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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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水上搜救综

合应急演练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县直各有关部门：

为深化各级部门的联动合作机制，落实辖区水上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工作职责，确保本次演习安全、规范、有序进行并取得圆

满成功。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融水苗族自治县 2019年水

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开

展水上搜救应急演练工作。

2019年 6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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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2019年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
工作方案

2019年 6月 28日，我县将在融江牛角口大桥水域举办融水

苗族自治县 2019年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为深化各级部门的

联动合作机制，落实辖区水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确保

演习安全、规范、有序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的

通过举办本次演练工作，增强我县在应急管理中涉水部门之

间的沟通协作，提高我县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检验我县

水上搜救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内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

反应能力建设，确保我县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演练主办及承办单位

本次演练由融水县人民政府、柳州海事局、柳州航道管理局、

广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融水县应急管理局、融水海事

处、柳州航道管理局柳城分局、融河高速项目指挥部一分部联合

承办，县有关应急成员单位协办。

三、工作时间和演练地点

时间：2019年 6月 28日

演练地点：融江融水县牛角口大桥水域（和睦镇吉塘村龙连

屯附近）

三、组织机构

指挥长：黄云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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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指挥长：韦转福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指挥长：王东林、张国政、覃 林

（一）演练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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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组长：叶林峰、唐海东、刘德宽、谭 炜、石 峰

成员：龙海斌、周 江 、蒙绍明、张有生、罗 进

（二）工作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工作办”），负责演

练方案、剧本的策划和演练整体工作落实情况的组织和协调，挂

靠融水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叶林峰兼任，副主任由唐海

东兼任，联络员为龙海斌，手机号码：13597185490。
（三）工作小组

为确保演练工作有序开展，成立五个工作小组。

1．策划及现场演练组

组长：唐海东

成员：龙海斌、刘德宽、谭 炜

工作职责：

（1）负责演练总体策划和实施。

（2）制定演练方案、演练脚本；

（3）组织开展预演和正式演练；

（4）负责协调演练场地及各参演船舶、车辆、人员；

（5）负责演练水域临时交通管制和航行通告的发布；

（6）负责制作观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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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勤保障组

组长：张有生

成员：黄绍臻、覃有迁、容 妮、何建宏、熊 杰

工作职责：

（1）负责演练主席台搭建，制定、组织落实演练现场主席

台和观摩区的接待方案；

（2）负责协调嘉宾和观摩团的食宿、车辆等工作；

（3）负责采购演练必需物资品工作；

（4）演练人员的人身保险，演练卫生医疗的保障工作。

3．新闻宣传组

组长：石 峰

副组长：周 江

成员：张 炜、庞丽丽、周 敏、熊 杰、赵 健

工作职责：

（1）负责制定开幕式主持词；

（2）负责演练全程摄录，制作演练专题视频节目，做好新

闻报道及宣传工作；

（3）负责演练观摩嘉宾名单的汇总。

（4）负责联系新闻媒体。

4．通讯保障组

组长：周 江

成员：张海涛、覃远香

（1）负责演练对讲机与现场音响设备的对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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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演练通讯设备的配置、调试和维护；

（3）负责演练过程通讯设备故障的应急抢修。

5．安全警戒组

组长：刘德宽

副组长：罗 进

成员：蒙绍明、熊 杰、唐 杰、何国愉、潘建伟

工作职责：

（1）负责演练水域和栈桥区域的安全警戒工作；

（2）负责演练前演练水域的清场工作；

（3）负责演练过程中的应急处置工作。

四、工作步骤

（一）演练准备阶段

时间：2019年 6月 24日至 27日

工作内容：由“工作办”组织召开演练工作“前期准备会”，

向有关部门和个人通报演练工作准备情况及宣贯本方案具体工

作内容，并督促各工作小组、各部门按照演练内容，做好提前准

备。

（二）预演阶段

时间：2019年 6月 27日

工作内容：现场演练组、后勤保障组、通信保障组、现场警

戒组到达演练地点，根据“演练剧本”开展预演工作。预演期间，

由现场演练组组织召开预演阶段联系会和演练工作会，协调所有

参演力量参加预演。及时解决实际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各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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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负责人做好参演人员和设备的管理及燃油的补充，避免出现

演练现场人员缺席、设备技术状况不佳的情况。

（三）正式演练阶段

时间：2019年 6月 28日

工作内容：由“工作办”协调具体演练时间，各工作小组提

前 2小时到达现场，清点人数，检查准备好演练船舶、装备及服

饰，按照脚本的内容要求认真做好演练。各部门按演练方案做好

演练当日演练水域提前清场工作，和演练后装备回收工作。各现

场演练船艇、演练人员，以所属参演单位提前组织召开的工作会

确定的负责演练内容参演，根据预演情况说明正式演练需要注意

的事项，确保演练工作不出纰漏。

（四）后评估阶段

时间：2019年 7月 2日至 7月 5日

工作内容：由“工作办”做好演练后期评估和总结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本次演练脚本内容由“工作办”确定后发给各参演工

作小组，各参演船舶及人员根据任务分解表及演练脚本认真熟悉

掌握行动路线、动作及台词，注意保持每个动作及台词的衔接。

（二）“工作办”需在正式演练前 1天负责巡查演练工作准

备情况，督促各单位落实演练期间车辆、船舶的保养维护、参演

人员的安全宣传教育，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三）各参演工作小组长、参练船舶、车辆和人员演练当天

08：30时前到达演练现场做正式演练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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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加演练船舶、车辆和人员须听从演练工作办公室的

统一协调指挥，并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内容和程序进行演练。

（五）参加演练力量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通讯规定，按规定

使用通讯设备和频道，不得擅自改变，演练期间不得使用演练通

讯设备和频道互相进行与演练无关的通讯联系，防止通讯网络混

乱。

（六）演练时必须注意安全，各船舶注意避让，水上参演人

员必须穿戴救生衣。

（七）参加水上科目演练的人员单位有制服的，需带穿着本单

位制服参演。

附件：1．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车船明细表

2．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工作流程图

3．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船舶、车辆及

人员任务分配表

4．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现场布置图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27 日印发



附件 1

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参演装备明细表

序

号
车船 负责人 备注

1 海巡 10633 唐海东 船舶由融水海事处提供

2 海巡 10652 赖勇 船舶由柳城海事处提供

3 海事橡皮艇 01 唐海东 船舶由融水海事处提供

4 融水砂 009 唐海东 由融水海事处、融河高速一分部负责协调

5 广西港航 2102 刘德宽 船舶由柳州航道管理局柳城分局提供

6 航道管理 426 刘德宽 船舶由柳州航道管理局柳城分局提供

7 航道管理 432 刘德宽 船舶由柳州航道管理局柳城分局提供

8 交通船 141 罗进 船舶由融河高速项目一分部提供

9 河沙公司机艇 莫小平 船舶由河沙公司提供

10 警戒船 01、02 罗进 由融水海事处、融河高速一分部负责协调

11 应急艇 01 罗进 由融水海事处、融河高速一分部负责协调

12 对讲机（25台） 唐海东 由融水海事处协调

13 防撞轮胎 罗进 由融河高速一分部提供

14 烟雾信号弹 张有生 由融河高速一分部提供

15 救生衣 罗进 由参演船艇自行配备，一分部统筹协调

16 消防车 叶林峰 由融水县应急管理局协调

17 120救护车 叶林峰 由融水县应急管理局协调

18 110警车 叶林峰 由融水县应急管理局协调

19 生态环保车辆 叶林峰 由融水县应急管理局协调



附件 2
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工作流程图

时间 阶段 内容 总协调联系人 备注

6月 24日-6
月 27日

演练准

备阶段

1. “工作办”组织召开演练工作“前期准备会”，督促各小组、部门落实准

备工作。

2. 现场演练组联系协调各成员与车辆、船舶就位。

3. 融河项目一分部做好主席台布置及其他现场演练准备工作。

4. 后勤保障组拟定后勤保障计划、完成印制演练后勤准备工作。

5. 新闻宣传组拟定宣传计划、联系落实相关媒体宣传。

6. 通讯保障组落实通讯设备。

叶林峰

15277725789
唐海东

18978070618
张有生

18877179928

1. 各工作小组要相互

对接，掌握演练准

备工作动态信息，

并及时向“工作办”
汇报。

2. “工作办”负责在每

个阶段时间节点，

督查各小组、部门

演练工作准备和落

实情况。

3. 任何参演车船或个

人确有特殊情况不

能参演的，需提前

向“工作办”报告。

6月 27日 预演

1. 现场演练组组织召开预演联系会，及时向“工作办”报告预演情况。

2. 现场演练组、通信保障组开展桌面推演及实地预演。

3. 后勤保障组负责落实预演阶段后勤保障工作。

唐海东

18978070618
罗进

18577708866

6月 28日
正式

演练

1. “工作办”督促各小组做好演练最后准备，落实融水县人民政府等联合

主办单位领导到场观摩情况。

2. 各小组至少提前 1天到达融水海事处报到。

3. 负责清场工作单位演练当天提前做好演练现场水域清场工作。

4. 各小组依预演情况开展正式演练工作。

5. 融河项目一分部做好演练后清场工作。

叶林峰

15277725789
唐海东

18978070618
刘德宽

17776325521
罗进

18577708866

7月 2日-5日
后评估

阶段
“工作办”牵头做好本次演练的后评估工作。

叶林峰

18978071144



2019年融水县水上搜救综合应急演练船舶、车辆及人员任务分配表
序

号
船名 人员及职责 船舶动作

01 海巡10633
叶志雄 船长

现场指挥船舶
负责人及本船台词

02 海巡10652

柳城处

船员
1.水上转移

2.护送伤员离开

海事 4人 负责人、本船台词

03
海事橡皮

艇 01

叶永文 驾驶 1.配合和睦渡拖 01 放

缆拖船

2水利船员 收放系缆

04 融水砂009

吴进福 驾驶
1.遇险船舶

苏春雄、

航道 2

海事 1台词及释放（驾驶楼内），航

道 1，伤员。

05
广西港航

2102

航道船员 3 驾驶
护航、转移船员

刘德宽 负责人、本船台词

06
航道管理

426.432

航标站 2 驾驶
现场警戒

航标站 2 负责人、本船台词

07 公司机艇

莫小平 驾驶

旁拖遇险船舶赵健 台词

公司 1 系缆

08 应急艇

公司 1 驾驶

拖缆系固防撞浮筒公司 1 系缆

海事 1 台词

09 警戒 01
客渡船员 驾驶 1.警戒

2.模拟运送公安台词

10 警戒 02 客渡船员 驾驶
1.前期警戒

2.演练期间应急使用

11 交通船141
客渡船员 驾驶

模拟接送生态环保人员
一分部 台词

12
和睦渡拖

01

本船船员

4人
驾驶

拖带遇险船舶

海事 1 本船台词

13 消防车
消防战士 驾驶

喷水灭火
消防战士 3 消防战士，本船台词

附件 3：



14 120 车

本车驾驶

员
驾驶

救治伤员
医疗人员

2人
台词及救治伤员

15 担架 一分部 协助担架 转移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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