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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5710.htm 建抗[2002]112号 各省

、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划单列市建委（建设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部机关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地震震情灾情信息报送和新闻报

道的通知》（国办函[2002]13号）精神和我部的司局调整情况

，《建设部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做了局部修订。现将修订

后的《建设部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原建抗[2001]147号关于印发《建设部破坏性地震应急预

案的通知》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二年五

月十三日 建设部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 （二○○二年五月十三

日修订） 为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做好建设系统的地震应急工作

，并在必要时对灾区进行紧急支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修订印发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

发[2000]53号）要求，按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制定本

预案。 一、建设部地震应急指挥部组成和职责 当发生下列情

况之一时，建设部地震应急指挥部开始工作，建设部破坏性

地震应急预案启动： 1．大陆地区有严重破坏性地震的临震

预报； 2．大陆地区发生造成特大损失的严重破坏性地震； 3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有破坏性地震的临震预报； 4．北京及

其周边地区发生严重破坏性地震。 （一）建设部地震应急指

挥部组成人员 指挥长：分管副部长 副指挥长：办公厅主任 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司长 （抗震办公室主任） 成员

：综合财务司司长 城建司司长 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 城乡规



划司司长 外事司司长 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离退休干部局局长

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信息中心主任 建设报社总编辑 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副司长（抗震办公室副主任） 应急预案

启动后，指挥部成员未经批准不得离京；指挥部成员未在京

或有特殊情况时，由所在单位按职务高低递补。 应急指挥部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建设部办公厅。办公厅主任任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抗震办公室主任任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办公厅综合处和建设部抗震办公室

共同组成。 （二）职责范围及分工 正副指挥长按照本应急预

案规定的职责，负责召集建设部地震应急指挥部会议，根据

国务院的指示，部署建设部地震应急工作及国务院或国务院

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参加国务院赴灾区的

慰问团或工作组。 指挥部成员负责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

务，保证指挥部指令畅通。 建设部有关职能司、局和单位的

职责如下： l、办公厅 （1）负责保持与国务院或国务院抗震

救灾指挥部办事部门的联系，及时了解最新信息，保证正副

指挥长及时参加国务院或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会议； 

（2）负责安排建设部地震应急指挥部办公地点并通知指挥部

成员参加指挥部会议； （3）根据建设部应急指挥部的指示

，协调各司局的应急工作，组织建设部系统对地震灾区进行

人力、物力支援； （4）审查建设系统有关震情、灾情的信

息报道稿件，编发建设系统抗震防灾、救灾的情况简报； 

（5）指导各地利用城建档案，为灾区或临震区的抗震防灾、

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提供基础性资料； （6）负责应急状态

下建设部机关的机要保密和保卫工作。 2、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与行业发展司、抗震办公室 （1）负责派人参加国务院抗



震救灾指挥部相关小组的工作，协助办公厅完成建设部地震

应急指挥部的有关联络工作； （2）了解地震灾情，草拟报

送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地震灾情信息（不包含具体

的经济损失数额）； （3）起草抗震防灾、救灾工作的有关

技术性文件，对建设部地震应急工作提出技术性建议； （4

）根据建设部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组织地震工程专家成立工

程抗震指导小组赴临震区或灾区指导当地的工程抗震工作； 

（5）负责组织地震工程专家成立工程震害考察小组赴地震灾

区进行工程震害调查； （6）指导灾区或临震区的地方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勘察、设计、施工力量开展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的抢险排险、应急检修、应急加固、抗震鉴定、快速

修复和恢复重建，以及临震加固设计、施工和危房拆除、临

时建筑搭建等工作； （7）指导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严

重违反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倒塌或严重破坏的工程质量

责任进行调查和处理。 （8）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组织

勘察、设计、施工力量对灾区或临震区进行对口技术支援。

3、综合财务司 （l）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示，负责建设部机

关及直属单位地震损失、灾区城建系统震害损失、灾区住宅

房屋和其他工业与民用建筑震害损失的汇总上报（不包含具

体的经济损失数额）和救灾资金的申请工作； （2）根据应

急指挥部的指示，负责建设系统防灾、救灾资金的应急拨款

工作。 4、城建司 （1）指导灾区或临震区城建系统开展市政

基础设施的应急检修、应急加固、抢险、排险、快速修复和

恢复重建等工作； （2）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组织城建

力量对灾区或临震区进行对口技术支援； （3）负责核实地



方上报的灾区城建系统震害情况。 5、住宅与房地产业司 （1

）指导灾区房地产管理系统开展房屋的应急检修、应急加固

、抢险、排险、修复维护等工作； （2）根据应急指挥部的

指示，组织房地产管理系统对灾区进行对口技术支援； > （3

）负责核实地方上报的灾区住宅房屋的震害情况。 6、城乡

规划司 （1）指导灾区城市、村镇重建规划工作； （2）根据

应急指挥部的指示，组织规划力量对灾区进行对口技术支援

； 7、外事司 （1）根据外交部有关规定，负责或协助外交部

门开展对我部邀请的、在有临震预报地区或地震灾区访问或

工作的外宾的联络、安置、疏散、事故处理等工作。 （2）

根据外交部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负责对国外震害调查工作

组或地震工程专家的邀请和接待，以及与地震灾害有关的涉

外事项的处理等工作。 （3）根据外交部有关规定，负责我

部抗震救灾工作的对外宣传。 8、机关党委 （1）根据应急指

挥部的指示，对建设部机关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就地震应急

形势和相应的地震应急措施等做宣传、动员、解释等工作； 

（2）根据需要动员机关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积极自救、互救

、支援灾区等。 9、离退休干部局 根据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

署，负责本地地震应急期间建设部机关老干部的安置、安抚

工作。 10、机关服务中心 （1）负责组织队伍或协助专门的

救灾队伍开展建设部机关生命线工程、房产和其它物业的抢

险、排险、检修、应急维护加固等工作； （2）负责建设部

机关地震损失的统计工作； （3）负责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

理局及北京市有关部门联络，并完成其交办的任务； （4）

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示，负责建设部机关临时建筑搭建安排

等应急工作； （5）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示，负责建设部机



关对地震灾区物力支援的实施工作。 11、信息中心 负责提出

建设系统通讯保障的应急预案，并负责应急期间建设部机关

通讯系统的日常维护、快速修复等工作。 12、建设报社 在办

公厅指导下，开展地震灾区工程震害报道和建设系统抗震救

灾的宣传报道工作。 二、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

数据库 （一）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建立城市基础设施、重

要房屋建筑和采用抗震新技术建筑物的数据库，内容包括：

城市基础设施、重要房屋建筑和采用抗震新技术建筑物的分

布、规模和设计、建造、使用概况等。100万人口以下、50万

人口以上的城市，可参照此要求建立城市基础设施、重要房

屋建筑和采用抗震新技术建筑物的数据库。 （二）省、自治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建设、规划、市政主管部门组

织建设系统结合《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建立

、健全数据库，并可进入网络查询，以便在地震应急期间进

行组织、协调工作。 （三）基础设施系指电力、供水、排水

、燃气、热力、供油系统以及通信、交通等城市公用设施。

重要房屋建筑系指：《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所列的甲

、乙类建筑，指挥机关、学校、科研基地、金融中心的建筑

等。 三、城市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的实时监控、临震加

固与抢险 （一）在已有城市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数据库

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和修订，对城

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按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两

种情况逐个进行震害预测。 （二）根据震害预测结果制定《

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实时监控、临震加断措施

与抢险方案》，并纳入《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三）有临

震预报时，按照《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实时监



控、临震加固措施与抢险方案》，加强实时监控，实施临震

加固，以防御和减轻可能发生的震害损失。 （四）破坏性地

震发生后，迅速组织力量对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

筑进行检查，发现险情，立即制定技术措施，实施抢险方案

，以避免灾害的进一步发生和扩大。 （五）省、自治区、直

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

重要房屋建筑实时监控、临震加固与抢险方案》，灾区各级

人民政府负责《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房屋建筑实时监控

、临震加固与抢险方案》的实施。 四、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

建筑的应急恢复 （一）结合《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和

修订，按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两种情况对城市各个区域的基

础设施和群体房屋建筑进行震害预测。 （二）根据震害预测

，就设防烈度和罕遇地震两种情况，在震前制定《城市基础

设施和房屋建筑应急恢复方案》，并纳入《城市抗震防灾规

划》。 （三）震后组织震害调查，根据震害调查和《城市基

础设施和房屋建筑应急恢复方案》，组织专家组对受到破坏

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进行技术鉴定，制定技术措施，

实施应急恢复方案，保障城市功能尽快恢复正常。 （四）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城市基

础设施和房屋建筑应急恢复方案》，灾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应急恢复方案》的实施。 五、城

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的震害调查 （一）城市基础设施和房

屋建筑的震害调查工作根据灾情确定。一般破坏性地震发生

后，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组织实施；

严重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组织实施，建设部根据灾情组织、协



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支援；造成特大损失的破坏性地震发

生后，建设部协调组织实施。 （二）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

筑的震害按《建筑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标准》确定。震害调查

应对重要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逐个确定类别，并贴上标志，

红色为危险，绿色为可继续使用。 （三）对各类房屋建筑，

特别是采用抗震新技术的建筑物要认真分析震害原因，为制

订、修订工程建设标准积累数据。 六、疏散通道、避震场地

和简易住房 （一）根据城市居民分布情况，在震前制定《城

市疏散通道和避震场地安排》，并纳入《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大城市的疏散通道安排可适当考虑提高部分城市桥梁的

抗震设防标准；大城市的避震场地安排除考虑室外空旷场地

外，还应考虑利用现有的人防工程和其他抗震能力较强的工

程，并可考虑适当提高部分城市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

作为避震建筑。 （二）根据震情需要和《城市疏散通道和避

震场地安排》，灾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居民避震疏散。 

（三）在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直辖市建设、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灾民简易住房建设的技术

指导等工作，包括：（1）选择安全适用的建设场地；（2）

因地制宜，制订并提供灾民简易住房建设的方案及技术措施

；（3）组织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为灾民简易住房的建设提供技

术指导。 七、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 （一）地震灾区恢复重建

计划由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制订，其内容应包括：（1）灾情及灾

区概况；（2）恢复重建方针和原则；（3）整个城市及各主

要受灾系统的恢复重建规划方案；（4）恢复重建技术管理要

求；（5）恢复重建规划方案的实施步骤及对策；（6）恢复



重建资金筹集及安排。 （二）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计划制订要

求：（1）根据灾区情况和恢复重建资金规模，按照“一次规

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实事求是、自下而上

”的原则，分系统编制后，由当地人民政府统一协调；（2）

在认真进行房屋震害鉴定的基础上，明确建设项目是属于修

复加固、原样恢复，或是拆除重建等建设内容；（3）恢复重

建计划建设项目的标准规模应与恢复重建资金相适应，严格

控制政府投资的恢复重建工程的标准和规模。 （三）地震灾

区恢复重建计划制订完成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制订相应

的行政管理工作规定，以确保恢复重建计划顺利实施。 （四

）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计划中的城市恢复重建规划方案应在城

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在各主要受灾系统的恢复重建规划方

案的基础上编制。当城市恢复重建规划方案与原城市总体规

划有出入时，应由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并

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再纳入地震灾区恢复重建计划

统一实施，并作为今后修订城市总体规划的依据。 （五）地

震灾区恢复重建计划中集镇以上城镇的易地重建规划方案应

经各有关方面充分论证，并按国家有关规定，报请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八、次生灾害的防御 （二）结合《城

市抗震防灾规划》的编制和修订，调查了解地震区建设系统

次生灾害源的分布（地区和设施）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并

建立档案。 （二）建立次生灾害监视和控制系统。 （三）编

制《次生灾害防御预案》，包括防止灾害扩展、减轻或消除

污染危害以及其他紧急防护措施等，并纳入《城市抗震防灾

规划》。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并组织编制《次生灾害防御预案》，灾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组织有关单位实施。 九、其他事项 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地区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参照本预案，从

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应急预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