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伤亡，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领导和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先后

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国家防总也通报了我省有关情况，为了认真

贯彻落实批示指示和要求，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8 月 6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防汛工作约谈视频会议，就防汛工作

集中约谈太原、晋城、忻州、临汾四个市政府和繁峙县、襄汾县

等七个县（区）政府，通过约谈切实推动责任落实、强化工作举

措，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高度重视防汛工

作，为开好这次会议专门对防汛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约谈会议首先学习传达了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的重要批

示，太原、晋城市政府，忻州市繁峙县、临汾市襄汾县政府的负

责同志作了检查发言，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省防指指挥

长、副省长贺天才作了重要讲话，通报了全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

伤亡情况，分析了原因，从八个方面对下一步做好我省防汛工作

再次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

三，真正把防汛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安全度汛。

现将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的重要批示，贺天才副省长重要

讲话印发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做好

当前防汛工作，努力夺取今年防汛抗洪工作的胜利。各市各部门

要将贯彻落实情况于 8 月 15 日前报省防办。

附件：1.林武书记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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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林武书记批示

入汛以来，我省经历了多轮强降雨过程，造成多地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暴露出一些地方思想认识不到位、防汛责任不落实、

工作措施不得力等问题。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最关键阶段。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坚决摒弃“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麻痹松懈思想，深刻汲

取教训、补齐短板弱项，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牢“不死人、

少伤人、少损失”底线，确保安全度汛。对发生人员死亡的，要

严肃追责问责。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强化预警预报、

应急响应、巡查排险、转移避险、值班值守、帮扶救助等重点工

作，抓好应急预案完善演练、抢险救援力量预置调配，物资装备

采购储备等应急准备，紧急情况下果断实施停工停运停学停业，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切实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

下好协同配合“全局一盘棋”，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为

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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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蓝佛安省长批示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发生洪涝灾害，太原、忻

州、晋城、临汾等地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

峻。全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层层压实责任，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

工作。要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突出重点行业领

域和重点环节，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治理，及时除险加固，严防

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要强化应急值守，细化预案措施，完

善群防群治联动机制，牢牢筑起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确保

灾情能够快速处置。省防指、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等相

关部门要加强指导检查，严肃责任追究，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和力

量做好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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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在全省防汛工作约谈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省防指指挥长 副省长 贺天才

（2021 年 8 月 6 日）

同志们：

今天省政府就防汛工作集中约谈太原、晋城、忻州、临汾四

个市政府和繁峙县、襄汾县等七个县（区）政府，目的就是要切

实推动责任落实、强化工作举措，迅速扭转被动局面。这次约谈，

不仅是一次警示检讨，批评教育，也是一次督促督查，更是为了

分析原因，找准问题，补足短板。

刚才启瑞厅长传达了林武书记、蓝佛安省长批示指示精神。

太原、晋城市政府，忻州市繁峙县、临汾市襄汾县政府的负责同

志作了检查发言，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我看反思得还比

较深刻，措施制定也比较务实，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举一反

三，真正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

今年我省主汛期来临早，极端天气多，降雨量大，暴雨多发

频发。有些强降雨过程，比如在运城、忻州、晋城有些强降雨过

程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晋城这一块，集中降雨 350 毫米，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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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生大暴雨、特大暴雨。第二次强降雨过程，我们山西和郑州

降雨量差不多，如果这样的降雨发生在我们市中心，我想情况会

非常可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防汛的严峻复杂形势。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救灾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特别是入汛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及国家防总、省委、省政府多次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我们专门开了防汛会议，7 月 11 号防汛调度会，7 月 17 号蓝省

长专门在应急厅对各市长进行了防汛调度，我们还有很多专题会

和督查等等，多次进行安排部署。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今年从刚开始就一直给大家打预防针，我们国家今年的天气情况

总体判断是“一般偏差，极端气象天气偏多”。1 月上旬是我们

省 60 年以来最冷的时候，2 月下旬是最热的时候，3 月、4 月又

是沙尘暴最多的时候，5 月份也是多少年来最冷的月份，一直到

7 月份，降雨量都非常不平衡。沁河流域的水文站观测到流量非

常大。从总体判断上来说确实非常严峻，必须有个正确把握。今

年和往年不一样，所以省委、省政府多次给大家做了指示。

忻州、晋城、太原、临汾等市县先后因洪灾造成了人员伤亡，

而且因洪水造成了两条铁路线中断，一条是侯月线（全国第二条

运煤大通道）中断；第二条是太焦线，整个太焦线的人员和货物

运输全部停止，从 7 月 11 号到现在都没修好，影响了近一个月

的运煤量，两条铁路线一天大概是 50 多万吨煤。尽管做了些临

时性措施，但与我们的正常运煤量还是差太远，而且铁路线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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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全部冲毁，对我们损失非常重大。灾情发生后，国务委员、

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要求查明原因、找准问题，切实加强预报预

警和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国家防总副总指挥、

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要求健全工作体系，尽力把预防工作做细做

实，全力避免群死群伤，真正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落到实处。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先后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清醒认

识当前防汛救灾的严峻形势，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要对重点区域、重要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加强重要基础设施

安全防护，要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前预置布防应急抢险

救援力量，确保安全度汛。林武书记批示要求，要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对所有有伤亡情况发生的地方都要问责。7 月

17 日，蓝佛安省长检查指导防汛工作，现场调度了各市防汛工

作开展情况，召开了省、市、县三级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全省防

汛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灾情发生后再次批示要求高度重视、强化

措施，坚决做好我省防汛救灾各项工作。7 月 29 日，我省收到

国家防总《关于山西省近期因洪涝灾害致多人死亡失联情况的通

报》深刻指出，截止 7 月 16 日，今年以来全国洪涝灾害共造成

50 人死亡失联，我省约占三分之一，暴露出我省一些地方在防

汛救灾尤其是山洪灾害防御方面的突出短板，一是思想认识不够

到位，二是防范措施不够到位，三是转移避险不够周全，四是防

汛专业人员不足。王勇国务委员要求查明原因、找准问题，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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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报预警和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所以，今天的约谈会也是在贯彻落实这些批示、指示和要求，

大家要切实领会好，贯彻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省防汛工作还

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尤其是 7 月 17 日防汛工作视频会议以后，

忻州、临汾、太原市仍发生因洪灾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反映出

一些地市和领导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不重视、不

坚决、不彻底，落实措施不到位。深挖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把握不够深不够透，对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够牢，缺乏防大汛、抗大洪意识，对

洪涝灾害的危害性、危险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山洪灾害突发性

强、破坏力大、致灾性强的特点和我省山洪河道短、坡度陡、来

势急等特点把握不足、警惕性不高。对省内外多次发生的洪涝灾

害教训汲取不深刻，防汛安全责任压得不够实，工作举措落实不

够细。气象台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对降雨间断性、局地性特点

认识不足，这也导致灾害发生时没有相应的措施。

二是防汛责任落实不到位。从造成人员伤亡原因分析看，一

些地市和部门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不

到位，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落实压得不紧不

实，工作组织不严不细，落实防汛抗洪措施针对性不强，防范应

对手段不够，对本地山洪灾害特点掌握不全面，没有真正把涉河



- 10 -

村庄等防洪重点部位盯紧盯死，没有打通防汛责任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网格化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督查检查不到位，防汛

救灾工作不扎实，存在严重短板和漏洞，该提前转移的没有打好

提前量，该重点防范的没有提前预置力量，该重点管控的没有重

点控管，没有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尤其是

太原市，在主汛期进行河道内工作，而且下雨后还没有意识到问

题严重性，突出应急管理措施不到位、没有落实。

三是防范措施不到位。预报精准度，预警全覆盖有差距，会

商研判和应急响应较滞后，未提前对危险区群众采取应转尽转，

应转早转等措施，降雨前未及时关闭旅游景点、封闭危险交通通

道等措施，未及时将预警信息传达到基层一线和乡村社区群众，

汛期安全生产制度不完善，甚至是无汛期安全作业规章制度，安

全管理缺失，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存在侥幸麻痹心理，特别是少

数部门和单位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汛措施不得力，撤避命令

不坚决不果断。

四是转移避险不到位。转移群众不坚决，对不愿意转移的留

守老人和儿童未采取果断措施，对已转移群众管理不到位，泽州

县南岭镇曹河村 3 名群众转移后私自返回河边看热闹。这一现象

充分说明，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部分群众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淡

薄，意识不到面临的危险，灾害来临时不知道如何有效防范。对

人员转移后的管理工作不到位，采取的管控措施有漏洞。

当前我省仍然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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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盛夏时节我省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部分地区暴雨过程天数

略多，可能出现阶段性洪涝灾害。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我们暴露出来的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不到位，一定要时刻

警醒，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

牢固树立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理念，把当前防汛各项工作抓紧

抓实抓细，确保安全度汛。

一是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全面加强对防汛抗洪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把“不死人、少伤人、

少损失”作为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底线，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

杜绝因麻痹大意、对洪涝灾害的危害性认识不到位、采取的措施

不果断而造成人员伤亡。

二是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针对防汛责任压得不紧不实，工

作组织不严不细，防范措施、应急响应不到位等问题，要采取约

谈、通报、曝光、追责等措施进行问责，进而倒逼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把防汛抗洪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网格单元，

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实现全覆盖、无死角。

三是进一步强化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各项防汛救灾的制度规

范、作业规程和应急处置预案，织密扎牢制度的笼子，各市县要

加强防汛应急预案、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设，

加强防汛救灾的基础管理，提高制度执行力。截止到昨天，11

个地市中，临汾还没有正式公布市级防汛应急预案，117 个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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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县还没有完成县级防汛应急预案审批公布工作，涉及的市、

县要尽快完成程序并公布实施。这些预案不是说制定好了放在家

里就没事了，是要向社会公布出来，叫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全社会一起努力把应急预案的作用发挥出来。从近期调研情况

看，各市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也不完善，有

的甚至没有，各地市要负责把这些应急预案尽快建立起来，真正

发挥作用。要全流程全要素全覆盖抓好应急演练和培训，要严格

落实危险区转移避险制度，督促指导基层落实好“转移谁、谁组

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五个关键环节，做到提前转移、

果断转移。我下去调研看了几个县，我觉得我们的应急预案准确

性还是有所差距的，各地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修订和完善，

使预案的标准提高一个档次。

四是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紧盯防汛重点和薄弱环节，充分

发挥群防群测群控体系的作用，强化对河道的日常巡查和雨前、

雨中、雨后全方位巡查管理，严防小隐患发生大问题。对城市低

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城市行洪河道等防汛重点区

域，要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在上述区域作业时应有紧急情况下

的应急方案预案，配备必要的避险逃生设施设备，安排专人值守

观察，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落细落地。特别是县乡一级要拿出

具体细化、可操作的落实方案，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防范措

施，不能省、市、县、乡一般粗，全省上下一个样。

五是进一步强化预警响应。气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气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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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研判工作，密切跟踪雨情发展变化，加密对重点区域的监

测预报频次，做好重大灾害天气、山洪地质灾害的动态预报，并

提出防御指南和工作建议，切实做到监测到位、预报准确、预警

及时。水利部门要动态掌握河流来水、水位涨落、水库蓄泄等汛

情，及时向省委、省政府、省防指报告预警信息，提出防险举措

建议。特别是要通过电视、手机、广播等将警示信息及时传达到

村、到户、到人。“七下八上”防汛期间，市县两级必须要把会

商制度建立起来，每天要组织进行会商，市级层面由市防指负责

组织，县级层面由分管副县（市、区）长负责组织，召集应急、

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分析研判，并按程序

及时发布信息。全省可能是一个趋势性的研判，县里层面就更要

有针对性一些。

六是进一步强化风险隐患排查。要盯紧防汛抗洪重点难点和

薄弱环节，对河流沟道沿岸、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旅游景区、

在建工程、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防洪区域进行严密细致排查，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要组织力量对重要防御、险工险段，穿堤建

筑物、各类水库、水电站、淤地坝等开展排查，安排专人值守，

确保隐患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主汛期禁止河道作业，紧急情况

下，除特殊行业外果断实施停工停学停业，特别是对人流密集的

城市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该停就停、该封就封，提前转移，

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做好应对防范。

七是进一步强化宣传培训演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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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日等宣传活动，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和新媒体等各类

渠道，加强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防汛、气象灾害预防等防

灾减灾避险知识宣传，洪涝灾害易发地基层单位和重点防洪单位

要加大防汛救灾知识普及，提高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不

断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涉洪单位要对照预案

全流程全要素全覆盖进行培训演练，开展防汛抗洪应急桌面演

练，确保相关人员熟悉职责、清楚流程，提高相关单位的应急处

置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

八是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防汛无小事，人命关天，对入汛

以来，发生人员伤亡的市、县（市、区）要在查明原因的基础上，

认真进行评估，对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造

成人员伤亡的，启动问责调查。林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专门要

求的，要参照省安委办的事故调查程序，把这个事情做好。8 月

3 日，省委安办、省防办联合下发通知，要求死亡 3 人（含）至

9 人的，由市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调查评估，启动问责程序，并

将调查处理结果报省防指；死亡 3 人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组

织进行调查评估，启动问责程序，报请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

市级人民政府统一报省防指。请有关市、县于 8 月 15 日前将入

汛以来（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因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调

查评估及追责问责有关情况按通知要求上报。此后，因洪涝灾害

造成人员伤亡的，要于灾害发生后 15 日内按照上述要求将有关



- 15 -

情况上报。省防指汇总后上报省委、省政府。我们下一步采取的

这些措施，就是想通过事故调查，让大家提高认识、加深教训。

最后要强调是，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层

层传导压力，努力克服疫情给防汛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坚决守

住疫情防控、安全度汛的底线，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站在自觉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

阵以待、全力以赴，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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