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贯彻落实《山东省重大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贯彻落实〈山东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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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贯彻落实《山东省重大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重大突

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的通

知》（鲁政办字〔2020〕167号）精神，提高突发事件应急保障

能力和水平，根据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到 2022年，初步形成具有威海特色的应急保障体系框架，

应急保障能力和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全市突发事件死亡人数和直

接经济损失大幅下降，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控制在

0.011以内，年均因灾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 GDP比例控制在 1%

以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患收治率和治愈率明显提高，感染率

和病亡率大幅降低，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事件有效处置率达 100%。

——市、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下同）综合应

急指挥平台全面建成，应急信息一体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形成

科学高效的 7×24小时应急指挥保障体系。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完成，全市公共安全风险

“一张图”基本建立，自然灾害风险防控和监测预警预报能力显

著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

显著提升。



— 3 —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大

幅提升，重大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较大及以上事故得到有效

遏制，全市安全生产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综合及专业应急救援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应急预案体

系更加健全，协同作战水平大幅提高。化工园区全部建立规范的

应急救援队伍，市县两级实现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全覆盖，市内航

空应急救援实现 80公里飞行半径全覆盖。

——建立以市级储备为核心、县级储备为支撑、镇级储备为

补充的全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按照《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威海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规划（2020—2030 年）的

通知》（威政办字〔2021〕3 号）要求，统筹推进各级应急物资

仓储设施建设，2022 年底前生活保障类物资政府实物储备基本

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实现动态平衡，实现 12小时内受灾人员基

本生活有效救助。应急运输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阻断

道路 24小时内应急抢通率明显提高。

——大疾控体系构建基本完成，传染病防控能力显著增强。

全市传染病临床诊疗规模达到 500张床位以上，县级疾控中心全

部建成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每个区市设置 1处以上符合标准的

集中隔离备用场所，储备房间不少于 400个。

二、主要任务

（一）完善应急管理领导指挥体系。

1.完善领导指挥体系。加快完善重大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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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体制，逐步理顺和完善公共卫生、防汛抗旱、防灾减灾、安

全生产、信息网络等重点领域应急管理领导体制。组建各级应急

管理组织协调和指挥机构，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市委编办牵头，市委网信办、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应急局、各区市政府（管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以下

均需各区市政府（管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不再一一列出〕

2.加快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完善应急指挥中心功能，提高指

挥调度、视频会议、综合会商、推演演练等保障能力。2021 年

年底前市县两级应急指挥中心达标运行。（市应急局牵头，市财

政局、市大数据中心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现场移动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立足较大及以上突发事

件现场处置需要，构建应急指挥中心与事故现场全数据传输链

路，统筹加强应急指挥车、移动应急方舱、单兵系统等设备设施

应用，完善移动应急指挥平台和通信保障平台，提升现场应急指

挥保障能力。（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市财政局、市

大数据中心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4.推进融合通信系统建设。依托威海市城市运行指挥平台，

整合应急、林业、消防、公安等部门通信系统，实现各类音频、

视频、数据的全面整合，提供多业务联动调度，最终实现跨区域、

跨部门统一调度指挥，达到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的目的，提高协

同作战效率。（市大数据中心牵头，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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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5.完善应急专家决策咨询机制。建立完善应急专家委员会制

度，分行业分领域建立专家库，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首席

专家，为公共安全风险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决策指挥提供

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

委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6.加快实施综合风险普查。2021 年底前基本完成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开展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风险调

查，摸清风险底数，查明抗灾能力，建设风险数据库。2022 年

底前建成全市公共安全风险“一张图”。（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应急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7.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健全重大

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扩展疾病监测种类，提高监测预警能力。

建立外来入侵生物监测预警体系，提高动植物检验检疫和疫情监

测预警能力。完善森林火险视频监控体系，优化气象、环境、地

质、地震、海洋监测台网布局，提升海上风险监测预警水平，提

高大中型水库洪水预报、公共交通和人员密集场所大客流监控、

安全生产风险综合监测等风险预警能力。（市农业农村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发展局、市气象局、威海海事局、

威海海关、荣成海关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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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风险会商研判。加强涉灾部门间协调配合和应急联

动，建立公共安全形势综合分析制度，完善联合会商机制，定期

开展公共安全风险研判，动态掌握公共安全形势。（市公安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

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气象局、

威海海事局、威海桃威铁路公司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9.加强自然灾害治理工程建设。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统筹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九大工程建设，加强灾害防护设施建设，

增强工程防御能力，提高灾害防控水平。

加快城市房屋除险改造，积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提升房屋

灾害防御能力。（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

牵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海绵城市和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内涝灾害

防御水平。编制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加快建设布局合理、

功能完备、标识齐全、管理规范的各级城市避难场所。（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牵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深入开展堤防加固、河道治理、控制性工程建设，按照国家

部署，实施流域面积 3000平方公里以上河道治理工程，做好水

库安全鉴定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

（市水务局负责）

强化重点林区火灾防控，推进森林防火水源地建设和重点林

区引水上山，新建储水设施 178处，新建改造森林防火通道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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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有条件的重点林区逐步构建林火阻隔网络。（市林业局牵

头，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海洋避风避浪港建设，实施防波堤加固工程。推进智慧

渔港建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海洋发展局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

强化地质灾害工程防范措施，2022 年底前完成 2 处地质灾

害综合治理工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加快实施高区蓝色海湾整

治、威海市浪暖口至和尚洞海岸带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努力恢

复森林、河湖、湿地、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市海洋发展局、市

林业局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

局、市水务局、市气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建设，提升灾后受损公共设施修复

能力。（市教育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应急局等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10.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强化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大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转型升

级，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化、智能化管控，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

水平。

严格控制有毒气体和爆炸危险性化学品建设项目，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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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泄漏检测、化工过程安全管理、微通道反应器等先进技术装

备，加快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独栋厂房限人、二道

门防人”工程，2022年底前危险工艺装置全面实现自动化控制。

（市应急局牵头，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非煤矿山源头治理，严密管控地下矿山、尾矿库等重大

安全风险，推进安全智慧矿山建设，2022年底前实现市、区市、

企业数据共享，实时汇聚透水、大面积冒顶、溃坝、高陡边坡坍

塌等重大安全风险在线监测预警信息。（市应急局负责）

持续加强冶金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深化粉尘防爆、涉氨制

冷、有限空间作业等环节领域专项治理。（市应急局牵头，有关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全面提升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石油化工等重点场所

消防安全能力，整治老旧场所及新材料、新业态突出消防安全风

险，推进乡村公共消防基础建设。（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

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加大道路运输安全管控力度，加强对老旧客车和卧铺客车的

重点监管，开展货车非法改装、“大吨小标”、超限超载专项整治，

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加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照明、供水、热力、燃气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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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深化建筑施工安全治理，完善房屋

安全保障。强化民航、铁路、邮政、水上和道路交通安全监管。

（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市邮政管理局、威海

桃威铁路公司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防控机制，深化完善双重预防体

系，大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建设，2022 年底前基本实现

各类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一体化建设运行。（市

应急局牵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能源发展中

心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三）壮大各类应急救援力量。

11.加强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加强消防救援队伍综合

救援能力建设，提升高层建筑、地下工程、大型城市综合体、石

油化工等灭火救援和地震、山岳、水域、洪涝等多灾种综合应急

救援能力。加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优化，

2021年底前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完成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优化调

整；2022年底前打造市、区市建成区 5分钟灭火救援圈。（市消

防救援支队负责）

12.加快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建设。进一步健全森林防火队伍

建设，按照《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三级森林消

防队伍建设规划的通知》（威政办字〔2021〕2 号）部署，加快

市、区市、镇（街道）和国有林场专业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建设，

逐步配齐人员，加快装备配备，尽快形成战力，2022 年 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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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本实现全市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全覆盖。（市应急局、市林业

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13.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建设，全面推进救援理念、职能、方式转型升级。依托具备一

定能力的企业专业力量、医疗卫生机构，在隧道救援、事故救援、

海上救援、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道路抢险、紧急医学救援、传

染病防控等领域推动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市应急局牵头，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海洋发展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威海海事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

14.积极推进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加快山东省航空应急

救援威海基地基础设施和直升机起降点建设，提升航空救援基础

支撑能力。2021年底前全市部署 1架 H—135直升机，航空救援

能力明显增强。（市应急局负责）

15.加强社会救援力量建设。督促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

高危企业按规定建立健全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应急救援装备配

备，提高应急救援能力。2021 年底前全市化工园区全部建立规

范的应急救援队伍。积极培育发展志愿者应急救援队伍，发展壮

大蓝天救援队等志愿者队伍，进一步发挥品牌效应。（市应急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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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应急推演演练。

16.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快总体应急预案、专项预案和部

门预案编制和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企业应急预案。强化各类各

层级应急预案衔接融通和数字化应用，构建覆盖全区域、全灾种、

各行业、多层级、全过程的应急预案体系。（市应急局牵头，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17.强化应急推演演练。各级政府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

定期举办综合性应急演练或专项应急演练，组织机关、企事业单

位、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演练。高危行业企业、人员密集场

所经营单位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应急演练，其他企业每年至

少组织开展 1次应急演练。企业各厂区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 1次

现场处置演练。强化应急演练分析研判、总结评估，发挥演练成

果对应急预案的检验完善、改进提升作用。（市应急局牵头，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五）提高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18.理顺应急物资管理体制。整合优化分散在各部门的应急

物资保障管理职能，加快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应急管理部

门统筹协调，统分结合的应急物资管理保障体制。各有关部门、

单位按照《中共威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明确市政府

部门应急物资保障职责分工的通知》（威编办〔2020〕35号）要

求，分别做好应急物资保障相关工作。加强各类应急物资生产、

采购、储备、供应各环节的衔接，加快构建政府实物储备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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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商业）储备、产能储备和社会化储备为支撑的应急物资储

备和快速调运机制。（市委编办、市应急局牵头，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

19.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科学确定各级应急物资储备的

品类、规模和方式、布局，形成以市级储备为依托、县级储备为

基础、镇级储备为补充的全市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布局建设市级

综合应急物资仓储基地，建设高标准、智能化、综合性物资储备

仓库。分类加强公共卫生、森林防火、防汛抗旱、救援处置、海

上溢油、应急交通、动植物疫情等应急物资储备。（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0.加强重点应急物资采购储备。制定年度重点应急物资采

购计划，科学确定储备方式和比例，补齐补全应急物资储备缺口。

市县两级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需要，制定采购计划，储备必要

的应急物资。不断加大应急物资社会化储备力度。依托专业救援

队伍加强应急救援装备储备。（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

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1.加快提升应急物资信息化管理水平。依托市综合应急指

挥平台，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信息化管理功能，实现应急物资资源

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市应急局、市大数据中心等有关部门、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2.大力发展应急产业。坚持急用先行、优势优先发展的原

则，发挥基础较好的制造企业优势，优化应急产业布局，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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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现有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统筹推进应急产业发展。（市

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局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

（六）提高应急医疗卫生保障能力。

23.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实施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工程，

2022年底前各区市疾控中心全部建成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突

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创新防治策略，精准实施防

控工程，遏制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播流行，将疫情持续控制在低

流行水平。完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发热门

诊标准化设置，实现对感染者或疑似者的有效防控。加强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创新和监管服务能力建设，提升药物医疗器械检验和

评价水平。（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负责）

24.提升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依托现有资源设立 1所达

到三级标准的市级传染病医院。力争 2022年底前，全市传染病

临床诊疗规模达到 500 张床位以上。合理规划布局集中隔离场

所，严格落实设置标准，每个区市设置 1处以上符合标准的集中

隔离备用场所，储备房间不少于 400个。加强体育馆、展览馆等

封闭式大空间建筑资源调查，在突发重大疫情时，迅速搭建大规

模集中收治患者的临时应急医疗救治场所。（市卫生健康委牵头，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5.加快紧急医学处置能力建设。优化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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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医学救援布局，形成市与区市分级分类、综合与专科兼顾的

紧急医学救援网络，提高综合类、烧伤类、中毒类、核辐射类、

骨科类等伤病救治能力，全面提升市县两级医疗机构应急服务能

力。依托医疗机构建设核辐射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提升核辐

射救治能力。制定应对典型突发事件的医务人员、急救设备、检

验检测设备、医疗器械、药品试剂等资源配置方案，逐步实现功

能模块化、单元化。（市卫生健康委负责）

26.提高灾后疫情研判和风险防控能力。科学制定公共卫生

策略，健全灾后疫情分析研判和风险评估机制，提升灾后卫生防

疫工作水平，加强心理支持和精神卫生干预，确保重大灾难后不

发生重大疫情、有需求的受灾人群及时获得心理救助服务。加强

医学康复、社会康复和家庭康复相结合的综合康复体系建设。（市

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七）提高应急运输保障能力。

27.加快立体化应急运输网络建设。大力推进公路、铁路、

航空、水路和管道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综合交通保障

和支撑能力。提升重要节点城市资源配置水平，扩大交通多样化

有效供给，打通交通服务“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市交通运输局

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发展中心、威海桃威铁路公司等有

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8.加强应急运输协调调度。整合公路、道路运输、港航、

城市客运、铁路、民航等部门交通信息资源，加强应急运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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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管理，提升综合运行监测、协调联动和应急指挥、辅助决策

分析、应急信息服务等能力，实现与综合应急指挥平台的协调联

动、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应急交通指挥调度水平。（市交通运输

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大数据中心、威海桃威铁路公

司等有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29.加强应急交通救援和应急运输队伍建设。组建市级公路

工程抢险救援队伍，提升公路工程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依托骨

干道路运输企业，明确人员和装备、物资等要素配置标准，2022

年底前组建 1—2支综合性应急保障车队。（市交通运输局、市公

路发展中心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0.提升应急交通保障韧性。积极推进铁路、公路、机场、

管道、长大桥隧、大型互通立交、城市出入口等重要节点监控设

施建设，提高信息采集能力，推进高速公路视频云联网智慧监测

与管控体系建设。加强综合交通应急物资储备，强化交通运行状

态监测能力建设，科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降低“二次事故”风

险。（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能

源发展中心、威海桃威铁路公司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1.畅通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完善应急运输“绿色通道”

政策，实现各类应急装备、生活物资、重点生产物资、医护及救

援人员运输转运免费通行、优先通行。加强交通战备应急投送能

力和运输保障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第一时间应急运输保

障能力。（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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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高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32.建立应急通信保障协作机制。建立健全应急资源共享清

单、交换渠道、评价机制，实现应急管理部门、有关参与应急处

置的部门、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平时和战时应急信

息共享。提高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灾害事故现场通信保障能力。（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3.加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多路由、多节点

和关键基础设施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在灾害多发、重要区域建设

抗灾超级基站、基础设施及相关防护设备，提升公众通信网抗毁

能力和应急服务水平。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

络安全应急管理水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威海联通公司、威

海移动公司、威海电信公司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4.加强应急通信装备配备。加强新技术、新业务、新装备

在应急通信中的应用，保证在城市高层、地下、大跨度大空间建

筑和石油化工火灾事故、隧道及地质灾害等信号屏蔽严重情况

下，快速建立前方通信平台，满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处置通信保

障要求。逐步加强设备配备、维护和更新，统筹推进 370M无线

应急专网系统建设，推动无线通信终端装备和卫星电话、宽带卫

星等小型、便携应急通信装备配置，增强各通信终端信息互通能

力，确保复杂条件下灾害现场信息与指挥中心互通顺达。（市应

急局牵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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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强通信保障队伍建设。加快市级应急通信基地建设，

配备必要的场地、车辆、装备、专业人员，加大应急通信保障培

训演练力度，提升监测预警、预防防护、应急处置、技术支援等

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应急局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

（九）提高应急科技装备能力。

36.加大应急技术研究应用力度。推动高等院校在应急管理、

安全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建设一批高水平学科专业。支持职业

院校和企业实训基地实施“订单式”培养政策，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能人才。实施高危行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计划，加

强冲击地压非煤矿山采掘工程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应急局、

市能源发展中心、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7.提升应急装备保障能力。聚焦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处置

需求，推动非煤矿山救援、地震救援、火灾处置、防洪防涝、减

灾救灾、海上搜救、污染清理、环境监测、医疗救护、防护用品

等领域应急装备研发生产。加大先进适用应急装备配备力度，逐

步提升应急、地震、消防、公安、动物疫情、防汛抗旱、生态环

境监测等行业领域装备水平。（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应急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38.拓展社会化服务领域。重点发展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

产、消防、生命线工程等行业领域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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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应急技术服务，加强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安全生产等应急

救援社会化服务。改革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体系，建立

医保基金应急预付制度。积极做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和灾害民生

综合保险工作。2022 年底前，在高危行业领域和危险性较大的

粉尘防爆、涉氨制冷行业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全面推行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市应急局牵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有

关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十）提高基层基础应急保障能力。

39.加强应急管理法治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山东省安全生

产行政责任制规定》《山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办法》《山东省实施消

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等规章，严格执行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等地

方标准，加快制定、修订我市配套文件。开展全市执法标准化创

建工作，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市

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40.加强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安

全和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的宣传贯彻。完善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新

闻发布和舆情应对工作机制，加强宣传阵地建设，着力打造具有

应急管理特色的政务新媒体品牌。扎实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

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

推动建设面向公众的应急科普和安全体验场馆。（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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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市应急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41.加强基层应急管理标准化建设。有序推进安全发展城市

建设工作，深化镇（街道）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和村（社

区）应急服务站（点）建设。（市应急局负责）

42.加强应急信息化建设。按照全省统一的应急管理数据和

业务标准，统筹推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机构应急信息化建设，加

快新技术更新换代，集聚应用各类应急管理信息资源，逐步共享

至市城市运行指挥平台。（市应急局、市大数据中心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协调推进机制，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措施，落

实责任分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和调度督导检查，

加快规划实施进度，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

附件：威海市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重大项目

http://www.shandong.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0f39a0d4162247e8a814db994081de76.pdf


附件

威海市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重大项目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时间
期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项目单位 报送单位

1 工程

治理

环翠区古

陌地质灾

害隐患点

治理

清除危石，主动防护 2021年底 500 鲸园街道

办事处

环翠区应

急管理局

2

自然灾

害综合

风险

普查

荣成市自

然灾害综

合风险

普查

1.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2.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

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3.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4.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

5.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6.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

划

2022年底 1300 荣成市应

急管理局

荣成市应

急管理局

3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乳山市人

民医院新

院区传染

科楼建设

项目

主要进行主体工程建设、辅助工程改造、室内装修和设备

购置安装
2021年底 7743 乳山市卫

生健康局

乳山市应

急管理局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时间
期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项目单位 报送单位

4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乳山市疾

控中心能

力提升建

设项目

1.办公楼五楼实验室土建工程约为 1260平方米，预算 819
万元；

2.实验室购置仪器设备，实验室信息系统智能化建设及环

保配套设施，购置污物运送电梯，预算 656万元；

3.疫情指挥中心、疫苗临床试验基地、健康促进科普基地、

教学试验基地建设，预算 460万元。

年度投资计划：

2021年投资 1475万元，用于实验室建设和设备购置。

2022年—2024年投资 460万元，用于建设疫情指挥中心、

疫苗临床试验基地、健康促进科普基地、教学试验基地

2024年底 1935 乳山市卫

生健康局

乳山市应

急管理局

5
应急力

量保障

体系

人工影响

天气能力

提升建设

项目

1.推进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和弹药库房升级改造；

2.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队伍建设和保障
2021年底 70 乳山市气

象局

乳山市应

急管理局

6
应急物

资保障

体系

高区应急

物资储备

项目

建设高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并采购一批应急物资 2021年底 15

高区党政

办公室

（电子政

务管理中

心）

高区经发

局

7
应急物

资保障

体系

应急物资

库建设

项目

建设 1个应急物资库并采购一批应急物资 2021年底 130

南海新区

住建交通

与应急管

理局

南海新区

住建交通

与应急管

理局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时间
期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项目单位 报送单位

8

航空救

援公共

服务体

系

山东省空

港地面设

备技术创

新中心

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空港地面设备技术创新中心，开

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基础研究和智能化研究，开

放共享成为国内外技术合作交流中心，搭建空港地面设备

中试及检测试验平台，成为我国空港地面服务保障设备、

空港应急装备、空港智能化产品、智能化制造技术聚集中

心和辐射中心

2022年底 13600

威海广泰

空港设备

股份有限

公司

市科技局

9
风险监

测预警

体系

超低损耗

光纤制备

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

用示范

项目

整合长和光导、一诺仪器、北洋集团在光纤研究与应用领

域的创新资源，构建超低损耗光纤研发及应用示范链条，

实现超低损耗光纤及光纤传感系统的研制及应用示范。通

过项目实施，在石油石化入侵监测等领域进行示范应用，

满足高标准入侵防护需求，全面提升我省、我国超低损耗

光纤制备与应用、精密光学设备、光纤传感装备及应用的

技术水平。项目目前已完成光纤预制棒芯棒沉积设备和烧

结设备制造工作

2022年
2月 7000

威海长和

光导科技

有限公司

市科技局

10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重复性使

用医用防

护服制备

关键技术

研究及

应用项目

主要从主体材料选择、复合工艺优化、服装成型工艺优化、

实用性设计几方面展开研究。开展防水透湿、高阻隔、高

强于一体的重复用防护材料研制；开展工艺研究，解决防

水性和透湿性兼容问题，采用人体舒适评价技术，基于人

体工学结构设计对服装进行创新性设计，实现有效保护和

舒适美观结合。目前该项目处于产品测试阶段

2022年
6月 500

威海云龙

复合纺织

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市科技局

11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防护服应

急保障基

地建设

项目

新建科研楼及生产厂房 26000平方米，购置生产科研设备

150台（套）
2021年底 10000

威海云龙

复合纺织

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序号
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
时间
期限

计划总投资
（万元）

项目单位 报送单位

12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医用防护

服应急保

障基地技

术改造

项目

拟购置电脑平缝机、压胶机等设备 200余台 2023年底 10000
威海迪尚

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13

应急医

疗卫生

保障体

系

医用口罩

及相关原

材料生产

线技术改

造项目

建设厂房面积共计 38000平方米的 10万级净化车间，建

设 40条医用口罩生产线、1条 SMS无纺布生产线、1条
熔喷布生产线

2021年底 6000

威海鸿宇

无纺布制

品有限

公司

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14
应急物

资保障

体系

威海市公

安装备应

急物资储

备中心

对原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改建，建设全市公安装备应急物

资储备中心

2022年
6月 260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