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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防范处置火灾事故、海洋灾害、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突发事件 ３ 个应急预案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１８ 号）!!!!!!!! （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２０ 号） !!!!!!!!!!!!!!!!!!!!!! （４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 ２０１９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
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表扬的通报（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２５ 号） !!!!!!! （４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 ３２０ 国道桐庐段收费项目及 ３２０ 国道桐庐
收费站的复函（浙政办函〔２０２０〕１８ 号） !!!!!!!!!!!!!!!! （５３）

【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
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医保联发〔２０２０〕１２ 号）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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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防范处置火灾事故、海洋灾害、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突发事件 ３ 个应急预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１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防范处置火灾事故应急预案》《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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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１． １ 编制目的
健全完善我省防范处置火灾事故机制，科学有效调度救援力量，正确采用各种战
术、技术，快速实施灭火救援行动，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１． 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
办法》等。
１． 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救援和处置，较大、一般
火灾事故的救援和处置以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为主。
１． ４ 工作原则
（１）以人为本，科学救援。在处置火灾事故时，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保
证灭火救援人员人身安全放在首位，采用先进的灭火救援装备和科学的战术、技术措
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安全，把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２）防消结合，以防为主。各级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开展经常性防
火宣传教育，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和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整改、消除各类消防隐患，从源头
上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３ ）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现场应急处置以事发地政府和有关单位为主。省级
有关单位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必要时由省政府直接组织指
挥。
２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省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组织指挥机构和现场处置机构组成。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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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挥机构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成立省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省指
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省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行动。
２． １． １ 省指挥部组成
总指挥：省政府分管副省长。
副总指挥：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主要负责人，省公
安厅分管负责人。
成员：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办）、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军区、武警浙江省总队、浙江银保
监局、省气象局、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负责人和事发地市、县（市、区）政府主要领
导。
２． １． ２ 省指挥部职责
（１）统一指挥全省重特大火灾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行动。
（２）负责启动本预案。
（３）组织指导全省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４）对救援行动作出决策，制定战斗行动方案，及时掌握现场情况变化，提出相应
措施，适时调整作战方案和调配灭火应急救援力量，组织协同作战。
（５）统一调度全省灭火救援队伍参与救援，紧急指挥调度应急救援保障资源、交通
工具及相关设施设备。
（６）向国务院报告事故和救援情况，必要时请求协调支援。
２．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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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单位职责
（１）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办）：负责指导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
工作，组织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负责指导重特大火灾事故的新闻发布工作；做好媒体管
理和服务，协调信息发布工作。
（２）省公安厅：负责组织事故现场警戒和人员疏散，维护现场治安秩序，依法严厉
打击火灾事故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负责重特大火
灾救援过程中失联人员和伤亡人员身份确认工作；组织刑侦等技术力量配合做好火灾
事故调查。
（３）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火灾事故导致的次生环境污染应急监测工作，提出控制、
消除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建议。
（４）省建设厅：负责组织和协调火灾发生地的供水、供气部门及时调整管网压力，
或敷设临时供水管线，或关闭火灾发生地需要关闭的供气管道阀门，确保火场扑救用水
供给；提供建筑设计和相关设施资料，组织建筑结构专家对起火建筑安全性开展评估，
配合做好临时加固等工作。
（５）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及时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抢险人员和车辆优先通行；配合
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６）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中毒有关症状和性质的鉴别；组织现场救
护及伤员转运、统计；协助消防救援机构对可能发生疫情的火灾事故现场进行防疫处
置；组织医疗专家参与医疗救护工作。
（７）省应急管理厅：负责领导省内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救援，统一调度省内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救援；负责调度应急救援保障资源；依法承担
重特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有关工作。
（８）省消防救援总队：负责省指挥部日常工作；负责组织指挥所属队伍参与灭火救
援，根据事故发展态势及时提出预案启动建议；督促各市、县（市、区）制定完善重特大
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开展灭火救援专业培训，组织全省灭火救援演练；建立火灾事故救
援专家组，负责组织火灾事故原因调查。
（９）省军区：当发生大面积火灾、危险化学品和核生化相关火灾事故时，根据省指
挥部的要求，协调驻浙部队参与救援行动，并组织指挥所属民兵分队配合做好安全保卫
和现场管控工作。
（１０）武警浙江省总队：当发生大面积火灾、危险化学品和核生化相关火灾事故时，
２．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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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指挥部的要求，组织指挥所属武警部队参与火灾扑救、安全保卫和监测洗消工
作。
（１１）浙江银保监局：负责协调、指导和监督各保险机构依法及时做好理赔工作。
（１２）省气象局：负责为灭火救援提供气象资料，并对特殊火灾可能造成的大气化
学污染扩散、转移作出数值模拟和评估，提出处置和疏散建议；对可能因雷电引发的火
灾事故进行鉴定。
（１３）省电力公司：根据火灾事故处置需要，负责局部切断电源、提供临时电源或发
电应急车辆，保障现场电力供应和应急照明；快速修复损坏的配电设备，及时恢复正常
供电。
（１４）省通信管理局：负责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指挥通信保障，根据灾情等级及时
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组织、调度各类应急通信保障力量，重点保障应急处置指挥工
作，并为公众提供通信服务。
其他省级有关单位根据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行动需要，在省指挥部的组织、协
调下，做好相关工作。
２． ２ 现场处置机构
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省指挥部根据火灾事故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灭火行动的
需要，派出专家和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设立现场指挥部。参与现场灭火救援的相关
单位，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实施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
２． ２． １ 现场指挥部组成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省指挥部负责设立现场指挥部，由省指挥部和事发
地政府领导等组成，指挥长由省指挥部总指挥指派。
发生较大火灾事故，由事发地设区市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负责设立现场指挥部。
发生一般火灾事故，视情由事发地县（市、区）火灾事故应急指挥机构负责设立现
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应当设置于火灾事故现场附近。
２． ２． ２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
（１）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及时掌握现场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灭火救援方案和力
量，作出决策，下达灭火指令。
（２）统一指挥协调各部门协同作战，组织各种物资装备的供应，督促检查灭火救援
任务的完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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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保持与省指挥部的通信联络，及时报告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灭火行动进展等
情况，组织实施现场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工作。
（４）负责现场处置工作全过程的调查评估工作。
２． ２． ３ 现场灭火行动组
现场指挥部统一调配现场应急处置力量，根据现场灭火实际需要，建立若干行动
组，对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行动进行分工和落实。
（１）救援行动组：负责为现场指挥部提供战术依据，制定现场救援行动方案，指挥
调动消防救援力量和装备进行增援。该组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
（２）伤员抢救组：负责协调各医疗机构赶赴现场抢救伤员。该组由卫生健康部门
负责。
（３）治安维护组：负责维护现场治安，确保救援现场治安秩序稳定。该组由公安部
门负责。
（４）物资供应组：负责救援所需物资和装备的供应和运送，该组由应急管理部门牵
头，能源、交通运输、铁路、民航等部门参与。
（５）环境监测组：负责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地区环境的监测和实时报告。该组由生
态环境部门牵头，气象部门参与。
（６）专家咨询组：负责指导战术方案的制定，为指挥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对火灾
性质、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和评估；决定消防力量行动的安全保障等。该组由消防救援机
构牵头，应急管理等部门参与。
（７）通信保障组：负责事故发生地应急通信保障工作，优先保障现场灭火处置应急
指挥通信畅通。该组由通信管理部门牵头，消防救援机构和当地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参
与。
（８）事故调查组：负责确定重特大火灾事故原因、性质和责任，提出处理意见。该
组由省应急管理厅牵头，省公安厅、省消防救援总队配合，相关单位参与。
（９）宣传报道组：负责事故及处置情况的新闻发布材料起草，协调新闻记者的采
访。负责事故相关舆情处置工作。该组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办）牵头，其他相关单位
参与。
３ 事故分级
根据火灾事故严重程度、涉及范围等，划分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Ⅰ级）、重大火灾
事故（Ⅱ级）、较大火灾事故（Ⅲ级）和一般火灾事故（Ⅳ级）四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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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Ⅰ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１）造成 ３０ 人以上死亡，或危及 ３０ 人以上生命安全，或造成 １００ 人以上重伤的；
（２）造成 １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受灾 ２００ 户以上的；
（３）核电厂、大型发电厂、飞机航站、大型港口（码头）等重要建筑（设施）发生火
灾，已经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和影响的；
（４）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质的大型（专用）
仓库、基地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和影响的。
３． ２ 重大火灾事故（Ⅱ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火灾事故：
（１）造成 １０ 人以上、３０ 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１０ 人以上、３０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
成 ５０ 人以上、１００ 人以下重伤的；
（２）造成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１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或受灾 １５０ 户以上、２００ 户以下
的；
（３）核电厂、大型发电厂、飞机航站、大型港口（码头）等重要建筑（设施）发生火
灾，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
（４）省级（含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党政首脑机关、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省
级（含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电力、通信、邮政、金融中心等重要建筑（设施）
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
３． ３ 较大火灾事故（Ⅲ级）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火灾事故：
（１）造成 ３ 人以上、１０ 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３ 人以上、１０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
１０ 人以上、
５０ 人以下重伤的；
（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５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受灾 １００ 户以上、１５０ 户
以下的；
（３）市级发电厂、交通枢纽等重要建筑（设施）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
和影响的；
（４）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中型企业，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资的中型（专用）
仓库、基地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
（５）市级（除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党政首脑机关、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市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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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除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电力、通信、邮政、金融中心等重要建筑（设施）
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较大损失和影响的。
３． ４ 一般火灾事故（Ⅳ级）
（１）造成 ３ 人以下死亡，或危及 ３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 ３ 人以上、１０ 人以下重
伤的；
（２）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 万元以上、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受灾 ５０ 户以上、１００ 户以
下的；
（３）县级发电厂、交通枢纽等重要建筑（设施）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
和影响的；
（４）县级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企业，储备可燃或有毒物质的（专用）仓
库、基地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的；
（５）县级党政首脑机关、防灾指挥中心等重要建筑，县级广播电视、电力、通信、邮
政、金融中心等建筑（设施）发生火灾，已经或可能造成一定损失和影响的。
本预案有关数值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４ 监测预防
４． １ 火点监测
县级以上消防救援队伍调度指挥中心应当建立严格的值班制度，保证 ２４ 小时不
间断值班，迅速、准确受理火灾报警，并及时发出相应指令。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
及时将 １１０ 接处警系统的火警信息通报本级消防救援机构。任何人发现火灾时，应
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
警。
４． ２ 火灾预防
各级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
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施。公共消防设
施、消防装备不足或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
高全省火灾防控能力。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规定，积
极预防火灾事故发生。
４． ３ 隐患消除
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加强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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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监督检查。消防救援机构发现火灾隐患，
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自觉接受消防救援机构的消防监督检查。对消
防救援机构提出的整改意见应当认真办理，及时消除隐患。
５ 应急响应与处置
５． １ 应急响应流程

先期处置
火灾事故发生后，事发地市、县（市、区）政府应当立即按照本级火灾事故应急预
案，指挥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部门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尽可
能控制火灾蔓延、扩大，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迅速抢救受伤和受困人员。
有关部门按规定，迅速、准确地将火灾事故和前期处置情况上报省指挥部。
对于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省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及时做好本预案启动的各项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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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５． ３ 分级响应机制
火灾事故应急响应应当坚持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事发地政府按照有关规
定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火灾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
省公安厅及有关单位根据情况给予协调支援。
（１）应对一般火灾事故，视情启动县级火灾事故应急响应。
（２）应对较大火灾事故，启动市、县（市、区）两级火灾事故应急响应。
（３）应对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启动市、县（市、区）两级火灾事故应急响应，省
级启动本预案，省指挥部迅速协调各方力量全力参与应急处置。
５． ４ 信息报送与处理
（１）信息采取分级报送的原则。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信息 １ 小时内（力争 ３０
分钟内）上报省委、省政府。
（２）省指挥部和省级有关单位以及事发地政府应当及时派员赶赴现场，核查、了
解、研究并续报有关信息。
（３）信息报送方式可采取电话口头初报，随后采用计算机网络、传真等载体及时报
送书面报告和现场音视频资料。
５． ５ 医疗卫生救护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医疗机构对事故伤亡人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及
时协调有关医疗救护专家、特种药品和特种救治装备进行增援。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
应当积极协助运送伤员，必要时可按相关规定征用过往车辆。
５． ６ 应急救援人员安全防护
参加现场应急救援的人员，应当按规定着装并佩戴明显标识，加强个人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采取各种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应急处置人员进出事故现
场的管理规定。
５． ７ 群众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根据事故具体情况，明确群众安全防护的必要措施，决定应急状态下群
众疏散的范围、方式、程序并组织实施。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负责设置事故现场警戒，
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现场无关人员，防止事故蔓延、扩大或造成其他人员伤害。
５． ８ 跨区域增援
省指挥部根据火灾发展情况，或根据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的请求，统一调集全省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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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装备，或抽调有关部门人员赶赴现场指导灭火救援。跨设区市的消防力量、装备
和各行动组接到省指挥部指令后，应当在 １ 小时内完成组队集结，选择便捷交通路线和
运输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安全到达救援现场。按照确定重点、区域增援的原则，以杭
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为重点，将全省划分为 ４ 个救援区域：
（１）第一区域：以杭州市为中心，周边城市为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
（２）第二区域：以宁波市为中心，周边城市为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
（３）第三区域：以温州市为中心，周边城市为台州市、丽水市；
（４）第四区域：以金华市为中心，周边城市为绍兴市、衢州市、丽水市。
跨区域增援具体方案由省消防救援总队负责制定。
５． ９ 紧急避险
在火灾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应当确保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发现可能直接危及
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现场指挥部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降
低或化解风险，必要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５． １０ 案件查处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在灭火救援期间和事后及时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并依法查处。
５． １１ 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及新闻报道应当坚持及时、准确、全面、依法的原则，各级火灾事故应急指
挥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及时采用授权发布、接受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发布信息、
组织报道。
５． １２ 应急结束
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大火已扑灭、火险隐患已消除，次生灾害发生的因素消
除，现场处置行动结束，由现场指挥部提出建议，经省指挥部批准，应急响应结束。
５． １３ 后期处置
事发地市、县（市、区）政府对在火灾中造成的伤亡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
定给予抚恤，对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力
按照规定给予补偿，尽快恢复当地社会秩序。
５． １４ 事故调查
（１）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定，一次死亡 ３０ 人以上的火灾
事故，由国务院派出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省有关部门协助调查；一次死亡 １０ 人以上、
３０ 人以下的火灾事故，
由省政府派出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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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事故调查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调查、处理，查明事故发生的经
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对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
（３）对事故中暴露出来的有关问题，事发地政府、参与事故处置的省级有关单位应
当提出整改措施，尽快消除隐患，防止事故重复发生。
６ 应急保障
６． １ 通信保障
省通信管理部门根据灾情等级和实战需求，调度通信保障队伍、物资等资源，组织
实施通信保障工作。当地基础电信企业派出应急通信保障队伍，立即赶赴现场，利用卫
星通信、集群通信、车载移动通信等应急通信装备，按照先重点、后一般和先抢通、后恢
复的原则开展保障工作，优先保障应急处置行动过程中的应急指挥通信需求，同时确保
省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的通信畅通。
省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消防救援力量的现场通信组织和战时运维工作，根据灾情等
级和实战需求，调度省市两级消防救援机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装备到场开展保障，并
根据指挥部指令开展联勤联动。
６． ２ 资金保障
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行动所需资金由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提出预算，经
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处置重特大火灾事故所需财政负担经费，按照现
行事权、财权划分的原则，分级负担。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火灾事故财政应急资金
的监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具体按照《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财政
应急保障专项预案》组织实施。
６． ３ 力量和装备保障
各地应当根据本地区火灾事故特点，确定由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交通运输、
卫生健康等部门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的专门应急救援力量，明确力量分工、联络方式以
及应急设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保证应急状态下的迅速调用。
６． ４ 技术保障
消防救援机构和科技部门应当加强在消防技术和装备研制开发中的合作，不断改
进技术装备，适应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的需要。
７ 宣传、培训、会议与演练
７． １ 宣传
各级政府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火灾预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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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和防护自救能力。
７． ２ 培训
各级政府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组织、指导火灾事故专业救援队伍、专职（义务）消
防力量、微型消防站开展培训，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灭火能力。
７． ３ 会议
各级政府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协调相关单位，每年组织召开一次以上综合性应急
救援队伍建设工作联席会议，不断完善灭火应急联动机制。
７． ４ 演练
各级政府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协调相关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以上多部门联合重特
大火灾救援演练。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不断充实和完善预案。
８ 附则
８． １ 奖励与责任
对在实施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行动中反应迅速、表现突出、处置果断、决策正
确的单位和个人，依据相关规定给予褒扬激励。
因玩忽职守、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有关单位
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８． ２ 管理与更新
省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市、县（市、区）应当根据本预案和当地实际或部门职责，制定
相应的应急预案。当火灾事故相关法律法规修改，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在
实际应对和实战演习中出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时，应当及时修订完善预案。
本预案实施后，由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预案的宣传、培训、会议和演练。
８． ３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印发的浙江省重大火灾处置应急预案与本预案不
一致的，按本预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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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１． １ 编制目的
提高全省海洋灾害预防和应对能力，高效有序开展海洋灾害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最大程度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
１． 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海洋
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和《浙
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第 １ 部分：风暴潮警报发布》
（ＧＢ ／ Ｔ１９７２１． １—２０１７）、《海洋预报和警报发布第 ２ 部分：海浪预报和警报发布》（ＧＢ ／
Ｔ１９７２１． ２ —２０１７ ）、
《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２０１５ 年修订）等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预案。
１． 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及管辖海域内发生的风暴潮、海浪、海啸和赤潮等海洋
灾害预防及应急处置（台风引起的风暴潮、海浪灾害预防及应急处置，按《浙江省防汛
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实施）。
１． ４ 工作原则
（１）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海洋灾害应急管理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实
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分部门负责；各沿海市、县（市、区）政府是
落实本行政区域及所辖海域内海洋灾害属地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省级各有关部门支
持、指导和督促沿海各地海洋灾害预防和处置工作。
（２）快速反应，果断决策。发生海洋灾害时，当地政府应迅速响应，各有关部门联
合行动、跟踪研判、果断决策、迅速处置，最大程度降低危害和影响。
（３）整合资源，加强合作。整合现有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测、预警等信息系统，
加强各有关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互联、科学有效的海洋灾害
防范体系，确保海洋灾害及时预警和有效应对。
（４）依靠科学，专群结合。加强海洋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研究和开发，
提高应对海洋灾害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充分利用现有海洋环境观测、监测和灾害预
警专业力量，加强海洋灾害知识宣传教育，有序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海洋灾害应急
处置工作，提高公众应急反应、自我防范和自救互救等能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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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省海洋灾害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由省级指挥机构、市县指挥机构和基层应急组织组
成。
２． １ 省级指挥机构
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省海指）负责统一指挥和全面协调全省海洋灾
害的预防、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工作。省海指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海洋灾害的
预防和应对工作。
２． １． １ 省海指组成
省海指指挥长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担任，副指挥长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省自然资
源厅厅长担任。省海指成员由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自然资
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粮食物资局、省军区、武警浙江省总队、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海事局、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杭州铁路
办事处等单位负责人组成。
２． １． ２ 省海指职责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组织、指挥、协调全省海洋灾害预防、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
工作。省海指办公室设在省自然资源厅，负责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
由省自然资源厅分管负责人担任。
２． １． ３ 省海指成员单位职责
（１）省发展改革委：监督、指导海洋灾害防御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工作；指导省重
点工程的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协调海洋灾害防御基础设施灾后重建。
（２）省经信厅：指导工业企业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指导船舶修造企业做好无动
力船只防潮避浪工作；配合做好工业企业灾情调查核实，指导协调工业企业灾后恢复生
产。
（３）省公安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盗窃、哄抢防灾减灾救灾物资及其他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处置因防御海洋灾害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组织
职能部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协调保障抢险救灾行动道路畅通，依法实施必要的交通管
制；防御海洋灾害期间，协助地方政府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
（４）省民政厅：支持应急救援类社会组织建设，引导、鼓励相关组织参与防灾减灾
救灾活动；指导灾区政府做好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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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省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的日常
工作；负责沿海风暴潮、海浪、海啸及其引发的地质灾害的监视监测、预报和预警，并及
时向省海指提供相关预警报信息；组织开展重大海洋灾害的应急调查，协助各级政府做
好海洋灾害引起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收集、汇总和统计全省海洋灾害损失情况；负责
组织赤潮灾情调查和评估。
（６）省生态环境厅：参与海洋灾害引发的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组织开展环
境保护监督检查；指导沿海受灾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向省海指及时提供环境信息；海
洋灾害期间核电厂核事故场外应急工作，按照《浙江省核应急预案》执行。
（７）省建设厅：指导协调市政公用领域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导城市（镇）
基础设施、城市房屋、建筑工地、下行式立交桥、地下空间等的安全管理；指导建设系统
管辖内城市排涝抢险工作；配合开展沿海避灾场所安全鉴定工作；组织开展沿海农村危
房鉴定，指导沿海农村住房建设和质量安全管理。
（８）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协调交通抢险救助；监督、指导损毁公路和航道设施的修
复，保障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应急通行；协助抢险救灾人员和物资设备紧急运
输；配合公安部门实施公路交通管制和高速公路关闭等措施；协助做好海洋灾害影响期
间的海运管理工作；提供交通运输系统受灾损失情况。
（９）省水利厅：负责水利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海洋灾害期间及时提供水情和水文
预报，组织指导海塘等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提标和损毁水利工程的修复；提供水利系统受
灾损失情况。
（１０）省农业农村厅：负责海上渔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组织、指导沿海渔业防灾减
灾救灾和应急处置；组织开展初级水产品生产过程中赤潮毒素污染检测，监督查处违法
采捕受赤潮毒素污染水产品的行为；指导农业生产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组织省级
救灾种子储备和区域性应急调用工作；提供农业系统受灾损失情况。
（１１）省卫生健康委：负责赤潮引起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护工作；组织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和应急救治工作；负责指导灾区饮用水水质监测和防疫消毒工作；及时向省
海指提供受灾区域疫情与防治意见。
（１２）省应急管理厅：指导协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工作；指导避灾安置场所建设和管理；指导应急主管部门做好应急处置、抢险救
援等工作；组织指导重大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１３）省市场监管局：海洋灾害期间，指导各地加强市场管理，监督流通环节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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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负责海产品加工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依法打击海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受赤潮毒素
污染的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的行为。
（１４）省广电局：根据省海指、省自然资源厅、省地震局和省气象局提供的海况、地
质和气象资料，指导、协调、监督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时向公众发布海洋灾害信息；做好
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宣传报道。
（１５）省粮食物资局：指导粮食物资系统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组织救
灾应急成品粮油供应和救灾物资储备，保障市场供应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１６）省军区：组织民兵并协调驻浙部队参与海洋灾害来临时的抢险救灾；协助地
方政府转移危险区群众。
（１７）武警浙江省总队：组织所属部队参与海洋灾害来临时的抢险救灾；协助地方
政府转移危险区群众、维护灾区社会秩序。
（１８）浙江银保监局：组织指导保险公司做好防灾减损以及灾害理赔工作。
（１９）浙江海事局：监督管理海上交通运输船舶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承担省海上搜
救中心办公室职责，组织海上搜救。
（２０）省地震局：承担海洋地震的震情分析会商工作，提供地震震情趋势判断意见；
参与分析、判断地震海啸的发生发展趋势，研究地震海啸抗灾工作方案、措施和建议。
（２１）省气象局：及时提供海洋灾害期间气候预测、中短期天气预报和有关实时气
象信息，提供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有关气象资料，并参与海洋灾害应对处置工作会
商。
（２２）省电力公司：负责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用电的供应；及时抢修损毁电力设
施，保障电力供应；提供电力系统受灾损失情况。
（２３）省通信管理局：负责指导、协调和督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做好海洋灾害防御
通信保障；及时调配、优化电信运营企业通信资源，保障应急指挥和重点用户通信畅通。
（２４）杭州铁路办事处：督促辖区内运营单位做好海洋灾害期间铁路设施安全工
作；负责协调优先安排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抢险物资、人员的运输；负责协调海洋灾害铁
路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管理和抢险工作，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非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海洋灾害防御相关工
作。
２． ２ 市、县（市、区）指挥机构
各沿海市、县（市、区）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本地区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在上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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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和本级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本地区海洋灾害应急处置
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原则上设在同级自然资源部门。
２． ３ 基层应急组织
沿海地区的海洋灾害基层应急组织原则上依托基层防汛防台抗旱组织体系，做好
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的海洋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３ 事件分级
按照严重程度，海洋灾害应急事件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 级）、重大（Ⅱ 级）和
特别重大（Ⅰ级）四级。
３． １ 一般（Ⅳ级）事件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一般（Ⅳ级）事件：
（１）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段达到风暴潮黄色预警级别；
（２）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海域海浪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３）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我省沿岸海域海啸达到信息发布级别；
（４）在我省海域发生面积 ２００ 平方公里以下的有毒赤潮。
３． ２ 较大（Ⅲ级）事件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较大（Ⅲ级）事件：
（１）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段达到风暴潮橙色预警级别；
（２）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海域海浪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３）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我省沿岸海域海啸达到黄色预警级别；
（４）在我省海域发生面积 ２００—５００（不含）平方公里的有毒赤潮。
３． ３ 重大（Ⅱ级）事件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重大（Ⅱ级）事件：
（１）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段达到风暴潮红色预警级别；
（２）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海域海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
（３）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我省沿岸海域海啸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４）在我省海域发生面积 ５００—１０００（不含）平方公里的有毒赤潮。
３． ４ 特别重大（Ⅰ级）事件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Ⅰ级）事件：
（１）受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段和海域同时达到风暴潮和海浪红
色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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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我省沿岸海域海啸达到红色预警级别；
（３）在我省海域内发生面积 １０００ 平方公里以上的有毒赤潮。
４ 应急响应行动
根据海洋灾害预警级别、影响程度和范围，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对于风暴
潮、海浪、海啸和赤潮灾害，当同时发生 ２ 种以上海洋灾害且分别发布不同预警级别时，
按照最高预警级别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采取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
４． １ Ⅳ级应急响应行动
当出现一般（Ⅳ级）事件时，由省海指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实施Ⅳ级
应急响应行动。
（１）省海指办公室副主任组织有关部门会商。
（２）省海指发布防御工作通知。
（３）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应对工作。气象、水利、地震、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省级单位根据省海指的要求，及时报送信息。
４． ２ 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当出现较大（Ⅲ级）事件时，由省海指副指挥长决定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实施Ⅲ级
应急响应行动。
（１）省海指办公室主任组织有关部门会商。
（２）省海指发布防御工作通知。
（３）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应对工作。气象、水利、地震、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省级单位根据省海指的要求，及时报送信息。
４． ３ Ⅱ级应急响应行动
当出现重大（Ⅱ级）事件时，由省海指指挥长决定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实施Ⅱ级应
急响应行动。
（１）省海指副指挥长组织有关部门会商。
（２）省海指发布防御工作通知。
（３）省海指副指挥长值班。
（４）视情向灾害发生地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
（５）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应对工作。气象、水利、地震、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省级单位根据省海指的要求，及时报送信息。
４． ４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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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特别重大（Ⅰ级）事件时，由省海指指挥长决定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实施Ⅰ
级应急响应行动。
（１）省海指指挥长组织有关部门会商。
（２）省海指发布防御工作通知。
（３）省海指指挥长值班。
（４）向灾害发生地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
（５）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应对工作。气象、水利、地震、卫生健康、市场
监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省级单位根据省海指的要求，及时报送信息。
５ 不同灾害应急响应措施
５． １ 风暴潮、海浪灾害应急响应措施
（１）各相关成员单位 ２４ 小时值班，严密监视风暴潮、海浪灾害发展动向。气象、水
利、自然资源等省级单位及时发布预警报，将最新消息报送省海指。
（２）可能受风暴潮、海浪严重影响地区的县级以上政府或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应
发出人员紧急转移命令，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措施，特别是组织危险
地区群众提前安全转移。受风暴潮、海浪严重影响地区的政府可采取停业、停工、停市、
停运、停课等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３）省自然资源厅协调相关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短信等
滚动播发风暴潮和海浪灾害预警信息、防灾措施及防灾知识。
（４）省农业农村厅落实防范措施，确保海上作业渔船、养殖鱼排、渔港等渔业设施
及人员安全，必要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
（５）省电力公司、省通信管理局组织落实抢修人员，一旦损坏，迅速组织抢修，保证
供电和通信畅通；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做好抢救伤员的应急处置准备。
（６）海浪灾害导致人员或船只遇险时，浙江海事局立即组织、指挥和协调力量参与
海上搜救。
（７）省水利厅督促各地加强水利工程特别是重要海堤海塘的巡查与监测，落实危
险岸段和在建水利工程的防灾措施，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８）省军区和武警浙江省总队根据抢险救灾应急预案做好各项准备。省卫生健康
委组织医疗队集结待命。省公安厅做好社会治安维护工作。
（９）省海指视情协调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其他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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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灾害应急响应措施
（１）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在赤潮高发期应加强应急值班，做好值班记录，及时将赤潮
灾害消息报送省海指及有关成员单位。
（２）应急响应期间，省自然资源厅及时将赤潮监视监测预测信息报送省海指，并通
报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等部门。Ⅰ 级响应期间，每日报送 １ 次赤潮监视监测预测信
息；Ⅱ级响应期间，每 ２ 日报送 １ 次；Ⅲ级响应期间，每 ３ 日报送 １ 次；Ⅳ级响应期间，每
４ 日报送 １ 次。
（３）省自然资源厅协调相关媒体，适时播发赤潮情况通报、防灾措施及防治知识。
（４）省农业农村厅指导各地开展渔业生产自救，指导、督促当地渔业执法部门强制
关闭相应的采捕区域或限制采捕品种，并加强巡航监督。
（５）省市场监管局指导各地加强对赤潮发生地（包括其他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加
工、流通、消费领域海产品的质量检测，开展赤潮毒素专项检查，一旦发现赤潮毒素超标
食品，立即依法封存并作相应处理。
（６）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协调、督促各地关闭受赤潮影响的滨海旅游区、海水浴
场等，并要求其在适当位置公告有毒赤潮情况，及时劝阻相关旅游活动。
（７）省卫生健康委接到人员因赤潮毒素中毒或死亡情况报告后，立即汇总相关监
测结果和情况报告，协调、指导地方卫生健康部门及时开通绿色救援通道，尽快救治健
康受损人员；必要时组织医务人员和专家赶赴现场开展救治。
５． ３ 海啸灾害应急响应措施
（１）地震、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根据海啸警报，结合我省沿岸实时水文气象、沿海
山体滑坡和崩塌、海洋地震等监测信息，分析影响范围和发展趋势，及时将最新消息报
送省海指及有关成员单位。
（２）可能受海啸严重影响地区的县级以上政府或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发出人员
紧急转移命令（根据情况可提前发布命令），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落实防灾减灾救灾措
施，迅速组织危险地区群众安全转移。
（３）各有关成员单位根据海啸发展趋势作出相应应急部署：沿海养殖人员和渔船
安全转移；关闭沿海相关地区风景名胜区、滨海旅游景点，做好人员撤离；沿海相关地区
所有学校停课，人员撤离；对部分地区适时实行交通和电力管制；督促沿海核电厂、石油
石化企业做好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
（４）省自然资源厅协调相关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短信等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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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播发海啸灾害预警信息、防灾措施及防灾知识。
（５）省军区和武警浙江省总队根据抢险救灾预案做好各项准备，根据指令迅速赶
赴现场。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医疗队集结待命。省公安厅做好社会治安维护工作。
（６）省海指视情组织相关单位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其他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５． ４ 灾情信息报送与处理
（１）海洋灾害信息报送与处理应当快速、准确，重要信息 １ 小时内上报。省海指办
公室接到重大海洋灾害信息后立即报告国家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和省委、省政
府，并及时续报。
（２）各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逐级做好海洋灾害损失数据的统计与报送工作。灾
害发生后，各沿海县（市、区）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及时协调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水利、
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等部门统计本地区相关海洋灾害损失数据，按照有关规定审核后
填写海洋灾情信息表，于 ４８ 小时内报设区市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设区市海洋灾害应
急指挥部汇总、审核后，于 ２４ 小时内报省海指。
５． ５ 信息发布与新闻宣传
（１）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依法。
（２）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灾害等信息，按分管权限，由各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
部审核和发布；涉及海洋灾情的，由各级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核和发
布。
（３）海洋灾害防灾减灾救灾信息发布工作，具体按照《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
布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５． ６ 应急终止
５． ６． １ 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终止应急行动：
（１）海洋灾害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发生灾害的条件已经消除；
（２）海洋灾害现场各种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３）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已能保证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
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５． ６． ２ 应急终止的程序
灾害发生地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视灾害处置情况确认终止时机，提出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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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的建议，报同级海洋灾害应急处置指挥机构批准后，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６ 应急保障和灾后处置
海洋灾害发生地政府和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职责分工和有关
专项预案，做好相关工作。
７ 附则
７． １ 预案管理与更新
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的变化，或
者在应急过程中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应会同成员单位及时修订、完
善本预案，并报省政府批准。
各沿海市、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根据本预案制定本地区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按
规定程序批准后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７． ２ 有关说明
（１）本预案有关数值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２）仅限于对渔业生产产生影响的赤潮的应急处置，由省农业农村厅制定部门应
急预案。
（３）海洋灾害监视监测和预警报工作现行规章制度与本预案相违背的，以本预案
为准。
７． ３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１． 海洋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２． 浙江省沿海警戒潮位表

附件 １

海洋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风暴潮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风暴潮灾害红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
— 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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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１ 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当地红色警戒潮位。
（二）风暴潮灾害橙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
段 １ 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当地橙色警戒潮位。
（三）风暴潮灾害黄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
段 １ 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当地黄色警戒潮位。
（四）风暴潮灾害蓝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我省受影响岸
段 １ 个以上有代表性的验潮站的高潮位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或验潮站未达到当地
蓝色警戒潮位，热带气旋可能对我省沿海地区造成影响。
二、海浪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海浪灾害红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２４ 小时我
省受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６ 米以上有效波高，或者近海海域出现 １４ 米以上有效波高。
（二）海浪灾害橙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２４ 小时我
省受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４． ５—６ 米（不含）有效波高，或者近海海域出现 ９—１４ 米（不
含）有效波高。
（三）海浪灾害黄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２４ 小时我
省受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３． ５—４． ５ 米（不含）有效波高，或者近海海域出现 ６—９ 米（不
含）有效波高。
（四）海浪灾害蓝色警报。受热带气旋或温带天气系统影响，预计未来 ２４ 小时我
省受影响近岸海域出现 ２． ５—３． ５ 米（不含）有效波高。
三、海啸灾害警报发布标准
（一）海啸灾害红色警报。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在我省沿岸产生
３ 米以上海啸波幅。
（二）海啸灾害橙色警报。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在我省沿岸产生
１ —３ 米（不含）海啸波幅。
（三）海啸灾害黄色警报。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在我省沿岸产生
０． ３ —１ 米（不含）海啸波幅。
（四）海啸灾害信息。受地震或其他因素影响，预计海啸波将在我省沿岸产生 ０． ３
米以下海啸波幅，或者没有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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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浙江省沿海警戒潮位表
（单位：厘米）
地市

嘉兴

杭州

绍兴

行政区
县（市、区）
海宁市
海盐县

平湖市
江干区
滨江区
萧山区
钱塘新区
柯桥区
上虞区
余姚市
前湾新区
慈溪市
镇海区

宁波

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北仑区
１８

鄞州区
奉化区

１９
２０

预警岸段
名称
海宁市岸段
海盐县岸段
平湖市岸段
乍浦港岸段
江干区岸段
滨江区岸段
萧山区岸段
下沙岸段
大江东岸段
柯桥区岸段
上虞区岸段
余姚市岸段
前湾新区岸段
慈溪市岸段
镇海区岸段
镇海区甬江口段
北仑区北岸
（含大榭岛）
北仑区南岸
（含梅山岛）
鄞州区岸段
奉化区岸段

蓝

警戒潮位值
黄
橙

红

６２０

６７０

７１５

７６５

５２０

５６５

６０５

６４５

４４５

４７５

５１０

５４０

４４０

４５５

４７５

４９０

６７０

７１５

７６０

８１０

７００

７４０

７８０

８２０

６７０

７１０

７５０

７９０

６７０

７１５

７６０

８１０

６１０

６５０

６９０

７３０

６１０

６６０

７００

７５０

６１０

６５０

６９０

７３０

５１０

５４０

５７０

６１０

３００

３２０

３４０

３６０

２９０

３１０

３３０

３５０

２３０

２５５

２８５

３１０

２１５

２４５

２７５

３０５

２２０

２４５

２７５

３００

２３５

２５５

２８５

３０５

３２５

３５５

３８５

４２０

３２５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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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

台州

行政区
县（市、区）

２０２０

编号

宁海县

２１

象山县
三门县
临海市
椒江区
路桥区
温岭市

２３

玉环市

３１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２
３３

乐清市

３４
３５

永嘉县
鹿城区
温州

龙湾区
瑞安市
平阳县
龙港市
苍南县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洞头区

４６
４７

— ３０ —

预警岸段
名称
象山港宁海岸段
三门湾宁海岸段
象山港象山岸段
象山县东岸
三门县岸段
临海市岸段
椒江区岸段
路桥区岸段
温岭市东岸
温岭市西岸
玉环市东岸
玉环市西岸
乐清市东岸北段
乐清市东岸南段
乐清市瓯江口岸段
永嘉县岸段
鹿城区岸段
七都岛岸段
龙湾区岸段
瑞安市岸段
平阳县岸段
龙港市岸段
苍南县东岸北段
苍南县东岸南段
灵昆岛岸段
洞头岛岸段
大门镇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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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潮位值
黄
橙

红

３６５

３９０

４２０

４５０

３８０

４１０

４３５

４６５

３６０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５

３１５

３４０

３７０

３９５

３８５

４２０

４５０

４８０

３７５

４１０

４５０

４９０

３７５

４１０

４４５

４８５

３４０

３８０

４２０

４６５

３３５

３６５

３９５

４３０

４３０

４５５

４８０

５１０

３６５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５

３９５

４１５

４３５

４５５

４００

４２５

４５０

４７５

３９５

４２０

４４５

４７０

３９０

４１５

４３５

４６０

４００

４３０

４６０

４９０

４００

４３０

４６０

４９０

４００

４３０

４６０

４９０

３９５

４１５

４４０

４６０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５

４６５

３８５

４０５

４３０

４５０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５

４６０

３５５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２５

３５５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２５

３８５

４１０

４３０

４５５

３５０

３７０

３９０

４１０

３５０

３７０

３９０

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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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行政区
县（市、区）

嵊泗县

２０２０

编号
４８
４９

岱山县

５０
５１

舟山

５２

定海区

５３
５４

普陀区

５５
５６

预警岸段
名称
泗礁岛岸段
嵊山岛岸段
岱山本岛岸段
衢山岛岸段
定海区南部岸段
金塘岛岸段
定海区北部岸段
普陀区本岛岸段
六横岛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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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潮位值
黄
橙

红

２７５

２９５

３１５

３３５

２６０

２８０

／

３０５

２３５

２６０

２８５

３１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３２０

２２０

２４０

２６５

２８５

２４０

２７０

２９５

３２５

２３５

２６５

２９０

３２０

２３５

２６５

２９５

３３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３１５

备注：警戒潮位基面采用 １９８５ 国家高程基准。

浙江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１

总则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２

编制目的
编制依据
适用范围
工作原则
事件分级

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省应急组织机构组成及主要职责
设区市政府应急组织机构
运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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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３． １
３． ２
３． ３

４

应急响应
４． １
４． ２
４． ３
４． ４
４． ５

５

５． ２
５． ３

６． ２
６． ３
６． ４
６． ５
６． ６
６． ７
６． ８

８

善后处置
调查评估
责任追究

应急保障
６． １

７

响应启动及升级
响应措施
扩大应急支援范围
信息发布
响应降级或终止

后期处置
５． １

６

信息收集和预测
预警发布和解除
信息报告

队伍保障
装备物资保障
信息通信保障
交通运输保障
治安保障
医疗卫生保障
经费保障
社会动员保障

应急演练
预案管理
８． １
８． ２
８． ３
８． ４

— ３２ —

预案体系
预案修订
预案报备
预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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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１． １ 编制目的
规范全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以下简称运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分级
响应程序，科学、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１． ２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 〕１３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
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２０１５ 〕３２ 号）、《浙江省安全
生产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安全管理的通
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９ 〕６７ 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结合本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实
际，制定本预案。
１． 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因列车撞击、脱轨，
设施设备故障、损毁，隧道内塌方、涌水以及大客流等情况，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
亡、行车中断、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
件参照本预案执行。
因地震、洪涝、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刑事案件等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其
他因素影响或可能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营时，依据国家和省相关预案执行，同时参
照本预案组织做好监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后期处置等相关应对工作。
１． ４ 工作原则
运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属地负责，条块结合、协调联动，快速反应、
科学处置的原则。
１． ５ 事件分级
按照运营突发事件危害程度、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影响范围，分为特别重大、重
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１． ５． １ 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
（１）造成 ３０ 人以上死亡，或者 １００ 人以上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１ 亿元以上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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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产生特别严重社会影响，超出事发地设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
（３）国务院认定为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的。
１． ５． ２ 重大运营突发事件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运营突发事件：
（１）造成 １０ 人以上 ３０ 人以下死亡，或者 ５０ 人以上 １００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
损失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１ 亿元以下，或者连续中断行车 ２４ 小时以上的；
（２）产生严重社会影响，超出事发地设区市政府处置能力的；
（３）省政府认定为重大运营突发事件的。
１． ５． ３ 较大运营突发事件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运营突发事件：
（１）造成 ３ 人以上 １０ 人以下死亡，或者 １０ 人以上 ５０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
失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者连续中断行车 ６ 小时以上 ２４ 小时以下的；
（２）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
１． ５． ４ 一般运营突发事件
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运营突发事件：
（１）造成 ３ 人以下死亡，或者 １０ 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５０ 万元以上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或者连续中断行车 ２ 小时以上 ６ 小时以下的；
（２）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
上述有关数值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２ 组织体系及职责
全省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组织体系由省、设区市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以下简
称运营单位）三级组成。
２． １ 省应急组织机构组成及主要职责
当初判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时，成立省处置运营突发事
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省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和组织协调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省指挥部下设办公室、现场指挥部和专家组。
２． １． １ 省指挥部组成及主要职责
省指挥部指挥长由分管副省长担任。副指挥长由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和省公安厅分管副厅长担任。省指挥部成员由省新闻办、
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 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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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军区、武警浙江省总队、省气象局、省通信管理局和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等单
位有关负责人组成。可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增加其他省级单位有关负责人为省指挥
部成员。
省指挥部主要职责：
（１）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应对运营突发事件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２）组织指挥、协调重大、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动。
（３）负责调度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物资、装备、器材及相关设施等。
（４）协调省级有关部门、驻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央驻浙单位参与运营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行动。
（５）负责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
２． １． ２ 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１）省新闻办：会同省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运营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宣传报道、舆情
引导和监督。
（２）省委网信办：指导做好运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协调做好网上舆情监
测、研判，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处置不良信息，指导做好网上舆论引导。
（３）省发展改革委：参加运营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会同有关设区市做好重大灾后
重建项目规划工作。
（４）省经信厅：组织协调救援装备、监测设备、防护和消杀用品等生产供应工作；承
担省级医药储备管理工作；负责提供无线电应急频率。
（５）省公安厅：组织、指导事发地公安机关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协助疏
散乘客；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监督指导重点单位、重要部位治安保卫工作；参与相关
事件原因分析、调查评估与处理工作。
（６）省民政厅：协助做好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
（７）省财政厅：指导、协调做好应急资金保障工作，监督应急资金的使用。
（８）省自然资源厅：指导协调和监督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地质灾害勘查工作，指
导开展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９）省建设厅：指导、协调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区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
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指导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抢险队伍，配合运营单
—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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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业抢险队伍开展工程抢险救援；组织指导城市河道、排水管渠等排水设施的疏通维
护工作，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站点等低洼部位的排水防涝工作。
（１０）省交通运输厅：承担省指挥部办公室职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运输保障单位，
确保及时运送现场人员、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牵头完善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
牵头制定和修订省级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有关设区市制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牵头做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控监测及预警；牵头组织运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
宣传、培训和演练。
（１１）省水利厅：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运营突发事件周边水利工程设施险情排
查、应急监测、应急抢险和水毁工程修复工作，及时提供事发地附近有关水文情况及其
他相关技术支持。
（１２）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协调紧急医学救援工作，指导有关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合理调配医疗卫生资源，开展伤病员现场救治、转运和医院收治工作，统计医疗机
构接诊救治伤病员情况；根据需要做好现场防疫和消毒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
建议，做好伤病员的心理援助。
（１３）省生态环境厅：协助、指导做好事件现场周边环境监测、环境危害程度评估和
环境恢复等工作；参与处置运营突发事件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协助组织污染物品清除
和废弃物处置，会同有关部门发布环境污染信息。
（１４）省应急管理厅：协调、指导运营突发事件救援与处置；协调专业抢险队伍对运
营突发事件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进行处置；组织协调消防队伍实施应急救援；
参与城市轨道交通重大、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
（１５）省市场监管局：负责运营突发事件涉及车辆、设施、设备等产品检验检测机构
的监督管理；配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开展设施质量调查评估。
（１６）省军区：组织民兵参与应急救援行动；必要时，根据省政府或者省指挥部有关
应急救援部署，按照有关规定，协调驻浙部队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１７）武警浙江省总队：根据省政府或者省指挥部有关应急救援部署，按照有关规
定，组织、指挥所属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维护当地社会秩序、开展人员
搜救、疏散转移群众、保卫重要目标。
（１８）省气象局：做好运营突发事件现场气象监测，提供事发区域的气象技术支持。
（１９）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协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做好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通信保
障工作，尽快恢复受破坏的公用电信网通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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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组织先期处置，负责辖区内运营突发事件现场人员疏散
安置、社会救援力量支援、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参与运营突发事件调查和评估。
２． １． ３ 省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省指挥部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输厅，为省指挥部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省交通运
输厅分管副厅长担任。
省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省指挥部日常工作；根据省指挥部授权，发布和解
除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汇总和报送运营突发事件信息；组织协调省指挥部各成员
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协调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应急处置；组织运营突发事件起因及处置过程的调查评估；完成省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工作。
２． １． ４ 现场指挥部
省指挥部根据应急处置和救援需要，设立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省指挥部任命。现
场指挥部具体执行省指挥部下达的工作任务，负责提出应急处置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开
展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现场组织、协调、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一般就近设立，根
据应急处置需要也可设在事发区域或者事发地政府有关应急指挥场所。
２． １． ５ 专家组
成立运营突发事件应对专家组，由线路、轨道、结构工程、车辆、供电、通信、信号、环
境与设备监控、运输组织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主要承担重要信息研判、提供轨道交通运
营等技术支撑、辅助省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决策部署、参加事件处置的事后评估等工
作。
２． ２ 设区市政府应急组织机构
设区市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行政领导机关，应当参
照本预案应急组织体系的组成和职责，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负责指
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有关设区市政府应当建立跨区域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合作机制。
２． ３ 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是运营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运营突发事件即时处置和自
身能力范围内的应急处置工作。运营突发事件先期处置时，报告运营突发事件信息，做
好现场疏散、人员搜救、乘客转运、交通疏导、医学救援、抢救抢险等工作，抢修设施设
备，明确应急支援需求；及时发布轨道车辆运营调整信息，降低运营突发事件对公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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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影响程度，防止事态扩大；做好区域内轨道运营受损受灾情况统计和信息报告，参
与运营突发事件善后和原因分析、调查等工作；协助其他单位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建立
健全企业应急指挥机制，加强风险评估，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建立与
相关单位的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
３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３． １ 信息收集和预测
运营单位应当加大对线路、轨道、桥梁、地下与结构工程、车辆、供电、通信、信号、消
防、特种设备、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和环境状态及客流情况等的监测力度。涉及城市轨
道交通保护区的工程施工，施工单位应当主动向运营单位报备施工信息并在落实科学
监测举措的前提下施工。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当定期排查
安全隐患，评估安全风险，健全风险防控措施。省交通运输厅建立与有关单位和上级行
业管理部门的信息交流机制，多途径收集汇总和分析研判信息，对收集的相关信息进行
早期评估，并视情组织专家咨询和有关部门会商。
３． ２ 预警发布和解除
３． ２． １ 预警发布
运营单位要及时对可能导致运营突发事件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研判，评估可能造成
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因运行系统故障、突发大客流等原因可能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
营的，运营单位要及时向事发地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并通过电视、广
播、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公共电子屏幕、当面告知等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３． ２． ２ 预警解除
运营单位研判可能引发运营突发事件的危险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
相关措施。
３． ３ 信息报告
运营突发事件发生后，运营单位应当立即向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
相关部门报告。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接到运营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后，应
当立即进行核实，按照危害程度对运营突发事件的分级作出初步认定，按照国家规定的
时限、程度和要求向省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设区市政府报告，并通报同级其
他相关部门和单位。省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设区市政府应当立即向省政府
报告。突发事件可能或者已经影响相邻设区市的，事发地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通告相邻设区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运营突发事件报告应当
— 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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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对初判为重大以上的运营突发事件，省政
府立即向国务院报告。
４ 应急响应
４． １ 响应启动及升级
根据运营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４ 个等级。初判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一般、较大运营突发事件时，分别启动 Ⅳ 级、Ⅲ 级应
急响应，由事发地设区市政府或其应急组织机构负责应对工作；初判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重大、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时，分别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由省政府负责应对，并
成立省指挥部统一开展协调处置工作。当运营突发事件发生在重要区域或重要时段
时，应当提高响应等级。当运营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社会影响扩大或
者级别提高时，应当及时升级响应等级。
４． ２ 响应措施
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时，由省指挥部直接组织和指挥应急处置工作，事发地设
区市政府应急组织机构同步响应。
４． ２． １ 人员搜救
调派专业力量和装备，在运营突发事件现场开展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
工作。现场救援队伍之间要加强衔接和配合，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４． ２． ２ 现场疏散
按照预先制定的紧急疏导疏散方案，有组织、有秩序地迅速引导现场人员撤离事发
地点，疏散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站点乘客至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口；对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实施分区封控、警戒，阻止乘客及无关人员进入。
４． ２． ３ 乘客转运
根据疏散乘客数量和发生运营突发事件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行方向，及时调整
城市公共交通路网客运组织，利用城市轨道交通其余正常运营线路，调配地面公共交通
车辆运输，加大发车密度，做好乘客的转运工作。
４． ２． ４ 交通疏导
设置交通封控区，对事发地点周边交通秩序进行维护疏导，防止发生大范围交通瘫
痪；开通绿色通道，为应急车辆提供通行保障。
４． ２． ５ 医学救援
迅速组织事发地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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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
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的医学救援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
议，做好伤病员的心理援助。
４． ２． ６ 抢修抢险
组织相关专业技术力量，开展设施设备等抢修作业，及时排除故障；组织土建线路
抢险队伍，开展土建设施、轨道线路等抢险作业；组织车辆抢险队伍，开展列车抢险作
业；组织机电设备抢险队伍，开展供电、通信、信号等抢险作业。
４． ２． ７ 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事件影响范围、程度，划定警戒区，做好事发现场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和警戒，维
护治安秩序；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各类矛盾纠纷
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４． ３ 扩大应急支援范围
根据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行动需要，省指挥部立即指挥、调用全省各地、各单位的应
急力量和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协调驻浙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央驻浙单位支援应急处置。
当省内应急力量和资源不能有效控制事件趋势，省政府迅速报请国务院及有关部
门，给予应急力量、应急装备和应急技术方面支援，或者协调其他省（区、市）支援。
４． ４ 信息发布
运营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坚持统一、准确、及时、依法；坚持分级管理的原则，分
省、设区市两级发布。其中重大、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由省指挥部办公室和
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组织实施，省新闻办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协助；一般、较大运营突发事
件信息发布由事发地设区市政府或其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实施。
４． ５ 响应降级或终止
在应急处置结束或者事件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发生的次生、衍生灾害因素已经
基本消除时，重大、特别重大运营突发事件由现场指挥部提出应急响应降级或终止建
议，报省指挥部同意后，宣布应急响应降级或终止；一般、较大运营突发事件由事发地设
区市政府决定并宣布应急响应降级或终止。
５ 后期处置
５． １ 善后处置
善后处理工作由事发地设区市政府负责，省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支持。
对运营突发事件造成的伤亡人员按照规定进行妥善安置。对紧急调集、征用的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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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按照规定给予补偿。组织受伤人员救治、救济救助、心理危机干预。开展保险理赔及
设施修复、衍生灾害监测工作。
５． ２ 调查评估
一般、较大运营突发事件，由事发地设区市政府牵头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评估；重
大运营突发事件，由省政府或省政府授权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评估；特别重大
运营突发事件，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牵头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评估。
５． ３ 责任追究
在运营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对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或者迟报、瞒报、漏
报重要情况的有关责任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责任。
６ 应急保障
６． １ 队伍保障
运营单位要建立健全运营突发事件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加强人员设备维护和应急抢
修能力培训，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省、设区市有关单位根据职责分
工，做好应急处置力量建设工作。建立以消防救援队伍为骨干、运营单位为主的综合救
援和应急处置队伍。根据需要，鼓励和动员社会专业救援力量参与运营突发事件处置。
６． ２ 装备物资保障
设区市政府和运营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专业救援装备物资保障工作，
配备专用救援装备器材，完善装备物资储备信息数据库，并明确其类型、数量、性能、储
备点和调度规则等。省级有关部门视情依托轨道交通领域大型建设、运营单位布局省
级专项应急救援基地，配置必要的器材装备，提高综合救援和应急处置能力。鼓励支持
轨道设施、设备、材料的生产、销售等企业提供社会化储备和保障。
６． ３ 信息通信保障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建立健全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建设城市轨道交通
应急指挥专用场所，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各有关单位要逐步建立并完善省、设区市应
急指挥机构与运营单位互联互通、应急信息共享、统一高效的通信保障平台，规范信息
获取、分析、发布、报送格式和程序。省通信管理局协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开展应急
通信保障。
６． ４ 交通运输保障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制定交通管理和运输工具调用保障方案，保
障应急响应所需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等的运输和人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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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保障
省公安厅负责运营突发事件处置的治安保障，组织实施现场治安警戒，协助事发地
政府做好相关工作。必要时，商请武警浙江省总队予以协助配合。
６． ６ 医疗卫生保障
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医疗救治保障制度，组织调度医疗卫生力量，负责
医疗救治、疫病防控、心理干预等工作。
６． ７ 经费保障
省、设区市财政部门落实运营突发事件处置的资金保障。运营单位设立应急专项
资金，用于运营突发事件处置、日常监管、物资储备和演练。
６． ８ 社会动员保障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根据需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事故应急救援。需协调事发地以外
的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增援时，有关地方政府应当提供帮助。
７ 应急演练
省交通运输厅组织运营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设区市政府
根据各自特点组织相应的运营突发事件应急综合演练，运营单位应当制定应急演练计
划。每年组织 １ 次以上不同形式的运营突发事件综合演练和专项演练，提高实战处置
能力。
省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预防和应对运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城市轨道
交通所在地设区市政府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按照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知识培
训、宣传教育的总体要求，开展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培训、教育。运营单位应当建
立工作人员应急管理知识培训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的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８ 预案管理
８． １ 预案体系
全省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设区市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运营
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８． ２ 预案修订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本预案修订工作；负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监督管理职责的省级
有关部门和有关设区市政府应当及时修订有关预案，做好与本预案的衔接工作。
８． ３ 预案报备
本预案为省级专项应急预案，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将本预案报交通运输部备案。省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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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有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关配套实施方案。有关设区市政府要根据本预案，制定本行政
区域内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各类专项应急预案，作为本预案的子预案，并报省交通
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备案。运营单位制定的应急预案应当报省交通运输厅和设区市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案。
８． ４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２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０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年全省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对标“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
新目标新定位，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全
面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以公开促落实、强规范、补短板、优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
度和政府公信力。
一、围绕助力省域治理现代化，不断拓展主动公开深度和广度
（一）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建设。认真贯彻《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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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公开发布机
制。对目录所列决策事项除依法不予公开外，要主动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等，广泛征求
公众意见。健全政府常务会议信息公开常态化机制，准确公开会议决策事项，第一时间
解读会议精神，释放权威政策信号。（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本要点各项工作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作为责任单位，以下不再列出）
（二）动态调整、及时公开权责清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主
线，动态调整、及时公开各级行政机关权责清单，重点推进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
件事”、全流程“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公开，发布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年本）。按照谁制
定谁清理的原则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性检查清理，全面摸清文件底数。严格落实
“三统一”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上统一发布本级政府和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责任
单位：省委改革办、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大数据局，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三）深化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信息公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通过
政府网站公开行政执法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监督途径和执法结果等信息，严格落
实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双公示”制度。实现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覆盖、常态化，推广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完善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
准体系。加大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领域
执法公开，对严重违法行为、大案要案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并依法录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综合执法办，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四）高质量实施政务服务信息公开。通过线上线下全面准确公开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办事机构、常见问题、监督举报方式等信息。推广“一件事”“网购
式”公开办事模式，提高办事过程透明度，探索通过“浙里办”定向精准推送办事服务和
证照到期、办件进度提醒等信息，让办事群众对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展实时可查、
事后结果及时获知。深入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责任单位：省大数据局，其他
省级有关单位）
（五）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制定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９ 〕５４ 号）的政
策文件。２０２０ 年底前，基层政府全面完成国办发〔２０１９ 〕５４ 号文件明确的 ２６ 个试点领
域和涉及基层政务公开其他领域事项标准目录的发布实施。鼓励各设区市选择若干政
务公开工作基础好的基层政府和部门，设立创新示范区、示范点，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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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和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一）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加大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力度，依法
依规、及时准确公布公共卫生、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防控措施、
事态进展、处置结果等信息。特别要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相关政策、措施、
数据等信息的及时、全面、精准公开，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责任单
位：省级有关单位）
（二）着力做好稳企业稳增长相关信息公开。做好《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
例》宣传解读工作，完善涉企一站式移动服务平台，重点做好减税降费、扩大有效投资、
稳外贸稳外资、扩大消费需求等相关政策举措信息公开，助力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加大
涉企信息精准公开力度，探索企业专属公开模式，精准推送企业需求度高、政策措施明
确的政府信息和政策问答。依托“浙里办”平台，搭建企业诉求响应平台，及时解决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突出问题。（责任单位：省经信厅，省级有关单位）
（三）深化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公开。重点做好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四大建设”、特色小镇和未来社区相关重大建设
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探索以专栏形式按项目全生命周期分类集中公
开项目内容，着力解决相关信息公开不全面、碎片化问题。编制发布浙江省公共资源配
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标准目录（年本），加快完善以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为枢纽的
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共享平台体系，实现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一张网公开、一站式
查询。（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国资委）
（四）持续做好民生领域信息公开。进一步完善就业、教育、医疗、生态环境、征地
拆迁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领域政府信息常态化公开机制。及时发布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和就业供求信息。针对性
做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校和职业教育招生等领域信息公开。做好传染病防治、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保障政策等方面信息公开工作。持续加大污染防治监测等信息
公开力度，细化公开空气质量预报、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等方面信息。充分运用基层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失地农民宣传征地补偿、养老保障等政策措施，做好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的信息查询和公开工作。（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
三、围绕发布、解读、回应全链条公开，不断深化政民互动
（一）建立健全政府重点工作定期发布机制。对照政府工作报告，按季度向社会公
— 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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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民生实事项目、政府绩效目标的执行情况，加大督查和审计
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公开力度，推动破解工作堵点、难点，助力重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地
实施。（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审计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二）着力提高政策解读可读性和传播力。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
一解读人”职责，全年带头解读政策一般不少于 ２ 次。注重发挥专家解读作用。更多
采用政策简明问答和事例、数据、图表图解、音频视频等方式解读，拓宽政策解读发布渠
道。推行政策施行后解读，对政策公布后出现的误解误读和质疑，针对性地开展深度解
读、延伸解读。（责任单位：省级有关单位）
（三）及时精准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
实政务舆情回应责任。充分发挥领导信箱、新闻发布会、在线访谈、在线咨询、民意征集
等渠道作用，做好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网络谣言，要及时公
布真相、辟除谣言。持续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公开，原则上办理结果
与建议提案内容同步公开。（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其他
省级有关单位）
四、围绕提升数字化、集约化水平，不断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
（一）推进政府网站集约化管理和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按照统一标准体系、统
一技术平台、统一安全防护、统一运维监管的要求，推进数据、服务、应用融通，加快建设
基于统一信息资源库的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着力破解信息公开数据底数不清、服务资
源难以整合利用的问题。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规
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２０１９ 〕６１ 号）要求，在政府网站
统一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优化栏目页面设置和检索功能，按照法定时限及时发
布并实时更新法定主动公开内容，方便社会公众快速准确获取所需信息。（责任单位：
省政府办公厅、省大数据局，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二）抓实管好政务新媒体。进一步明确主管主办职责，按照做强主账号和集约节
约的原则，对不符合运营规范、难以继续运营的尽快清理整合。严格内容发布前审核把
关，对重点稿件要反复校核，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信息。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政务舆情
时，相关政务新媒体要按照规定程序，提升响应速度，滚动发布动态信息。加快建设全
省统一的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三）不断提高依申请公开办理质效。迭代更新全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数字化
处理平台，推动扩大应用范围。建立健全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登记、审核、办理、答
— ４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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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归档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对通过邮寄、传真等方式提交的申请，以及补正、延
期、意见征询、办理结果和后续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要全面及时录入工作平台。
（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四）推动政府公报创新发展。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政府
公报集中统一刊登工作，充分发挥政府公报权威、规范发布政策信息作用。推进政府公
报数据库建设，优化文件精准查询和分类检索功能，积极拓展政府公报利用方式和传播
渠道。（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其他省级有关单位）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保障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工作机构和人员，确保政务
公开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人员负责。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精神，抓紧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发布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审查机制、政
府信息公开协调机制、政府信息动态调整机制等配套制度规范。
各级政府办公室（厅）要履行好政务公开主管部门职责，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赋予的督促整改、通报批评等法定职权，加强工作过程管理。抓好教
育培训，重点做好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主动公开、依申请
公开、解读回应以及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管理等业务培训。
各级政府要结合本要点细化工作任务，结合实际提出具体措施。各地、各部门年度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完成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省政府
办公厅将组织开展监督监测和第三方评估并通报结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 ２０１９ 年落实有关
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
予以督查激励表扬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０〕２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更好调动和发挥地方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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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推动形成担当作为、争先创优的良好局面，结合省政府综合督查、专项督查及省级
部门日常督查情况，经省政府同意，对 ２０１９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
显成效的 ９ 个设区市、５７ 个县（市、区）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 ２７ 个方面激励支持措
施。希望受到督查激励表扬的地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省级有关
部门要加强指导，积极组织兑现激励措施，充分发挥激励措施“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效
果。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
“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新目标新定位，
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
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奋力实现 ２０２０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确保“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附件：２０１９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及激励措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附件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及激励措施

２０１９

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嘉兴市。（按行政区划排列，下同）
安排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奖补资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金时予以倾斜，对申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平
台等给予优先支持。（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 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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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突出的市、县（市、区）
杭州市、宁波市，杭州市西湖区、安吉县、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台州市路桥区。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用于统筹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省跑改办组织实施）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杭州市余杭区、桐庐县、慈溪市、长兴县、平湖市、衢州市衢江区。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乡村振兴绩效提升奖补资金等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
支持其在农业农村改革试点等方面先行先试。（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
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枢纽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工作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宁波市、金华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开发区园区提升发展、建设以“一带一
路”为统领的对外开放重大平台、争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对其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
项目优先纳入省级“一带一路”项目库，并推荐纳入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库；对符合条
件的外资项目优先纳入省重大外资项目推进计划，给予重点跟踪服务。（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组织实施）
五、推进大湾区建设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绍兴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海洋（湾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
对重大战略
平台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六、推进大花园建设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淳安县、安吉县、桐乡市、江山市、天台县、龙泉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支持“诗画浙江”（四条重点线路）资金时予以倾斜，在
申报中央预算内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国家级循环经济领域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倾
斜支持。（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七、推进大通道建设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补助资金、申报国家各类试点示范、
安排省级各类试点，以及安排年度综合交通投资计划、项目前期推进计划时予以优先支
持，对符合条件的上报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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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八、推进大都市区建设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宁波市、温州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建
设项目和省重大产业项目。（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九、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的县（市、区）
杭州市西湖区、杭州市滨江区、宁波市鄞州区、温州市龙湾区、海宁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予以倾斜，
在数字经济
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重大政策先行先试，重大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落地，以及数字经
济、新动能培育发展等领域各类国家重大专项、试点示范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优先支
持。（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
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建德市、宁波市海曙区、长兴县、桐乡市、绍兴市上虞区、龙游县。
在新型工业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予以倾斜，
化产业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星级小微企业园建设，以及智能化技术改造、服务
型制造和工业设计等试点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省经信厅组织实施）
十一、推进批发零售业改造提升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杭州市萧山区、宁波市海曙区、瑞安市、湖州市吴兴区、绍兴市柯桥区、永康市。
用于统筹推进批发零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
售业改造提升工作。（省商务厅组织实施）
十二、落实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掌上办事”“掌上办公”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温州市、衢州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
在承接政府数字化转型重大项目试点
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省大数据局组织实施）
十三、传承发展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温州市、湖州市、丽水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在文化遗产保护载体建设、公共文化
旅游服务、红色旅游保护开发等工作中予以倾斜支持。（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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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杭州市余杭区、余姚市、温州市洞头区、安吉县、义乌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适当奖励，
在安排辖区内医疗资源配置方面予以适当政策
倾斜。（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
十五、实施学前教育补短提升工程措施有力、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杭州市下城区、温州市瓯海区、湖州市南浔区、海宁市、东阳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统筹相关资金给予适当奖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
十六、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表现优异的县（市、区）
杭州市拱墅区、嘉善县、云和县。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时，
在原有资金安排基
础上再予以适当倾斜。（省民政厅组织实施）
十七、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力度大、提高就业创业服务水平成效明显的县
（市、区）
杭州市余杭区、湖州市吴兴区、嘉善县、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财政就业补助转移支付资金时给予倾斜支持。（省人力
社保厅组织实施）
十八、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优良的设区市
杭州市、湖州市、绍兴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省生态环境厅组
织实施）
十九、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深入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工作
主动、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淳安县、文成县、磐安县、三门县、龙泉市、景宁畲族自治县。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在按客观因素、绩效因素等一般
因素分配基础上，再予以倾斜奖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
二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宁波市、湖州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
在同等条件下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
项目予以优先支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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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财政预算执行、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国库库款管理等
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较好的市、县（市）
温州市、湖州市、衢州市，瑞安市、文成县、苍南县、嘉善县、平湖市、东阳市、义乌市、
临海市、温岭市、松阳县。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
省财政利用收回的存量资金、本年度预算资金等，在省与市县
两级结算时予以奖励。（省财政厅组织实施）
二十二、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批而未供土
地消化利用、闲置土地处置工作较好的市、县（市、区）
嘉兴市，瑞安市、长兴县、诸暨市、东阳市（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批而未供土地消化
利用、闲置土地处置方面）；建德市、余姚市、湖州市南浔区、嘉善县、兰溪市、开化县（实
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方面）。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二十三、实施“凤凰行动”计划，推动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工作力度大、成效明显的
县（市、区）
杭州市滨江区、杭州市萧山区、余姚市、乐清市、长兴县、玉环市。
对其行政区域内重点拟上市企业和上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
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大工作支持力度。（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组织实施）
二十四、实施科技新政、构建“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创业创新生态系统
工作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杭州市、宁波市、嘉兴市。
优先支持建设省级产业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
创新服务综合体。（省科技厅组织实施）
二十五、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有力、成效明显的县（市、区）
杭州市余杭区、宁波市镇海区、温州市瓯海区、德清县、新昌县、永康市。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
用能权交易等方面予以
适当倾斜，给予一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省经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
资源厅组织实施）
二十六、落实投资新政、实施省市县长项目工程、优化投资结构等工作成效较好的
市、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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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绍兴市，杭州市余杭区、永嘉县、德清县、嘉善县、台州市椒江区。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在省发展与改革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资金，
用于补助支持其行
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给予一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在能效先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安排方面予以优先支持。（省发展改革委、省自
然资源厅组织实施）
二十七、督查中发现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创造典型经验做法的市、县
（市、区）
杭州市、湖州市、衢州市，海盐县、开化县、丽水市莲都区。
２０２０ 年对上述地区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取消 ３２０ 国道桐庐段
收费项目及 ３２０ 国道桐庐收费站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０〕１８ 号
杭州市人民政府，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
杭州市政府《关于转报桐庐县取消 ３２０ 国道桐庐段收费项目及“３２０ 国道桐庐收费
站”的请示》（杭政〔２０２０〕３ 号）和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３２０ 国道桐庐段
取消收费的意见》（浙交〔２０２０〕１７ 号）收悉。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取消 ３２０ 国道桐庐段收费项目及 ３２０ 国道桐庐收费站。具体事宜由省交
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另行通知。
二、省交通运输厅要根据《浙江省收费公路管理办法》，认真落实公路鉴定、验收、
移交和对外公布等具体事宜；杭州市、桐庐县政府要切实做好取消收费后的相关工作，
确保平稳有序。
三、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要加强收费公路管理工作，督促指导有关地方规
范报批流程，依法依规维护收费秩序。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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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项目
有关事项的通知

浙医保联发〔２０２０〕１２ 号
各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各在杭省级公立医院：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经研
究，决定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项目，并将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通知如下：
一、设立新型冠状病毒 ＩｇＧ 抗体（包括总抗体）检测和新型冠状病毒 ＩｇＭ 抗体检测
项目，试行价格均为 ４０ 元 ／ 次。
二、新增项目按甲类管理，医保支付范围限发热门诊或具有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的
患者。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
附件：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项目试行价格表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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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样本类型：血清或血浆。样本采集、签
处理，加免疫试剂，检测，质控，审核
新型冠状病毒 收、
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
ＩｇＭ 抗体检测
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
相关咨询。

２５０４０３９１９００

４０

４０

备注

医保支付范围限发
热门诊或具有新冠
甲 肺炎影像学特征的
患者。

医保支付范围限发
热门诊或具有新冠
甲 肺炎影像学特征的
患者。

除外 计价 价格 支付
内容 单位 （元） 类别

次

ＩｇＧ

项目内涵

２５０４０３９１８００

项目名称

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项目试行价格表

（包括总抗体）。样本类型：血清或血
新型冠状病毒 浆。样本采集、签收、处理，加免疫试剂，
ＩｇＧ 抗体（包括 检测，
质控，审核结果，录入实验室信息
总抗体）检测 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
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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