设施的防洪安全，保障防洪工程、水情测

报站的通信联络，并优先传递汛情和防汛指令等防汛通信信息。

紧急情况下，按照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千方百计保障通信畅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融水支公司：做好保险减灾

的社会宣传。灾情发生后，迅速做好灾区保险财产的理赔；在洪

水威胁较大地区逐步推行洪水保险制度。

中国石化广西融水石油分公司：负责所辖设施的防洪安全工

作；负责防汛、抢险、维修水毁工程油料的及时供应。

各乡镇人民政府：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做好

本辖区内的洪涝干旱灾害、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指导辖区内企

业、厂矿负责本企业的防洪抢险、转移安置等工作，配合做好河

道清障、消除行洪安全隐患。

二、办事机构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办事机构是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为县人民政府的常设机构。主要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防汛抗旱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法律、

法规和规章。

（二）抓好防汛抗旱工作行政首长责任制的落实，建立健全

水库工程安全管理防汛抢险行政首长责任制。

（三）认真开展汛前汛后防洪工程和防洪通信系统安全检

查，监督检查险工险段整修加固、重要防洪工程汛期运行计划的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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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责编制防汛工作计划，组织制定抗洪抢险方案。督

促全县水库、水电站防洪抢险应急预案编制。

（五）组织防汛值班，随时掌握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等，

搞好科学调度并及时汇报，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六）协同水利部门做好修复水毁、防汛抗旱专项补助经费

及物资的安排分配工作，并检查使用情况。

（七）负责所属范围内的防汛预警通信网络的规划、实施与

运行管理工作。

（八）负责防汛抗旱资料的整理与汇编工作。

（九）负责下达防汛指挥部的决策、命令，加强防汛物资管

理；发布汛情，做好防汛宣传和工作总结等。

附件：融水苗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2019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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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黄云广
县委常委、副县长

（第一指挥长）
13877208075 刘胜利

县委常委、武装部部长

（指挥长）
13737263566

韦转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指挥长）
13597264198 管翠留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指挥长）
13978233998

何来源
政协副主席

（副指挥长）
13807825197 叶林峰

应急局局长

（副指挥长）
15277725789

蒋劲华
水利局局长

（副指挥长）
13597144378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县委办 管 斌 13481778509 卫生健康局 邓卫健 18977260113

政府办 李 锋 13481989553 应急管理局 龙海斌 13597185490

县委宣传部 石 峰 15277725050 发展和改革局 唐兰珍 13517522511

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局 莫剑锋 13481775925 水文水资源局 欧俊林 13978233818

民政局 曹景崇 18977264565 气象局 段毅强 15878219977

财政局 韦树生 13977261600 海事处 唐海东 18978070618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黄开龙 13768865559 供销联社 韦亲周 13517522007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廖春生 15077267787 教育局 潘家华 13878230818

市场监督管理局 韦 岳 18977263118 林业局 王志明 13878230886

交通运输局 覃海珍 18978062677 水利局 银杰显 13978234529

农业局 欧海平 13978234839 武警中队 唐文豪 18589960137

文化体育广电和

旅游局
周卫军 13517522531 消防救援大队 韦 佳 1370772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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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5月 29 日印发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姓名 联系电话

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梁利清 15878201999 三防镇 梁庆生 13878232715

中国电信 林立峰 18977219109 汪洞乡 杨翠新 13788466896

中国移动 陈启用 13878212999 同练瑶族乡 卜玉杰 13788468786

中国联通 李志刚 18677295855 滚贝侗族乡 陆秀坤 13878231182

中财保 莫启智 13367823899 杆洞乡 杨志新 13978232613

中国石化 陈国雄 13878230847 安太乡 潘土保 13481989595

中广核古顶电厂 付立春 18077229933 洞头镇 黄曼生 18978064016

麻石电厂 欧阳征凯 13907786772 大浪镇 胡 松 18378002359

融水镇 黄春燕 15077256732 白云乡 邱 登 18172239573

永乐乡 韦盛雷 13878233146 红水乡 蓝永坚 13768224686

和睦镇 莫子朝 13768228578 拱洞乡 梁太坚 13878249315

四荣乡 韦 锋 13481773898 大年乡 黄剑龙 18977269958

香粉乡 吴凯华 13558163727 良寨乡 黄 敏 18977268688

安陲乡 徐承厚 13878285686 怀宝镇 廖映姿 1376822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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