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地漬穴害庄急指拝部亦公室

川地実指亦 〔2018〕 6号

四川省地皮穴害庄急指揮部亦公室

美子印友 《四川省 2018年度地皮穴害防治

方案》的通知

各市 (州 )人 民政府,各省象相美部11:

力切実倣好 2018年漁期地反失害防治工作,ス真落実地反

文字防治責任和措施,4省政府同意,班格 《四川省 2018年度

地廣文字防治方条》印友休佃,清汰真貫御仇行。

四川省



四川省 2018年度地庚穴害防治方案

力切実微好 2018年地反文字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人生命

わ財声安全,促逃我省生恣文明建浚。根据《地反文書防治条例》、

《四川省人民政府美子カロ張地反え害防治工作的実施意見》(ノ‖

府友 〔2011〕 43号 )和 《自然資源部亦公斤美子微好 2018年地

庚文書防治工作的通III》 (自 然姿亦友 〔2018〕 2号 )等規定 ,

劣合四川実昧,制資本方案。

一、2017年地康夫害基本情況

2017年仝省共友生地反文字史隆情 5397炎 ,其 中滑坂 3130

丈,崩 堀 1507炎 ,泥石流 699丈 ,其他 61炎 ,因実造成 89人

死亡失踪,12人受傷。地反文書友生数量足 “5.12"震后多年平

均値的 2.3倍 ,因 文死七人数均同期多年平均水平相当。仝省紫

移疏散受地庚失害威跡群炎 8.4万余人次,実現成功逹隆 56起 ,

邁免人員傷七 1869人。

2017年地反史害主要特点:一是在仝省 21企市 (州 )均有

分布,其中尤11山 区、川西高原、攀西地区及盆周山区地反文字

友生最多,受局地張降雨及地震影噛,阿双州、涼山州受文最カ

芦重。二足滑坂、崩堀、泥石流力主要致文紳炎。仝年滑坂、崩

場、泥石流数量分男1占 恙数的 58.0%、 28.0%、 13.0%,文書規模

以中小型力主,造成人員死亡的文書点3丈 ,其 中滑波 2丈 ,崩

場 1炎。三足主要秀友因素足降雨,全年由降雨31友 的地皮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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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6炎 ,其中汎期(5～ 9月 )張 降雨天気ミ程引友地庚文字 5279

炎,占年度恙数的 97.8%。

二、2018年地盾穴害迫勢預測

(一 )致史因素分析

1.地漬不境条件脆弱。四川地跨我国一、二象地貌台除,

西部力青蔵高原え末南迪象,末部力四川盆地,地形高低恐殊,

地晨岩性隻染,断裂杓造友育,河流切tll張 烈,山丘片布,平原

狭小,仝省 91.8%的 国土面釈属地反文書易友区。裁止 2018年 4

月 8日 ,仝省登泥在Ill的地反実害聰恙点40016炎 ,不 日程度威

肪 159.5万余人生命財声安全。

2.地震的長期影噛。自2008年決川特大地震以来,我省又

先后盗灰多次地震文字,其中 “4.20"声 山地震、“8.8"九果洵

地震震象最高,対次生地反文書的影哺半径最大。据国内外地震

典型事例表明,張震対斜坂聰定性影噛K近 ,震后崩場滑坂等地

反文字カロ層1足普追現象,共辻程少ス1+余年,多ス1数十年,え后

地反不境オ走千聰定井悛隻至1震 前水平。

3.板端気候常恣化。随着仝球気候変化,四川省板端気候

声生的叛率丘著変更,部分地区板端降水呈著増多,一些地区ス1

逹数多年K叶同千早。八近几年来看,仝省降雨均常年相叱基本

持平或略偏少,但局地張降雨増多現象呈常恣化。2018年入暮

以来盆地中部、南部及攀西地区等地春旱持須叶同K,持須千早

易造成岩主体松散升裂,山体緊口性友生交化,一ユ遭ill張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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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生崩場、滑坂等地反夫害的凩隆格会明呈増カロ。

4。 人美工程活動対地演不境的枕功加刷。随着四川盗済建

没活功持紋深入推逃,公路、鉄路、水オ1水 屯工程建没,ゲ声姿

源升友,工 民建和城市建没等工程活功疱回、深度及片度逐歩カロ

大,特男1足盆周山地、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等地反実害高易友

区水利水屯、鉄路、公路及新村建没等工程建没活功逐歩増多,

削坂、爆破、カロ載等活動対地庚不境的枕功カロ別,工程建浚本身

引友和III受地反文書的八隆較高。

(二 )降雨走勢珈 1

据四川省気象局預淑|:2018年仝省大部地区降水量較常年

偏少。夏季(6月 ～8月 )盆地西北部降水量較常年偏多 1～ 2成 ,

省内其余地区降水量較常年偏少 1～ 2成 ;秋季 (9月 ～H月 )

川西高原南部,盆地末北部、中部較常年偏多 1～ 2成 ,省 内其

余地区較常年偏少 1～ 2成。準西秋雨張度接近常年略偏張。

(二 )地演史害走勢卿 1

根据四川地皮不境特点、地皮文書友育分布規律及人美工程

活功状況,結合 2018年降雨走勢預双1,宗合分析汰力:2018年汎

期四川崩堀、滑坂、泥石流等地皮文書併格呈叛友、多友、高友

恣勢,地反文書友生数量略高予 “5.12"地震后的平均水平。九

恭洵、声山、決川地震文区,雅砦江中上落河谷区,大渡河丹巴

至が定段地庚史害友生数量較常年偏多的可能性較大。同時,受

秋汎影哨,川末北的巴中、迷州、声安等部分地区地皮文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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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常年同期偏多,其余地区地反失害友生数量較常年持平或略偏

少。

三、地康穴害防治重点

(一 )重点防疱期

我省地反文書防疱期力仝年,地反史害友生受降雨影噛明

呈,汎期是全省地庚文書的重点防疱期,共中主汎期 (6月 ～8

月 )力 防苑地反文書的重中え重。日降雨量 50mm以 上、辻程降

雨量 100mm以上的叶段或地区,滑坂、崩堀和泥石流等文書格

随雨量増大而呈著増カロ,上述吋段或地区更需予以高度美注。エ

程建没活功所秀友的地皮文書泣以整企工程建没期力重点防苑

期。

(二 )重点防疱区戌

包括全省 176企地反文字易友去 (市、区 )。 其中重点防疱

区域包括 :

1.九寒洵地震重史区。包括阿奴州九果洵、松沿、笙原、

若外蓋等芸。区内岩体身杓受地震影噛扱大,声生了大量崩堀滑

坂体,新増了大量松散団体物源,促 i4_了 区内泥石流、滑坂え害

的友育。震后 2～ 5年属地反文字友生的高峰期,滑坂泥石流席

功的1臨 界降雨条件ユ著降低,張降雨板易引友大型泥石流和高位

近程崩滑史害。区内九果洵景区、人口楽居区、安畳点、公路及

河谷沿銭属重点防疱区 (段 )。

2.川 西高山峡谷区。位子茂去～木里一銭以西的西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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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谷深,河流鉄横,活功性断裂十分友育,受其影噛,岩石破

4,谷坂漁定性板差。地反文字多沿主要河流谷坂地段呈帯状分

布,友生叛率高。区内己建和在定的交ill及水不1水 屯工程等重大

基拙浚施建浚項目A多 ,張降雨及人美工程活動引友地反文字的

可能性増大,工程建浚遭受地反史害的ヌ隆高。区内雅砦江、大

渡河及各支流滑銭的掌山拿崖隼洵集中居住区、景区、水不1水 屯

工程、エゲ企止的施工区和工棚、公路交通滑銭等属重点防疱区

(段 )。

3.尤 11山地震重文区。核区房来力我省地反文字防史城文

工作的重点え一,受決川地震和芦山地震畳カロ影噛,区 内岩体結

杓受到板大破不,引友大量崩場、滑坂体,同 時変早致大量的山

体被震裂、松功,形成大量隠蔽 “震裂山体",速些山体松両未

滑、意而未悼,当 交形累釈到一定程度吋在重力作用或降雨秀友

下易友生高位滑波。近年来区内地皮文字相対 2009年 ～2013年

第一仝高友期有減少述象,地反不境条件逐歩悛隻,但核区初炎

子地庚文字活氏期,且萩淑12018年 区内14・ 雨偏多 1～ 2成 ,局地

彊降雨或区域性暴雨期同地反文字併会大量友生。成都、徳 rll、

綿「日、声元、阿双等市 (州 )尤 11山 一帯及声山地震史区的宝共、

天仝、声山等去需重点防疱。

4.川 西南山地区。包括凍山州和攀枝花市,咳 区力中高山

峡谷区和完谷盆地中山区,断裂友育,摺岐張烈,局地張降雨多。

泥石流、滑装、崩場規模以中、大型力主,在安宇河断裂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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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雅砦江河谷段,鉄路、公路交週千銭上張烈友育。区内水

不1水 屯、ゲ声資源升友強度大,ゲ 山、交追及水禾1水 屯工程建没

項目A多 。金沙江、大渡河、雅砦江、安守河等河谷区、雅攀高

速わ成昆鉄路滑銭足泥石流、崩堀、滑坂的易友地段及重点防苑

地段。要高度美注ゲ山、工棚菅区、村慎及交ill滑 銭地文防治エ

作。

5。 秦巳山区.核区位子秦蛉、大巳山及其砒OF地 区,包括

巳中市、迷州市、片元市、南充市等 4市。区内山地丘陵片布 ,

人口密度大,気候潮湿,雨量充汁,降雨張度大,特大暴雨頻度

高,交 ill、 城建工程建没活功頻繁。崩場滑坂等地庚文字叛友 ,

要高度美注皐山、掌崖、拿洵村慎居民衆集区、交ill、 景区沿銭

地史防治工作。

6。 島蒙山区.区 内人口密度較高,山 高谷深,地勢睫峻,

降水吋杢分布不均,喀斯特地貌友育,石漠化芦重,多分布煤系

軟弱易滑地晨,崩 場、滑坂等地反文書友育。区内水屯升友、道

路建没、ゲ声升友、山区城慎建没等人美工程活動集中区地反文

書多友,上述区段需重点防疱。

(二 )重点防疱聰恙点

裁止 2018年 4月 8日 ,全省己査明的崩場、滑波、泥石流

等各美地庚文書聰患迷 40016丈 ,要逐一落実措施カロ張防疱,対

納入省坂財政寺項姪費ネト助的群双1群防寺駅監淑1点 ,須予以重点

防疱。堅持功恣防文理念,対新増聰患点及吋幼入群淑1群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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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実措施和責任単位及責任人。

(四 )菫′ミ防疱対象

受地反文書威跡的城慎、学校、医院、集市、景区和安畳点、

工棚等人口果集区,鉄路、公路等交壇千銭沿銭及在建公路、鉄

路、水オ1、 大型深基坑等重要工程建浚活功区以及重要基拙浚施

周地区域需重点防苑。

四、地康夫害防治措施

(― )か張姐鉄頷♀,全面落共防史咸史責任

面対我省脆弱的地反不境和頻友多友的地反文書形勢,須高

度重視地廣文字防治工作,具各地庚文字八隆意沢和悦患意沢,

牢固村立 “防苑姓子救史"的理念,逃一歩明碗各象政府地文防

治的主体責任,完善以主要久責人負恙責的地反実害防治責任体

系,把地反史害防治工作納入墳残考核、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

碗保地反実害防治責任晨晨落到美炎。要接照《四川省カロ張地反

文書防治重点工作分工方条》(り 11府 亦函 〔2012〕 121号 )規定

和要求,落実相美部11和工程建没単位工作取責和任券,強化部

11咲功机制,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防史合力。要格国券院

及部省美子地反文字防治工作的決策部署和要求逐須落rll基晨

一銭,把防文責任和監淑1責任逐一落実至1点至1人。

(二 )カロ張部 |]体作,名キ1年度防治方乗

各地国土資源主管部 |コ 要会同城多規支1、 住建、水不1、 交ill

和水止等有美部11,劣合本行政区地反文書防治工作具体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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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叶出台 2018年度地反文字防治方案。提出本地区年度地反文

字防治重点地区和具体防実措施,明碗工作曰林及取責分工,完

善工作制度,如化工作流程。落実地反文字聰患点及易友区(段 )

防文責任単位、監測預警単位和相美責任人,lll助 有美部11和単

位碗定避文方案和緊急疏散路銭。各市 (州 )、 去 (市、区)年

度地反文書防治方条泣及叶扱姪同象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井技

上一致国土資源行政主管部11各案。年度地反文字防治方条泣作

力当地政府姐鉄升晨当年本行政区地反史害防文城文工作的決

策依据。

(二 )か張巡査排査,落共各項防疱岩施

接照 “友現オ能有残預防"的理念,札実孤好地廣文書聰患

巡査羽}査工作,実現聰患羽}査全覆蓋。カロ張人員密集場所、集中

安畳区、工程新升格迪坂、重要基拙没施周迪、旅洋景区等重点

区域、重点地段的地反文書巡査羽}査。近用新技末、新方法精准

友班高位、高度聰蔽性不境下的地反史害聰患。対劇卜査出来的地

反文書聰患,要逐一落実避■、除隆、監淑1等措施。堅持聰患功

恣巡査机制,及叶友現隆情,掌握隠患点的交化情九,依据監双|

数据分析交形走勢井調整泣急預案。2018年仝省格在己完成的

地廣文書洋如調査基拙上,深入推逃重点地区地反文書精如化凋

査示疱工作。

(四 )カロ張培〕1演鰊,提升防史意惧
～

防史水千

各地要継象深入升晨形式多祥、内容キ富的地反文字沢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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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史、i4_隆 自救等カメ的宣沸培ツ|,実現地反夫害易友区宣排培

ツ1逐村逐点全覆蓋,全面提高基晨地反文字防文意沢和防実水

平。要逐点俎鉄地史聰患周迪普通群A、 工程施工人員的泣急避

隆演妹,着重突出主功預防邊■、皓文邁■的実哉演コ,使片大

群余ミ辻未身参均邊隆疏散、自救互救,大幅度増張防文意メ和

泣交求生逃生能力,提高有美各方lll凋咲功和泣急交畳水平。

(工 )か張寺黙上双1,準辻群汲1群防体系机疱化管理

墾紋接照国上資源部地反史害防治高林准 “十有去"建没林

准,深入推逃以芸 (市 、区)力 単元的地反文書防治工作規苑化、

制度化。要千方百十等措資金,オし実推逃地反文字群淑1群防寺取

盟双1工作,碗保毎企聰患点至少有 1名 寺駅監双1人員,寺取監双|

経費ネト助要足板友放Fll位 。及叶向社会公布格区内地反文書聰息

点的防文責任人和監淑1貝 信息,切実カロ張監測人員管理和督早栓

査,晩保人員履取至1位。

(夫 )か張上双1預普,4fi辻 白劫化実叶上双1体系定没

カロ張部 1l III作 ,建立覆蓋至1基晨的汎期地反文字気象預警萩

扱体系,碗保預警信息及吋高残侍逃至操作晨面;カロ快推逃地反

文書自功化実叶監淑1体系建没工作,不断提升群淑1群 防科技水

平;対特月1重大的地反実害隠息点,継紋完善地表位移、地下交

形、降雨量等多参数寺並監双1点建没,込用新技木、新方法,健

全完善地反文字寺立監淑1預警回路,カロ張監淑1数据的分析丈理均

預警,逃一歩提升寺立監淑1水平;芦格仇行 “主功逹■、預防撻

-10-



■、提前避il"力核′む的三逹■机tll,如 化工作lll度 ,量化萩警

指林,強化主功逹■措施,芦格凩隆管控,努力降低因文損失。

(七 )か張泣怠管理,完善jL晨 史害泣怠体系

各地要健仝地反文字庄急机杓和泣急技木支禅仄伍,及吋修

河完善地反実害泣急萩案;要カロ彊泣急指拝平合建没,整合地反、

気象、淑1公、信息等方面的人オ、技木和装各力量,建立地反文

字泣急俎鉄体系和泣急寺家眺伍。防文力量薄弱的市 (州 )、 晏

(市 、区),要俎鉄寺立技木仄伍駐守本地升晨地反史害防治督早

及泣急拾隆工作。要声格落実飯早帯班、十人値守和汎期 24小

叶値班値守制度,芦 密美注雨情、活情、文情友晨交化走勢,有

美突友隆情、文情須接速報制度要求及叶上技。突友隆情、文情

泣接照突友地反え害庄急預条升晨泣急調査、走勢会商和‖}危除

隆,碗保科学高残炎畳。

(入 )カロ張上督管理,高歿準辻嫌合防治体系走没

各地要継紋高残推逃地反文字調査坪介、監双1預警、防治均

泣急四大体系建没工作。接照 “責枚銃一、分象久責、上下咲功"

的原只1,合理規支1本格区地庚史害防治項目任券。2018年仝省

似対 6429片 受威跡友声逃行逹隆安畳,御底避升地反文書隠患;

対陰情重、危害大、有治理条件的 Hl炎重大地反文字隠患点升

展羽卜危除隆及工程治理,御底消除隠患威跡。各地要深入貫御落

実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カロ張俎須保障,精」む渫支1格 区内搬

ilf_均 治理等民生項目的実施,仝力推逃項目実施逃度。已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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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要か張后期管理策が工作,硫保防文工程友拝K残的防文功

数。有美主管部11要カロ張地反文字防治及地反不境保ナ美項目的

監管,大真盤点栓査項目逃展情況,伐 出存在日題和薄弱不市,

机住重点准点,以点帯面仝面推功項目的実施,挽保各項恵民エ

程版オ1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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