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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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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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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工作重点及

主要应急处置程序

（一）工作重点

台风危害主要有狂风、暴雨、风暴潮、山洪地质灾害等四个

方面，如遇到狂风、暴雨、天文高潮“三碰头”的情况，防御工

作将异常艰巨。为此，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防台风工作的

各个环节，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重点

抓好四个环节。一是切实落实好“五个百分百”（出海船只百分百

回港，鱼排人员百分百上岸，回港船只百分百落实防御措施，四

个区（暴潮巨浪高危区、小流域洪水高危区、山区地质灾害高危

区、滨海旅游度假区）人员百分百转移到安全地带，危破房、低

洼地简易房、户外施工作业人员百分百转移到安全地带。），不漏

一户、不少一人。二是视情况采取停工、停课、停市等紧急措施，

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避免人员伤亡。重视建筑工地人员、外来

人员避风避险工作，做好临时建筑物、建筑设备、脚手架、广告

牌加固和园林树木防护加固。三是妥善安置转移人员。开放防风

能力强的学校、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各类公共设施作为临时安置

点，对人员临时避风安置点加强安全检查和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确保安全。四是认真抓好山塘水库及在建水利工程防风防暴雨安

全措施的落实。做好山塘水库水位的科学调度，以及临时围堰加

固排涝防涝和工地人员转移工作。

各镇区应督促各村（居）委会制订并落实防风预案和防灾减

灾避险台账，切实做到预案到村、责任到人、联系到户、不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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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不漏一人、防御信息家喻户晓。各镇区要建立完善快速反应

和沟通联系机制，确保将有关防御信息和工作部署及时传达至基

层一线，并督促各三防成员单位和村（居）委会及时响应和落实。

（二）主要应急处置程序

1.先期处置

市气象台首次发出台风预警信号或接省有关通知要求后，市

三防办通知各地各有关单位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各地各部门组织

防御台风巡查，做好防台风、暴雨准备；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台

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出海船只做好回港或就近避风准备；

注意固紧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固定景观树木和修

剪树枝，妥善安置易受台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加强对水库、堤围、

水闸等防洪水利工程的防守。

2.分级响应

1）当出现台风Ⅳ级预警（台风预警信号为蓝色），预计台风

对我市有一般影响时，由市三防办决定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2）当出现台风Ⅲ级预警（台风预警信号为黄色），预计台风

对我市有较大影响，可能出现台风灾害时，由市防指决定启动防

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3）当出现台风Ⅱ级预警（台风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计台风

对我市有重大影响，可能出现重大台风灾害时，由市防指决定启

动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

4）当出现台风Ⅰ级预警（台风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台风

对我市有特别重大影响，可能出现严重台风灾害时，经市防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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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市人民政府决定启动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发布防台风紧急

动员令，宣布进入紧急防台风、暴雨期。

3.指挥组织

防御台风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

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分级分部门负责，快速反应，依法防风防

汛。必要时，各级三防主要领导成员到本级“三防”指挥部集中

指挥和联合值守，具体协调相关应对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防避为主；立足基层，群防群治；军民结合、

专群结合、平战结合。

4.应急处置

应急响应工作内容包括信息报送与处理、指挥与调度、人员

转移与安置、抢险与救灾、安全防护与医疗救护、社会力量动员

与参与、信息发布与新闻宣传等。响应内容和工作紧急程度根据

响应级别有所不同，高级别响应行动包含低级别应急响应的所有

内容。

5.汛情报告

1）汛情、工情、险情、灾情等防汛信息实行归口处理，逐级

上报。

2）各级防汛信息的报送，应快速、准确，重要信息立即上报，

若暂时难以准确掌握详细情况的，先报告基本情况，后抓紧补报

详情。

3）市三防办将特别重大的汛情、险情、灾情，及时报告省防

总和市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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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气象局负责及时将最新的台风信息发送至有关三防成员

单位、各镇区和各相关单位。

5）市水文局负责及时将最新的重要站点水文信息、风暴潮观

测预测信息发送至各相关单位。

6.保障措施

各级三防成员单位根据工作职责，实施人员、电力、信息、

交通、治安、物资、卫生、生活、经费、宣传、医疗、资金等保

障行动。

7.信息发布

1）防台风信息发布应及时、客观、准确、全面、多渠道广覆

盖。

2）台风防灾抗灾信息由相关三防成员单位或市防指审核和发

布，相关三防成员单位防灾抗灾信息应及时报送市三防办和其他

相关部门。

3）台风引发的灾情信息由市三防办会同市民政局、市农业局

等相关部门审核和发布，各镇区负责及时报送辖区受灾情况。

4）信息发布形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发新闻通稿、组

织媒体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官方微博微信、

电子显示屏等。

5）对有重大影响的台风灾害发展趋势、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等信息，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协调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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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应急结束

当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已经大大减小时，由启动应急响应的

机构宣布或授权市三防办宣布应急响应结束，并通过媒体向社会

发布。

9.后期处置

应急响应结束后，受台风影响区域内的三防指挥机构应组织

对预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救灾等各个台风防御工作环节进行

总结评估，总结台风特点、受灾情况、防御工作概况和经验教训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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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响应分级标准和

主要工作内容

（一）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响应分级

（二）热带气旋等级划分表

应急响应

级别

相应台风预

警信号颜色
台风预警信号标准与含义

/ 48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

防台风

Ⅳ级

应急响应

24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6级以上，或阵风

7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6-7 级，或阵风

7－8级并可能持续。

防台风

Ⅲ级

应急响应

24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8级以上，或阵风

9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8-9 级，或阵风

9－10级并可能持续。

防台风

Ⅱ级

应急响应

12小时内可能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0 级以上，或阵

风 11级以上；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为 10-11级，

或阵风 11－12级并可能持续。

防台风

Ⅰ级

应急响应

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 12 级以上，

或者已达 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热带气旋等级
底层中心附近

最大平均风速（m/s）
底层中心附近

最大风力（级）

热带低压（TD） 10.8-17.1（约 39～61 km/h） 6-7

热带风暴（TS） 17.2-24.4（约 62～87 km/h） 8-9

强热带风暴（STS） 24.5-32.6（约 88～117km/h） 10-11

台风（TY） 32.7-41.4（约 118～149 km/h） 12-13

强台风（STY） 41.5-50.9（约 150～183 km/h） 14-15

超强台风（SuperTY） ≥51.0（约≥184 km/h） 16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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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响应主要工作内容

1. 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工作内容（对应台风预警信号为蓝色）

各地各部门组织防御台风巡查，做好防台风、暴雨准备；注

意有关媒体报道的台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出海船只做好

回港或就近避风准备；注意固紧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

等，固定景观树木和修剪树枝，妥善安置易受台风影响的室外物

品；加强对水库、堤围、水闸等防洪水利工程的防守。

2. 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工作内容（对应台风预警信号为黄色）

进入防台风、防暴雨状态，各有关单位值班人员到岗位准备

应急措施；对出海航行船舶和航行港澳线船舶实施限时航行等管

制措施，督促高速客船公司落实安全管理体系有关防台风措施和

要求，及时采取相应管制措施；停止渡船航行，停止水上、水下

施工作业并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落实出海船只回港避风工作；关

紧门窗，做好危房、建筑、棚架、招牌、广告、霓虹灯、户外天

线等高空设施的加固和处于危险地带或危房居民的转移；中等职

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停课；低洼地区做好排渍；

及时关闭沿江窦闸；蓄水工程要严格控制在汛限水位下运行；高

杆作物和树木要培土和支撑；公布临时避险场所及撤退线路。

家长、学生、学校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采取防御措施；收

盖露天晾晒物品，相关单位做好低洼、易受淹地区的排水防涝工

作；驾驶人员应注意回避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路段；地下车库和

地下通道的管理单位和人员要采取适当措施及时排水防涝；检查

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降低易淹鱼塘水位。

其他按Ⅳ级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台风、暴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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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工作内容（对应台风预警信号为橙色）

进入紧急防风防暴雨状态，各级三防主要领导成员到本级“三

防”指挥部集中指挥；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单位加强值班，

抢险队伍就位，密切监视灾情，按防风“五个百分百”落实应对

措施。切断霓虹灯招牌及低洼地带危险的室外电源；交通管理部

门应对积水地区实行交通疏导或管制；船舶停航、停止装卸作业；

通知高空、水上水下等户外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停止室外大型集

会，立即疏散人员；开放临时庇护设施，转移危险地带及危房居

民到安全场所避风避雨；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尽可能停

留在室内或者安全场所避雨。

其他按Ⅲ级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风、防暴雨工作。

4. 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工作内容（对应台风预警信号为红色）

进入特别紧急防台风、暴雨状态；相关应急处置部门和抢险

单位随时准备启动抢险应急方案，对照防风“五个百分百”要求，

进一步查漏补缺。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只走锚、搁浅和碰撞；

全市除医院、供电、供水、供气、电信等特殊行业，其余一律停

工（业）、停产、停课；居民切勿随意外出，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

中最安全的地方；锁紧屋内的门窗，远离挡风门窗，切勿触摸吹

松了的电缆；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切

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人员应留在安全

处所，户外人员、处于危险地带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暂

避；注意防范地下车库及地下通道的渍涝。

其他按Ⅱ级应急响应做好各项防台风、暴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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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指挥部组织机构及成员职责

单 位 负责人成员 职 责

市三防指挥部/
市三防办

总指挥：焦兰生（市长）

常务副总指挥：

袁永康（副市长）

副总指挥：

李 俊（市政府秘书长）

13702368688
谢军杰（市府办副主任）

13925323283
周小化（军分区参谋长）

13902235576
郭建宏（水务局局长）

13702516338
李小建（农业局局长）

13823965033
徐宁军（气象局局长）

13925361121
吴伟强（国土局局长）

18022090222
陈俊源（住建局局长）

13822771456
林良旭（武警支队支队长）

13923358991
李君（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13902829063
吴钧海（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18676261833

市防指负责领导、组织全市的防汛防旱防风工

作，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的方

针、政策、法规和法令；制订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

急预案，并监督实施；指导、督促各镇区制定和实施

防御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督促指导有关防汛机构依法

清除堤防及河道（河涌）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负责

特大防汛防风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经费的预算、审核、

使用以及物资的调配；组织、指导防汛机动抢险队伍

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全市三防指挥调度系统的建设与

管理等。

市三防办承办市防指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全

市的防汛防旱防风工作；组织贯彻实施国家、省、市

有关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组织

制订全市防御热带气旋预案，并监督实施；指导、推

动、督促各镇（区）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制订防御

热带气旋预案并组织实施；督促指导有关镇区三防指

挥机构清除河道、河涌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协

助特大防汛防风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经费的预算、审核

与使用管理以及物资的储备、调配和管理；督促重点

水利工程设施运行调度的落实；组织、指导防汛机动

抢险队的建设和管理；负责市三防水文遥测系统软硬

件的建设、维护与管理，统筹全市水文遥测站的建设

和维护；协助全市三防指挥系统的建设与管理。
彭上战（市三防办主任）

13380883133
蔡健清（市三防办副主任）

13702529851
88877663（值班）

88822746（传真）

中山军分区

周小化（参谋长）

13902235576
88316728（值班）

88308875（传真）

负责组织协调驻军部队、武警和民兵预备役的抢

险救灾工作，根据市防指的要求、命令和指示，组织

军队、武警、民兵预备役部队参加重大抢险救灾行动，

协助各地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抢险救灾、维护灾区社会

治安秩序等工作，协助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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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办公室

谢军杰（市府办副主任）

13925323283
88306343（值班）

88318909（传真）

负责全市防御台风及其次生灾害抢险救灾期间

重大事项的组织协调工作。

市委宣传部

徐 剑（副部长）

13923336889
88312727（值班）

88318191（传真）

负责督促电台、电视台、报社和政府门户网站及

其他网络媒介及时报道台风信息、政府防风工作部署

和灾情信息，把握全市防台风、防暴雨防洪涝抢险救

灾宣传工作导向，及时协调、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做好

防风抢险救灾新闻宣传报道工作，负责涉外信息发

布、涉外新闻采访等相关协调工作。

市发展改革局

严锦洪（副调研员）

13600333666
88328407（值班）

88317131（传真）

负责指导水利工程防灾减灾建设的规划和建设

工作。负责防汛设施、重点工程除险加固计划和建设

的协调安排。做好救灾粮食和有关商品储备、调拨和

供应的组织、协调。

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钟庆延（机关党委书记）

13005511377
88315312（值班）

88328256（传真）

负责协调电信、电力、商业、物资、厂企等部门

的防风抢险救灾工作，保障重要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

给。

市教育和体育

局

汤如烈（副局长）

13702360705
88311749（值班）

88882766（传真）

负责组织统筹全市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托儿所

等）的防风减灾工作，负责对学生进行防台风、防暴

雨等防灾减灾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组织指导全市校

舍安全检查及灾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组织落实学

校的停复课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灾后校舍重建。

市公安局、

市公安边防支队、

市公安交警支队、

市公安消防支队

李君（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13902829063
黄锐平（公安局副局长）

13902597711
23188830（值班）

87161235（传真）

王建新（公安边防支队长）

15800155555
23188971（值班）

23188971（传真）

王 勇（公安交警支队长）

18825016655
23188303（值班）

23188444（传真）

卢学任（公安消防支队长）

13924922020（办公）

13590022020（办公）

88821316（传真）

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指挥协调交通秩序，保障运

输抢险队伍、物资车辆通行，协助组织危险地区群众

安全撤离或强制转移，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

抢防汛物资以及破坏防台风、排涝设施的违法犯罪活

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因防台风暴雨抢险引发的

群体性治安事件。按市防指的指令，实行大堤交通管

制，组织交警等人员在相关堤段的路口设岗，严禁非

防汛抢险车辆进入大堤行驶。在电子诱导屏上插播台

风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信息。



- 13 -

市民政局

刘少卿（副局长）

13802697182
88300188（值班）

88300973（传真）

协助有关部门对全市洪涝、台风暴雨及风暴潮灾

害的救灾工作。协助核查灾情，协助发布灾情及救灾

工作情况，及时向市防指提供灾情信息；负责组织、

协调灾区救灾及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管理、分配救

灾款物，并监督检查使用情况；统筹组织开展救灾捐

赠，负责市区室内应急避护场所的开放和管理，督促

各镇区落实各类民政对象安全转移工作；协助相关部

门储备救灾物资。

市财政局

梁志军（副局长）

13902821656
88266212（值班）

88266111（传真）

负责组织市级防汛救灾经费预算，及时下拨资金

并监督使用。当发生重特大灾情后，积极协助业务主

管部门向上级争取资金支持我市救灾复产。

市国土资源局

吴伟强（局长）

18022090222
冯锦标（副局长）

13702368383
88332110（值班）

88360155（传真）

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对山体滑坡、崩

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勘察、监测、防治等工作。

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建立群测群防的监测体

系。协调当地政府对危险区域人员的转移、安置，协

助抢险救灾等工作。

市环境保护局

冯广德（副局长）

13822701233
88329817（值班）

88303143（传真）

负责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会同水务部门做好

水源保护工作。负责饮用水源水质监测，随时掌握水

质变化情况；负责灾后水源污染情况调查，做好有毒、

有害危险废物及水污染源的管理与控制工作。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陈俊源（局长）

13822771456
黄民强（机关党委书记）

13702398698
88337821、88819857（值班）

88337573（传真）

负责中心城区防风和排涝减灾工程的建设与管

理，督促在建工程做好防风工作，特别是做好建设工

地人员转移工作和手脚架等建筑设备设施的安全处

置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做好园林树木的防护加固，在

城区范围内所管辖的挡土墙等易倒塌可能造成危险

地带布置隔离标志，及时清理辖管范围内倒伏的树

木。配合有关部门组织、指导市政设施和民用设施的

防台风防暴雨防洪涝安全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

黄金贺（副局长）

13702789123
28192647、88860660（值班）

28192697（传真）

负责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在建工程的防汛防风

工作，在紧急情况下根据市防指的决定监督水运设施

项目业主（建设单位）强行清除碍洪设施；协调组织

相关部门做好公路、水运交通设施的防台风暴雨安

全，配合水务部门做好通航河道的堤岸保护，协助开

展水上设施及船舶险情的救助；制定、实施抢险救灾

交通保障预案，协调相关部门组织运力，做好防汛抢

险物资、人员和设备的运输；协调组织公路部门抢修

水毁的国道、省道，抢修水毁的地方公路、桥梁，全

力保障辖区内抢险救灾交通运输任务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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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务局

郭建宏（局长）

13702516338
88836273（办公）

阮复兴（副局长）

13302599298
88852227（办公）

方泽源（副局长）

13823938111
88879883（办公）

李兵（总工）

13702372040
88841787（办公）

88822746（传真）

负责组织、指导全市防风及相关排涝减灾工程的

建设与管理。对全市水利工程抢险工作提供技术指

导，统筹协调全市水利、水电、水库等设施的运行调

度。督促地方政府完成水毁水利工程的修复。负责防

洪工程安全监督管理。

市气象局

徐宁军（局长）

13925361121
88637124（值班）

88623156（传真）

负责气象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对台风暴雨等

灾害性天气形势作出及时准确的监测、分析和预测。

及时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和

预警，并向市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为

防灾抗灾救灾决策提供服务。组织对重大气象灾害的

调查、评估、鉴定。

市水文局

郭学强（主任）

13726033825
88283440（值班）

85596457（传真）

负责对莺哥咀、横门、马安、灯笼山等水文站点

水情的观测、预测和预报，根据市三防工作要求增加

其他重要站点水情的预测预报，并向市防指及有关成

员单位提供水文信息，为防灾抗灾救灾决策提供服

务。负责组织对江河洪水、风暴潮的监测、预报、预

警。

市农业局

李小建（局长）

13823965033
88221333（值班）

88221332（传真）

指导农业系统防风减灾工作和灾后复产等工作。

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业受灾信息。指导灾区调整

农业结构。提出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分配意见，参与

资金管理工作，协调农业救灾物资的储备、调剂和管

理。

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

黄桂玲（副局长）

13823933906
88313643（值班）

88326667（传真）

负责组织指导辖区内各新闻媒体开展防汛抢险

救灾的宣传工作。及时准确报道经市防指审定的汛情

灾情和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动态。确保市电视电话会议

系统的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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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计生局

欧子相（副局长）

13802661882
88360669（值班）

88360636（传真）

负责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护工作。灾害发

生后，及时向市防指提供台风暴雨、风暴潮灾区疫情

与防治信息，组织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队伍赶赴灾区

一线，开展治病防病，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传播

和蔓延。

市林业局

龚政辉（副局长）

13924972299

88221912（值班）

88385622（传真）

负责指导林业的防灾减灾和灾后生产自救。

市海洋渔业局

渔政支队

吴钧海（局长）

18676261833
梁 枫（支队长）

13925382193
88228339（值班）

88221202（传真）

负责渔业船舶和渔港水域的安全监管工作，负责

渔船险情处置救助，负责防台风期间渔船及其渔业辅

助船只回港避风的相关统计，督促沿海滩涂养殖户及

渔业作业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指导渔业的防灾减灾

和灾后生产自救工作。

市安全监管局

陈堪进（安监局执法监察支队

长） 13802694972（换人）

88363681（值班）

88391027（传真）

负责监督、指导和协调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及时

组织处置安全生产事故和组织应急救援。

市城管执法局

黄国权（副局长）

13928188822
88845416（值班）

88878299（传真）

负责督促广告牌、户外标语业主做好加固或除险

措施，配合辖区和相关单位督促和协调临街临路经营

商户、住户做好防风工作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意外

伤害发生，督促协调路面作业单位做好防风防护工

作。灾后，督促受损广告牌、户外标语业主及时做好

修复或拆除，协调相关商户、住户和路面作业单位及

时修复或撤换受损物体（如玻璃门窗、电线、围蔽等），

避免发生次生伤害。

市气象局

徐宁军（局长）

13925361121
88637124（值班）

88623156（传真）

负责气象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对台风暴雨等

灾害性天气形势作出及时准确的监测、分析和预测。

及时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和

预警，并向市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为

防灾抗灾救灾决策提供服务。组织对重大气象灾害的

调查、评估、鉴定。

市旅游局

邓淑玲（副局长）

13702532828
88811825（值班）

88860623（传真）

负责协调督促各旅行社和本地旅游景点做好防

风工作预案，协调做好受台风影响区域的游客安全工

作，督促各地组织受台风影响景点的游客转移到安全

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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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海事局

陈佳力（副局长）

13827745555

85315193（值班）

88282631（传真）

负责中山辖区内通航水域和港口的水上安全监

管及经批准从事客货运输渔船的安全监管工作。及时

有效组织力量救助船舶、浮动设施和遇险人员，避免

或减少辖区水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水上交通

秩序，必要时对水上交通实施管制，及时发出停（复）

航指令，防止船舶污染水域，组织辖区避风船舶安全

有序停泊；负责防台风期间营运商船及其他海上作业

船只回港避风的相关统计工作。

中山航道局

吴铠（副局长）

13560653828

88629933（值班）

88631268（传真）

负责对损坏的航道设施进行抢修，保障航道安全

畅通；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水上应急救助工作。

武警中山市支

队

林良旭（武警支队支队长）

13923358991
88922162（值班）

88922162（传真）

负责组织武警官兵实施防台风、防暴雨、防洪涝

抢险救灾，参加重要工程和重大险情的抢险工作。协

助各地公安部门积极开展抢险救灾、维护灾区社会秩

序等，协助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

中山供电局

齐 军（副局长）

13302591166
88813183（值班）

88398104（传真）

负责统筹全市电力调度，及时恢复被损坏电力设

施，保障防风抢险及水利设施的用电需要，保障电力

设施的防风安全和灾区电力供应。

市三大电信运

营商及铁塔公

司

张秀梅（电信副总经理）

18933338811
88866666（值班）

88866889（传真）

林淼（移动副总经理）

13823983000
23883088（值班）

88331919（传真）

葛慧明（联通副总经理）

18689390216
88583083（值班）

23666888（传真）

马玉林（铁塔公司副总经理）

18826011008
88321999（值班）

88938199（传真）

负责公共通信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做好防风期间

通信保障。根据风情汛情需要，调度应急通信设施，

确保重要区域的通信畅通。协助做好风情、汛情的手

机信息发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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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公司中山

分公司

周 雄（副总经理）

13702521938
88310193（值班）

88309182（传真）

负责灾后理赔工作，协助民政部门做好灾后生产

自救、重建家园。

市城建集团

李昶恒（党委委员）

13902821133
88228261（值班）

88827688（传真）

负责城区公房危房的抢险加固和人员避险转移。

中顺大围

工程管理处

李兵（水务局总工）

13702372040
88811150（中顺三防值班）

88808054（传真）

负责辖管堤防的安全巡查检查、水闸泵站的调

度、协调围内水闸泵站的调度，协助做好进入围内河

道避风船只的有序安全停泊。

水库水电管理

中心

罗传雄（主任）

13924941339
88312783（值班）

88335901（传真）

负责辖管水库的安全巡查检查、水库水位的科学

调度。

市电排总站

李洪镇（站长）

13902594948
89982160（值班）

86713450（传真）

负责组织和督促全市各镇区排涝泵站的安全检

查，指导各电排站的维修、保养，对机电排涝抢险及

机电设备抢修进行技术指导和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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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响应工作要求

防台风Ⅳ级响应 防台风Ⅲ级响应 防台风Ⅱ级响应 防台风Ⅰ级响应

市三防指挥部 /

市三防指挥部领导坐镇指

挥，部署防台风工作；组织市气

象局、水务局、水文局、三防办

等相关部门进行防台风紧急会

商，召开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防

台风会议；指挥部成员单位防风

负责人上岗带班；视情形需要派

出技术指导工作组到防风第一

线，检查、督促和落实各项防台

风防暴雨工作。

常务副总指挥或授权一名副总

指挥坐镇指挥，组织市气象局、

市水务局、市水文局、市三防办

等相关部门进行防风紧急会商，

召开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防台

风会议，派出技术指导工作组到

防风第一线，检查、督促和落实

各项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指挥防台风、暴雨和抢险救灾工

作；召开防御台风、暴雨紧急会

议，进行紧急动员部署；市政府

发出紧急通知，各地政府以防台

风工作为中心，原则上停开一切

非防台风工作性会议，以人为

本，全力以赴做好防风工作；派

出技术指导工作组到防风第一

线，深入检查、督促和落实各项

防台风防暴雨工作。

驻军部队、武警

和民兵预备役
/ /

根据市防指或所在地防指

安排参与防台风、暴雨抢险救灾

工作。

投入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参

与救灾人员要同时做好自身安

全的保护工作。

市三防办

加强 24 小时值班，市三防

办领导带班，全天接收卫星云图

信息，关注国内外台风预报成

果，并加强与市气象局、市水文

局的联系，密切注意台风动向、

未来降雨和天文潮情况，注意各

山塘水库和内河涌水位运行情

况，提前做好防台风、暴雨的各

种准备工作。

及时传达、贯彻、落实上级

防台风、暴雨工作的指示精神，

关注国内外台风预报最新成果，

密切注视风情、雨情、水情、潮

情，掌握水利工程、海洋渔业等

方面的防台风情况，下发市防指

的防台风、暴雨通知，检查防台

风措施落实情况。

及时传达、贯彻、落实上级

防台风、暴雨工作的指示精神，

关注国内外台风预报最新成果，

密切注视风情、雨情、水情、潮

情，掌握水利工程防台风情况，

下发市防指的防台风、暴雨通

知，加强检查各镇区各部门防台

风措施落实情况，收集整理报送

灾情情况。

（同左）

响应级别

部门

工作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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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务局

加强水利工程和在建工程

巡查，对存在隐患的水利工程加

强防守，及时落实应急措施。

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监控，适

时关闭沿江窦闸；组织力量加强

对病险堤防、水库、水（涵）闸、

在建工程巡查，根据情形采取调

节围内水位等必要紧急处置措

施，确保工程安全；对小型以上

水库的水位要控制在汛限水位

以下；督促在建水利工程要按照

安全度汛预案逐一落实措施。

严密监视水库、江海堤围等

水利工程的运行情况以及破堤

在建工程的防御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重大险情、灾情向市

防指及市政府报告。

（同左）

市农业局
视风情组织保护、抢收农作

物。

继续视风情、雨情组织保护

或抢收农作物。
（同左） （同左）

市气象局

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

移动方向、速度等台风信息和暴

雨信息及预测分析结果、意见报

告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指。

及时对台风发展趋势进行

滚动测报预报，加强暴雨天气的

监测预测，相关报告及时报送市

委、市政府、市防指和相关单位

部门。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最新

的台风趋势预报，分析台风、暴

雨对我市的影响，派出专家到市

防指会商。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最新

的台风趋势和雨情预报，通过中

山气象协管员信息员工作平台，

做好灾情信息收集工作，并收集

有关气象资料，向市防指汇报风

情雨情和收集到的灾情概况，及

时对重大气象灾害进行调查、鉴

定和评估。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组织有关单位对脚手架等

进行安全检查，组织或协调有关

单位固定景观树木和修剪树枝，

做好城市排涝准备。

通知建筑工地人员注意避

风避雨，危险地带设置隔离标

志，督促相关单位做好建筑设

备、脚手架的加固，以及园林树

木的防护加固。在城区范围内所

管辖的挡土墙等易倒塌可能造

成危险地带布置隔离标志。

通知督促、指导各地及时转

移建筑工人及低洼受浸地区居

民到安全地带，组织中心城区

15 米宽及以上市政道路的排渍

和清理道路上的倒卧树木，协调

相关单位做好中心城区 15米宽

以下道路的排渍和道路倒卧树

木清理。

组织相关单位做好中心城

区 15米宽及以上市政道路低洼

路段的排渍工作和道路上倒卧

树木的及时清理，协调相关单位

做好中心城区 15米宽以下道路

的排渍和道路倒卧树木清理；督

促、指导各建筑工地转移工人及

通知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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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所属辖区低洼受浸地区居

民转移到安全地带。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

负责协调防台风、暴雨救灾

和灾后重建物资的组织、供应，

协调电讯、电力、厂企等单位部

门的防风抢险救灾工作。

（同左） （同左）

市教育和体育局 /

通知和落实中等职业学校、

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停课，

对未上学的学生应该留在家中

或安全的地方；已到校的学生应

留在学校，加强管控、确保安全，

待天气转好或放学时段有家长

来接送时，再让学生离校；有寄

宿生的学校，应告诫学生留在室

内，禁止离开校园。加强对危险

校舍的巡查，落实相应措施，确

保师生的安全。

组织做好可能受台风或暴

雨严重影响地区的学校和在校

师生的防台风、暴雨安全工作。

通知和落实中等职业学校、中小

学、幼儿园（托儿所）停课，对

未上学的学生应该留在家中或

安全的地方；已到校的学生应留

在学校，加强管控、确保安全，

待天气转好或放学时段有家长

来接送时，再让学生离校；有寄

宿生的学校，应告诫学生留在室

内，禁止离开校园。

检查落实学校师生员工的

避风、避雨安全工作，所有学校

一律停课。

市公安局 / /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停止露

天集体活动，及时疏散人群，协

助强制撤离危险地带人员，通过

视频监控系统收集风情灾情并

将相关信息传递给有关责任部

门和市防指。

（同左）

市民政局 /
做好有关物资的准备工作；

督促各镇区落实各类民政对象

督促落实室内应急避护场

所开放，保障入住人员安全和基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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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风避雨安全工作，督促相关管

理单位做好室内应急避护场所

开放准备，保障入住人员的基本

生活需要和安全。

本生活必需，并做好核灾救灾准

备工作。

市卫生计生局 / /

负责组织救护队伍，抢救受

灾伤病员，做好灾区的卫生防疫

工作，预防和控制疫情的传播、

蔓延。

（同左）

市国土资源局
加强对易发生山体滑坡地

带的监控。

加强对易发生山体滑坡地

带的监控，及时预警，并协调做

好转移人员的准备工作。

督促有关单位做好易发生

山体滑坡地带人员转移。
（同左）

市城建集团 /
做好城区有安全隐患的公

房人员的撤离。

进一步落实城区有安全隐

患公房入住人员的撤离，并将转

移情况报市三防办。

（同左）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

督促协调新闻单位及时播

发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警报和

市委、市政府、市防指和市三防

办防风部署。

（同左） （同左）

市海洋渔业局

渔政中山支队

及时督促出港渔业船舶回

港或就近港口避风、避雨，并做

好相关回港避风情况统计和信

息报送。

立即督促出海渔业船舶回

港或就近港口避风，检查归港船

只锚固情况；督促沿海各地滩涂

或围垦养殖户做好网箱加固和

渔业作业人员安全转移准备工

作；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海上作业

平台和渔排人员上岸、横门垦区

的作业人员及时转移避风工作。

检查落实出海渔业船舶回

港或就近港口避风、归港船只锚

固情况、沿海滩涂养殖户及渔业

作业人员的安全转移工作，并报

市防指。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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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海事局

每天至少一次通过信息平

台发布热带气旋预警信息，提醒

相关船只关注热带气旋动向并

做好防风准备。

每天两次通过信息平台发

布台风预警信息；派出海巡船对

航道进行清理，指导船舶按要求

有秩序进入避风锚地、泊区，维

护船舶的航行、锚泊秩序，保障

船舶进出防台风水域的安全畅

通；通知无动力船舶、住家船人

员上岸避风；必要时采取交通管

制措施，限制船舶出海航行以及

通知渡船停渡；督促所有在港的

装载危险货物、化学品船舶、油

船及石油液化气船及时卸空所

载货物并到指定锚地避风。

每 4 小时通过信息平台发

布一次台风预警信息；对重点水

域、航道进行巡查，及时纠正违

章锚泊船只；采取交通管制措

施，要求所有船舶停航，进入防

台风锚地避风。

至少每 4 小时通过信息平

台发布一次台风预警信息；对重

点水域、航道进行巡查，及时纠

正违章锚泊船只；加强水上交通

和避风港船只的管理，做好水上

救援各项准备工作。

市城管执法局

加强巡查，督促广告牌、户

外标语业主及早做好加固或除

险措施，配合辖区和相关单位督

促和协调临街临路经营商户、住

户、路面作业单位做好防风工作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意外伤

害发生。

督促广告牌、户外标语业主

落实加固或除险措施，配合辖区

和相关单位督促和协调临街临

路经营商户、住户、路面作业单

位做好防风工作并采取必要的

措施防止意外伤害发生。

配合辖区和相关单位督促

相关商户、住户和路面作业单位

落实好防风防护工作，督促业主

对可能出险的广告牌、户外标语

等采取必要的紧急除险或警示

措施。

（同左）

中山供电局 /
保证供电畅通；负责受损的

供电设备的抢修。

部署电力系统防台风、暴雨

工作，优先保证防御台风暴雨的

抢险或排涝用电。

（同左）

市三大电信运营商

及铁塔公司
/

保证通信畅通；负责组织协

调受损的通信线路的抢修。

检查、落实通信系统防台风

暴雨工作，确保三防电话会议,
市防指电话传真等网络的畅通。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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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文局

负责对莺哥咀、横门、马安、

灯笼山等所辖管的水文站点的

水情及风暴潮的监测和预报，并

根据防内涝工作需要增加其他

重要站点水情的预测预报。

负责对莺哥咀、横门、马安、

灯笼山等所辖管的水文站点的

水情及风暴潮的监测和滚动预

报，并根据防内涝工作需要增加

其他重要站点水情的滚动预测

预报，滚动预报频次为每 8小时

一次。

每 6小时一次对莺哥咀、横门、

马安、灯笼山等所辖管的水文站

点的水情及风暴潮进行滚动预

报，并同步滚动预测预报其他重

要站点水情，若遇天文大潮或超

强台风，滚动预报频次提升至每

3小时一次。

每 3小时一次对莺哥咀、横门、

马安、灯笼山等所辖管的水文站

点的水情及风暴潮进行滚动预

报，并同步滚动预测预报其他重

要站点水情，若遇天文大潮或超

强台风，滚动预报频次提升至每

2小时一次。

镇区三防

指挥部（所）

及时将防御信息和工作部

署传达至各三防成员单位和村

（居）委会；加强 24小时值班，

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及未来降雨

情况，注意各山塘水库和内河涌

水位运行情况，注意在建工程的

防风防暴雨情况；组织防御台风

巡查，按照防御预案和避险台

账，提前做好防台风、暴雨的各

种准备工作。

落实辖区的防台风、暴雨各

项工作，按本镇区防御预案和避

险台账落实好“四个百分之百”，

充分动员村（居）委会将防御台

风的各项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

到位、不留死角。

把防台风工作作为首要任

务，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

入防台风、暴雨工作，领导赴一

线指挥，责任人到位，以人为本，

按“四个百分之百”的要求落实

各项措施，特别要做好危险地带

人员的转移工作，并将人员转移

情况报市三防办；督促开放辖区

内临时庇护场所，保障入住人员

安全和基本生活必需。

镇区主要负责人坐镇本镇

区三防指挥部指挥，并组织和动

员社会力量投入防台风、暴雨和

抢险救灾工作；以人为本进一步

落实防台风、暴雨措施，做到“四

个百分之百”；督促协调做好辖

区内临时庇护场所开放工作，保

障入住人员安全和基本生活必

需。

电视、广播、报社

等新闻部门

及时播发气象部门发布的

台风警报和市委、市政府、市防

指、市三防办的防风部署。

（同左） （同左） （同左）

其他三防成员单位

及有关部门

加强值班，按本部门预案和

职责做好防台风、暴雨安全工

作，并及时与市防指联系，服从

市防指的统一调度指挥，随时准

备执行各项防台风、暴雨任务。

加强值班，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按本部门预案做好防台

风、暴雨安全工作，并对前期开

展的工作查漏补缺。及时与市防

指联系，服从市防指的统一调度

指挥，随时准备执行各项防台

风、暴雨任务。

（同左） （同左）

备注：工作要求如与实际情况需要有冲突，请以市三防指挥部/市三防办下达的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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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工作临时工作组

组成及职责

工作小组 组成 职责

综合协调组
市府办公室（组长）

市水务局（副组长）
负责组织协调各项工作。

宣传报道组
市委宣传部（组长）

市水务局（副组长）

负责督促报道台风信息，把握救

灾宣传工作导向和涉外信息发

布。

气象水文组
市气象局（组长）

市水文局、市三防办（副组长）

负责气象、水情的监测、预报和

预警，为防灾抗灾救灾决策提供

服务。

技术指导组 市水务局（组长）
对全市水利工程抢险工作提供技

术指导。

防风调度组
市水务局（组长）

市三防办（副组长）

统筹全市水闸、水库等设施的运

行调度。

资金保障组
市财政局（组长）

市水务局（副组长）

负责组织市级防汛救灾经费预

算，及时下拨资金并监督使用。

物资保障组
市发展改革局（组长）

市三防办（副组长）

负责储备抢险救灾物资，监督物

资的调拨。

通信保障组

市经信局（组长）

市三大电信运营商、铁塔公司、

市水务局（副组长）

检查和落实通信系统，确保通信

联络等网络的畅通。

灾情保障组

市民政局（组长）

市农业局、市海洋渔业局、

市三防办、市气象局（副组长）

负责收集灾情，做好抗灾救灾减

灾的善后工作。

防风值勤组

市三防办（组长）

市水务局、市气象局、市水文局

（副组长）

加强值班，及时传达、贯彻、落

实防风指示精神。

资料综合组
市三防办（组长）

市水务局（副组长）

负责市防指防风及善后工作期间

的资料综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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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保障组 市水务局（组长）
负责市防指防风期间的后勤保障

工作。

1、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时，市防指成立：宣传报道组、气象水

文组、技术指导组和防风调度组等四个临时工作组。

2、启动Ⅱ级或Ⅰ级应急响应时，市防指成立：综合协调组、

宣传报道组、气象水文组、技术指导组、防风调度组、资金保障

组、物资保障组、通信保障组、灾情保障组、防风值勤组、资料

综合组、后勤保障组等十二个临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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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山市防御热带气旋应急处置队伍及调配程序

（一）市防指加强防洪抢险机动队及潜水队的建设，引进先

进技术和装备，确保防洪抢险需要；各级重点防洪地区要组建相

应应急抢险队伍；各类专业应急队伍是本系统归口灾种的主要应

急处置队伍，当发生归口处置的自然灾害时，应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进行相应抢险救灾工作；公安、消防、卫生、市政、电力、通

信专业抢险队伍是本地区自然灾害的基本专业抢险队伍，当出现

自然灾害时要快速赶赴灾害现场；中山军分区、武警中山支队、

公安边防部队及民兵预备役部队是抗洪抢险的重要力量，随时投

入防洪抢险。

（二）调配防洪机动抢险队伍程序：一是本级三防指挥部管

理的防洪机动抢险队，由本级三防指挥部负责调动。二是上级三

防指挥部管理的防洪机动抢险队，由本级三防指挥部向上级三防

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由上级指挥部批准。三是同级其他区域三

防指挥部管理的防洪机动抢险队，由本级三防指挥部向上级三防

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上级三防指挥部协商调动。

（三）调动部队参加抢险程序：抢险救灾需要部队参加时，

由市防指按规定向中山军分区、武警中山支队等驻军部队提出申

请，按照部队有关规定办理；各镇区需要部队参加抢险救灾时，

由各镇区三防指挥部（所）向市防指提出申请，由市防指协调解

决；紧急情况下，部队可边行动边报告，市防指应及时补办手续。

申请调动部队参加抢险救灾的文件内容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

间、受灾地域和程度，采取的救灾措施以及需要使用的兵力、装

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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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山市沿海镇区临时避难庇护所分布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紧急避难场所应急制度，以人为本，

设立紧急避难场所，妥善安置需要紧急避险群众，学校、剧院、

礼堂、会议厅等公共场所可临时作为紧急避难场所。属市级管理

的由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属镇区管理的由所属镇政府（区

办事处）及有关部门负责。

中山市沿海镇区临时避难庇护所分布表

区域 镇区 庇护所地址

沿海

镇区

火炬区

茂生老人活动中心、茂生小区办公楼、东利小区办公楼、黎村

老人活动中心、海滨社区办公楼、临海工业园马安“三个五”

厂房

民众镇

义仓村委、义仓小学、新建村委、新建小学、接源村委、接源

小学、裕安村委、裕安小学、建华管桩厂、沙仔村委、沙仔小

学、沿江村委、沿江小学

南朗镇

翠亨村委会、崖口村委会、泮沙村委会、泮沙小学、南朗村委

会、白企村委会（老人中心）、左步村委会、冲口村委会、安定

小学、榄边村委会、大车老人中心、关塘村委会、关塘小学、

濠冲村委会、华照村委会、南朗居委会、横门市场、安定小学

坦洲镇

群联村：群联小学（东、西校区）、群联幼儿园、联星小学、宝

展铝材厂、元良鞋厂、昇龙工业家具厂、群联村委

裕洲村：坦洲三中、裕洲市场 2F，裕洲幼儿园、小学 2间、厂

房 10000平方米、裕洲村委、大涌口水闸中控楼

新合村：新合小学、新合村委

神湾镇
育才学校、外沙村委会、中心小学、宥南村委会、海港村委会、

神溪村委会、竹排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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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山市船舶防台风锚地和避风港的设置

（一）船舶防台风锚地

在台风影响我市辖区期间，水上作业的各船舶，均要进入防

台风锚地避风，并加强船舶防台风工作的部署，以确保台风影响

期间能够顺利避险。中山市的防台风锚地，具体如下：

1．港珠澳大桥施工船舶专用锚地

港珠澳大桥施工船舶防台风专用锚地（该水域为港珠澳大桥

普通施工船舶防台风专用水域，防台风期间其他船舶未经海事主

管部门批准禁止进入该水域防台风）

（1）A：22°33′58″N，113°37′48″E；

B：22°33′58″N，113°37′31″E；

C：22°36′00″N，113°36′20″E；

D：22°36′00″N，113°35′48″E。

具体为 A、B两点连线与 C、D 两点连线之间的水域，且靠

近海港右侧离右侧岸边不超过 300米的水域范围。

（2）自西河水闸左右通航标对开水域上游 600m起至布洲渡

口下游 1000m止之间的左岸水域，长度大约 2km。

2．中山市引航锚地（平时作为引航锚地使用，台风来临时，

作为进入中山辖区较为大型海船的防台风锚地使用）

（1）以北纬 22°24′30″、东经 113°42′30″的座标点为圆心，4

千米为直径的圆周内水域。

（2）在横门水道，以北纬 22°34′42″、东经 113°31′40″的座标

点为圆心，400米为直径的圆周内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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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船舶防台风锚地

（1）横门水道下浪涌至小隐涌段，定为危险品船防台风锚地。

（2）中山港区广昌围段对开的水域和新胜涌至下浪涌段，定为

货船防台风锚地。

（3）鸡鸦水道和小榄水道，定为 500吨级以下船舶防台风锚地。

（4）鸡鸦水道二滘口对开水域定为快速客船防风专用锚地。

特别说明：本港横门水道基本呈东西走向，河面宽度有限，台风

期间，船舶锚泊回旋直径受限制，船舶应根据本船和台风情况，

谨慎选点。

（二）避风港的设置

在发生台风或超强台风时，按照本市海域避风港及船闸的设

置，拟设 3港（南朗横门渔港、坦洲大涌口渔港、火炬区中山港）、

3停泊区（南朗冲口门、鸡头角、神湾渔村）、3闸（坦洲联石湾

船闸、中顺大围东河、西河船闸），利用船闸内河作为避风港，其

中东、西河闸内石岐河全长 39公里，河面平均宽度 150米。

1．横门渔港：该渔港为三级渔港，位于中山市东南部，珠江

口西岸（北纬 22°13′30″，东经 113°25′23″），全港水域面

积约 13万平方米，其中避风塘港池面积 4.8万平方米，渔港岸线

长 3000 米，防浪堤 420 米，护岸堤 756 米，可容纳大中型渔船

80艘、小型渔船 100艘，原则上优先本港及本市渔船锚泊避风，

另外，在泊位许可情况下，可安排约 40艘大中型外港渔船锚泊避

风，其余外港渔船应分别到以上中山港内河等处锚泊避风。

2．大涌口渔港：该渔港防抗风能力低，一般 8级以下，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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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100艘左右小型渔船，在遇到超强台风来临时，船只应安排到

联石湾水闸内坦洲各内河涌锚泊避风。

3．南朗冲口门、鸡头角、东河、西河水闸内各停泊区：神湾

渔船停泊区不能防抗热带气旋，神湾渔业队的渔船安排到西河水

闸内锚泊避风；冲口门渔船停泊区主要供横门社区冲口门渔队的

渔船及其附近海域的小型渔船锚泊避风；鸡头角渔船停泊区是小

型渔船停泊区，主要供龙穴村鸡头角队的渔船及其附近海域的渔

船锚泊避风。

4．其他镇区和其他海域渔船避风安排：当强热带气旋来临时，

其他镇区和其他海域的渔船就近选择合适的避风塘或镇区的内河

涌锚泊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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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中山市三防物资储备表
（数据截止至 2017 年 5 月）

物料名称 数量 管理单位 存放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编织袋 667400个

市三防办

中山市

三防物料仓库

(南区大朗围)

市三防办：88877663
大朗围仓库：23334253
东河仓库：85596436
杨芳：18802599805

镐锹 165把
桩锤 20个

三色彩条布 8000m2

土工布 5000m2

土工织布 9504m2

谷围 282个
谷围 300条

土工网袋 4000个
吸水膨胀袋 3050个
土工膜 6卷

复合土工膜 2000m2

水利笼箱 550个
军用帐篷 10套
汽车帆布 5套
铁铲 319把

防汛头盔 100个
橡皮艇 6艘

15匹船外机 5台
救生衣 450件
救生浮绳 200捆
救生圈 100个

40匹船外机 3台
东河水利枢纽

三防仓库
防汛冲锋舟 5艘
防汛船 2艘

防汛手电筒 10支

市三防办

便携升降灯 5套
防爆多功能发电灯 5台
防爆强光工作灯 5台
多功能抛投器 2个

角石 3118m3

中顺大围

中山市

三防物料仓库

（南区大朗围）

市三防办：88877663
大朗围仓库：23334253
东河仓库：85596436
马耀全：13702361208

碎石 3476m3

河沙 3833m3

防老化网袋 3400个
杉木桩 2590条
镀锌铁线 700kg
铁钉 375kg
码钉 650kg

中顺防 01 1只
中顺防 02 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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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名称 数量 管理单位 存放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防老化土工布 6273m2

中顺大围

中山市

三防物料仓库

（南区大朗围）

市三防办：88877663
大朗围仓库：23334253
东河仓库：85596436
马耀全：13702361208

救生衣 647件
救生圈 370个
铁铲 230把
麻绳 160.2kg
帆布 913m2

3人桩锤 30个
单人桩锤 21个

三色彩条布 2100m2

人力斗车 5辆
固定帐篷 50套

吸水膨胀袋 1000个
土工布 9000m2

强力探照灯 20台
普通钢管 50吨

纵横接驳锁 2000套
纤维袋 89000只

全方位电灯 1支
防爆电筒 1支
橡皮艇 4艘
船外机 4台
谷围 170捆

安全帽 10件
铜锣 15只
雨衣 31套

发电机 1台
电缆 1套

铜丝网兜 100个
打桩机 1台
纤维袋 100000只

东河水利枢纽

三防仓库

防洪铁笼 400只
集装箱 2只
铁铲 200把
斗车 20辆

救生衣 200件
救生圈 200件
三色条布 2000m2

帆布 92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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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山市三防指挥部领导成员名单
（2017 年 5 月）

姓名 三防职务 单 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手 机 住宅电话 值班电话 传 真

焦兰生 总 指 挥 市长 88316888

袁永康 常务副总指挥 副市长 88316888

李 俊 副总指挥 市政府秘书长 88316888 13702368688

谢军杰 副总指挥 市府办副主任 88306343 13925323283 88316888 88318909

周小化 副总指挥 军分区参谋长 85155003 13902235576 88316728、85155000 88308875

郭建宏 副总指挥 水务局局长 88836273 13702516338 88711606

李小建 副总指挥 农业局局长 88221289 13823965033 88886579 88221333 88221332

徐宁军 副总指挥 气象局局长 88616091 13925361121 88889899 88637124 88623156

吴伟强 副总指挥 国土资源局局长 88332162 18022090222 88320830、88332110 88360155

陈俊源 副总指挥 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89988663 13822771456 88338938 88337821/88819857 88337573

吴钧海 副总指挥 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88666223 18676261833 88322491 88312346

李 君 副总指挥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23183333 13902829063 23188800 87161235

林良旭 副总指挥 武警支队支队长 88922162 13923358991 88819686/88922162 88922162

徐 剑 成 员 宣传部副部长 88223236 13923336889 88312727 88318191

严锦洪 成 员 发改局副调研员 88316332 13600333666 88328407 88317131

钟庆延 成 员 经信局机关党委书记 88884328 13005511377 88315312 88328256

汤如烈 成 员 教体局副局长 89989238 13702360705 88311749 88882766

黄锐平 成 员 公安局副局长 23188977 13902597711 23188830 87161235

王建新 成 员 公安边防支队长 23188971 15800155555 23188876 23188971 23188971

王 勇 成 员 公安交警支队长 23180010 18825016655 88723163 23188303 23188444

卢学任 成 员 公安消防支队长 23181668 13924922020 23186808 23186813

刘少卿 成 员 民政局副局长 88789288 13802697182 23228210 88300188 88300973

梁志军 成 员 财政局副局长 88266132 13902821656 88336312 88266212 88266111

冯广德 成 员 环保局副局长 88335261 13822701233 88308294 88329817 88303143

冯锦标 成 员 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88302236 13702368383 88320830、88332110 88360155

黄民强 成 员 住建局机关党委书记 89883399 13702398698 88337821 88337573

黄金贺 成 员 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28191103 13702789123 28192647、88860660 28192697

阮复兴 成 员 水务局副局长 88852227 13302599298 88782928

方泽源 成 员 水务局副局长 88879883 13823938111 8833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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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兵 成 员 水务局总工 88841787 13702372040 88720638

龚政辉 成 员 林业局副局长 88329848 13924972299 15728659337 88221912 88385622

黄桂玲 成 员 文广新局副局长 88223121 13823933906 88313643 88326667

欧子相 成 员 卫计局副局长 88360663 13802661882 88331882 88360669 88360636

陈堪进 成 员 安监局执法监察支队长 88363682 13802694972 88829293 88363681 88391027

梁 枫 成 员 海渔局渔政支队长 88226901 13925382193 88228339 88221202

黄国权 成 员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88878282 13928188822 88845416/13560618899 88878299

邓淑玲 成 员 旅游局副局长 88663107 13702532828 88811825 88860623

陈佳力 成 员 海事局副局长 85310555 13827745555 85315193 88282631

吴 铠 成 员 航道局副局长 89881163 13560653828 88790939 88629933 88631268

齐 军 成 员 供电局副局长 88398867 13302591166 88813183 88398104

张秀梅 成 员 中山电信副总经理 88866003 18933338811 88866666 88866889

林 淼 成 员 中山移动副总经理 13823983000 23883088/13902820066 88331919

葛慧明 成 员 中山联通副总经理 23770216 18689390216 88583083/13005502000 23666888

马玉林 成 员 中山铁塔公司副总经理 85326666 18826011008 88321999 88938199

周 雄 成 员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分公司副总经理 88310193 13702521938 88310193 88309182

李昶恒 成 员 市城建集团党委委员 88228201 13902821133 88228261/13560621008

8
88827688

郭学强 成 员 中山市水文局主任 85596457 13726033825 88283440 85596457

李洪镇 成 员 市电排总站站长 88882792 13902594948 88706963 89982160 86713450

罗传雄 成 员 水库水电管理中心主任 88333448 13924941339 88297339 88312783 88335901

彭上战 三防办主任 三防办主任 88829668 13380883133 88380811

蔡健清 副主任 三防办副主任 88835978 13702529851 88310799

邵新平 技术负责人 水务局建设科科长 88825281 13326902968 88334625

林祯兆 技术负责人 水务局规计科科长 88871308 13420236168 88361213

袁海深 技术负责人 水务局工管科科长 88846275 13715557235 88383815

陈成旺 技术负责人 水务局农水科科长 88825281 1370279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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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山市三防成员单位联络表

单 位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备注

市府办（应急办） 88306343 88318909

中山军分区 88316728 88308875

市水务局 88853212 88870876

市农业局 88221333 88221332

市气象局 88637124 88623156 天气服务电话：12121

武警中山支队 88819686 88922162

市委宣传部 88312727 88318191

市发展改革局 88328407 88317131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88315312 88328256

市安全监管局 88363681 88391027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88337821 88337573

市教体局 88311749 88882766

市公安局 23188830 87161235

市公安边防支队 23188971 23188971

市海洋渔业局 88322491 88312346

市林业局 88221912 88385622

市财政局 88266212 88266111

市交通运输局 28192647 28192647

市民政局 88300188 88300973

市卫生计生局 88360669 88360636

市环境保护局 88329817 88303143

市国土资源局 88332110 88360155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88313643 883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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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联系电话 传真电话 备注

市旅游局 88811825 88860623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3188303 23188444

市公安局消防支队 23186808 23186813

中山海事局 85315193 88282631

市城管执法局 88845416 88878299

中山航道局 88629933 88631268

中山供电局 88813183 88398104

市水文局 88283440 85596457

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 88866666 88866889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中山分公司 23883088 88331919

中国联通中山市分公司 88583083 23666888

铁塔公司中山分公司 88321999 8893819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中山市分公司 88310193 88309182

市城建集团 88228261 88827688

中顺大围 88811150 88808054

电排总站 89982160 86713450

水库水电管理中心 88312783 88335901

市三防办 88877663 88822746 值班电话：8887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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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中山市各镇（区）三防工作联络表

（2017 年 5 月）

镇区 姓名 单位职务
通讯联系

单位电话 移动电话 三防值班 传真机

火炬区

刘少山 党工委副书记
89873818、
88287863

13380880123

85332263 85317222刘龙湛 党委委员 85311823 13923308233

黄宏照 水利所所长 88280830 13702508028

石岐区

廖少球 办事处副主任 23328803 13702301913

23328106 88703881邝卓鹏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23328110 13923329998

张志新 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23328160 13702518308

东区
吴秋祥 办事处副主任 88386989 13702300222

88320918 88383930
冯蔚学 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88326759 13424579099

西区
吴文枝 党工委副书记 88831100 13809688925

88558483 88553075
欧阳家祥 水利所所长 88558483 13702524928

南区

甘伟彬 党工委委员 88896318 13802663199

88891236 88892999林文灿 区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8895218 13005539033

苏植生 水利所所长 88891252 13702354738

五桂山
廖学文 党工委委员 88201801 13527160249

88201530 88202329
古庆欢 水利所所长 89911881 13531810888

小榄
梁元辉 党委委员 22118808 13702357132

22102146 22100617
黎浩强 水利所所长 22832835 13702795513

古镇
梁俊杰 党委委员 22348863 13809686220

22341379 22340947
蔡永松 水利所所长 22357777 13902591222

横栏
魏子华 党委委员 87668810 13924966398

87766408 87766334
黄新红 水利所所长 87766816 1338088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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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 姓名 单位职务
通讯联系

单位电话 移动电话 三防值班 传真机

东升
李鑑辉 副镇长 22225983 13560636821

22225770 22828301
陈少佳 水利所所长 22829183 13702458082

港口

梁建坤 人大主席 88404380 13702369965
88402220 88403075

苏红权 水利所副所长 88402270 13703047735

原少堂 大南联围所长 88402625 13822787237 88402625 88402625

沙溪

林子南 党委委员 87793125 13392939833

87793569 87794641阮文泽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7793106 13590714123

阮孝华 水利所所长 87793569 13560681135

大涌

梁俊辉 党委委员 87778789 13822733188

87725112 87725358卢杰恩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7772232 13590736798

林伟斌 水利所所长 87772112 15908604422

黄圃

梁细荣 党委委员 23227988 13702468001

23506282 23220128吴锐林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23236220 13802696918

苏显强 水利所所长 23217017 13924998288

南头
梁国豪 党委委员 23380326 13802693286

23380383 23115128
陈溎枝 水利所所长 23129082 13392913989

东凤

梁再华 党委委员 22608238 13928170686

22600380 22601145高铨坤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22633753 13823623328

梁柏棉 水利所所长 22785191 13902827812

阜沙
洪忠和 党委委员 23450123 13702503989

23401632 23401637
吴杨明 水利所所长 23450883 13902596631

三角
白升荣 党委委员 85540928 13928199018

85543341 85542920
陈申怡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5407188 1338088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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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 姓名 单位职务
通讯联系

单位电话 移动电话 三防值班 传真机

谢朝敏 水利所所长 85543003 13802665030

民众
孙锦全 党委委员 85168389 13702392693

85575827 85577347
陈紫劲 水利所所长 85707822 13902821318

南朗

林锦伦 党委委员 85200360 13928168788

85217938 85523328王成福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5523446 13326962929

古学良 水利所副所长 85212638 13702782706

三乡
梁耀权 党委委员 86381232 13902598866

86684561 86330893
李钦炎 水利所所长 86363865 13318261899

坦洲

谢乐明 镇人大主席
86658888-8
503（转）

13902828138

86651306 86219304
何俊烨 副镇长 86658888 13902828138

余泽全 农业和农村工作局局长 86634018 13726131333

余结德 水利所所长 86651305 13702790564

板芙
吴景文 党委委员 86508281 13822750088

86501539 86502539
梁干标 水利所所长 86501539 13702377678

神湾

颜伦枝 党委委员、副镇长 86730868 13318277655

86609340 86602366李文龙 农社局局长 86609258 13549933998

陈锦东 水利所所长 86606168 13928148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