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２０２２〕８８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超标降雨

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武汉市超标降雨灾害应急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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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超标降雨灾害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

相结合，强化临机处置，果断避险转移，杜绝发生群死群伤，最大限

度减轻灾害损失。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发生超标降雨灾害时的应对工作。 超标降

雨是指超出住建部排水防涝标准的强降雨，即：１ 小时降雨超

过 １００ 毫米或者 ２４ 小时降雨超过 ３００ 毫米，且降雨持续。

（三）编制目的

明确我市超标降雨内涝风险区域和重点防护对象，确定应对

机制的触发条件，规范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及其

成员单位的指挥、预警响应、应急联动等工作，做到预警及时、响应

迅速、部署有序、联动高效。

（四）编制依据

１．《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城市防范极端强降

雨应急联动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知》 （鄂汛字 〔 ２０２２〕 ６

号）
—２—



２．《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预案编

制工作的通知》

（五）工作原则

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将抢救人的生命和保障人的基本生

存条件作为应对的首要任务，做到不死人、少伤人，财产少受损失。

２．预防为主、避险为要。 按照早预警、早避险、快救灾的要求，

强化集中指挥、预警应急和应急联动，在撤离避险标准上留足富

余，尽最大努力降低超标降雨对城市运行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

影响。

３．分工负责、属地为主。 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面落

实超标降雨灾害应对主体责任。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市防指的统

一指挥下，做好本系统、本行业、本领域超标降雨应对工作；各区防

指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要求，做好本辖区超标降雨应对工

作。

二、超标降雨内涝风险区域及防护重点

（一）超标降雨内涝风险区域

１．汉口片区。 主要集中在竹叶山片、岱家山片、后湖片、黄孝

河上游片等区域。

２．汉阳片区。 主要集中在四新片、三角湖周边、南太子湖周

边、硃山湖周边、黄金口片等区域。

３．武昌片区。 东沙湖流域主要集中在红庙立交、港西 １０５ 片

区、沙湖港沿线、内沙湖周边等区域。 汤逊湖流域主要集中在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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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周边、青菱湖周边、野芷湖周边、汤逊湖北边、南湖西边等区域。

北湖流域主要集中在八吉府大街周边、乙烯工业园、北湖大港沿线

等区域。

（二）城市内涝防护重点

１．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生命线设施；

２．城市主要外排泵站和立交泵站；

３．轨道交通、下穿涵洞、隧道等重要交通设施；

４．医院、中小学、养老院等弱势群体集中区域；

５．深基坑、地下空间等易积水风险区域。

三、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分工

（一）组织体系

市防指是全市超标降雨灾害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统筹做好超

标降雨灾害应对工作。 市防指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防办）负责落

实市防指有关决策部署，承担全市超标降雨应急指挥机构日常工

作。 市防指各有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全市超标降雨应对

工作。

（二）职责分工

１．市应急局：与市水务局共同承担市防办日常工作，传达并监

督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有关指令和要求；负责统

筹全市超标降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调度应急抢险队伍，引导社会

应急力量和协调其他应急力量参加全市超标降雨抢险救援工作；

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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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水务局：与市应急局共同承担市防办日常工作，传达并监

督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有关指令和要求；负责统

筹全市外排泵站超标降雨风险识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

展应急演练，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统筹做好内涝防治、积水抢

排工作；指导供水企业做好供水保障工作；指导污水处理厂做好超

标降雨应对工作；做好重要水工程安全运行和调度工作。

３．武汉警备区：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军队、武警部队和民兵参加

超标降雨重大抢险救灾行动；加强部队超标降雨快速抢险队伍的

组建、培训及演练等有关工作。

４．市委宣传部：负责指导和协调新闻媒体做好超标降雨期间

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５．市委网信办：负责做好超标降雨期间网络舆情监测、研判、

处置工作。

６．市发改委：负责按照简化程序做好超标降雨期间有关应急

抢险项目前期审批工作，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并加强对上级支

持资金的监督管理。

７．市教育局：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学校、幼儿园等风险点位识

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指导各区教育行政部

门和市属高校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８．市经信局：负责协调做好超标降雨期间的供电保障，协助做

好应急物资生产组织协调工作。

９．市公安局：负责加强超标降雨期间治安保卫工作，维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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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破坏应急抢险设施等违法犯罪活

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超标降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协助组

织群众从危险区域安全转移。

１０．市民政局：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养老机构等风险点位识

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指导养老机构等单位

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超标降雨应对，

指导各区民政部门做好因灾死亡人员遗体处置工作。

１１．市财政局：负责超标降雨应对和抢险救灾资金的筹集、安

排和监督管理。

１２．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

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和综合治理工作。

１３．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

处置，及时发布水质监测预警信息，参与生态调水应急处置工作。

１４．市房管局：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物业小区和居民住房等风

险点位识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指导物业小

区（含小区内地下车库）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和居民住房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

１５．市城建局：负责统筹做好建筑工地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１６．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超标降雨期间应急人员、物资及设备

运输和公路通行保畅；指导协调公路、水运等行业做好超标降雨应

对工作；加强超标降雨期间通航水域预警预报及发布航行通（警）

告；保障抢险救灾公路畅通；配合组建市级快速抢险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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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及时调查、核实和报告超标降雨农田

内涝和农业灾情信息；督促指导超标降雨期间农业救灾、生产恢复

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１８．市商务局：负责加强超标降雨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

运行和供求形势监测工作，参与协调超标降雨救灾和灾后恢复重

建物资的市场供应工作。

１９．市文旅局：负责指导 Ａ 级旅游景区强化超标降雨应对措

施，督促 Ａ 级旅游景区做好风险识别、应急演练和避灾减灾工作。

２０．市供销合作社：负责超标降雨期间有关物资的组织筹备工

作。

２１．市气象局：负责气候监测、天气预报、暴雨灾害形势分析和

评估，从气象角度对可能发生的超标降雨作出分析和预测；及时发

布降雨预报预警，并向市防指提供气象信息。

２２．市卫健委：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医疗机构等风险点位识

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指导医疗机构做好超

标降雨应对工作；指导各区、各部门做好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组

织疾病防治、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

２３．市政府国资委：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

作。

２４．市城管执法委：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城市桥梁、供气设施

等风险点位识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做好超

标降雨期间垃圾及时清运及城市供气设施正常运行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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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市公安交管局：负责超标降雨期间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

作。

２６．市水文局：负责超标降雨期间江河湖库水雨情监测及水情

预报预警工作，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２７．武警武汉支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实施超标降雨抢险救灾

行动，协助转移危险区域和受灾区域群众，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社

会治安。

２８．市消防救援支队：根据市防指统一部署，组织指挥全市消

防救援队伍参与超标降雨抢险救援行动。

２９．湖北机场集团：负责组织开展天河机场区域超标降雨应对

工作。

３０．市邮政分公司：负责超标降雨期间邮政保障工作。

３１．武汉供电公司：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电力设施风险点位识

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做好超标降雨期间供

电和应急调度保障工作。

３２．市城投公司：负责经营范围内供水、供气设施风险点位识

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做好超标降雨期间经

营范围内供水、供气保障工作；负责承建工地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配合组建市级快速抢险大队。

３３．武汉地铁集团：负责内涝风险区域内地铁线路、站点等风

险点位识别，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做好超标降

雨应对工作；配合组建市级快速抢险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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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武汉城建集团、武汉生态集团：负责各自承建工地超标降

雨应对工作；配合组建市级快速抢险大队。

３５．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负责超标降雨

期间通信保障工作。

３６．中韩（武汉）石化有限公司：负责超标降雨期间燃料供应工

作。

３７．武汉铁路局集团公司：负责指导协调超标降雨期间铁路运

输保障工作，组织开展铁路系统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四、预警预报和应急响应

（一）气象监测预警

市气象局负责强降雨天气的监测预报，对可能发生的超标降

雨灾害性天气提前发出气象灾害提示，并向市防指报告。 同时，强

化跟踪监测，滚动预报超标降雨发生时段、量级、落区等气象信息。

（二）临机研判

市防指在收到市气象局发出的超标降雨气象灾害提示后，第

一时间组织市防指主要成员单位进行研判，对超标降雨发生概率、

量级、落区及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进行评估，提出防范对策，部署

应对措施，决定是否发布超标降雨灾害预警信息和启动超标降雨

灾害应急响应，以及确定发布预警和启动响应的范围。 临机研判

情况按照规定报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三）预警信息发布

市防指根据临机研判结论，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超标降雨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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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预警信息。 市防指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责发布相关预警信

息。 各类预警信息发布单位要建立面向公众和防范应对责任人两

条预警主线，健全完善超标降雨及其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和风险

预警信息发布制度。 采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短信等多种方式

滚动发布预警和安全警示信息，引导公众远离危险区域，及时转移

避险。

（四）叫应机制

各类预警信息发布单位要建立直达基层的预警叫应机制。 启

动叫应机制后的预警信息发布，基层责任人在接到预警信息后要

及时向信息发布部门反馈，并采取应急措施。 未及时反馈的，预警

信息发布单位要及时通知到基层责任人所在街道（乡镇）或者主

管部门负责人，确保预警信息准确送达，不留死角，形成闭环。

（五）应急响应

１．响应启动。 根据市防指临机研判结论，在发布超标降雨灾

害预警信息的同时，启动超标降雨灾害应急响应。

２．响应行动。

（１）市防指。 市防指指挥长（市人民政府市长）坐镇市防指，

组织临机会商，部署防范工作，视情决定采取“三停” （停工、停业、

停课）措施，适时要求关闭地下空间、疏散风险区群众，必要时派出

督导组、专家组前置重点地区指导防范工作。

（２）市气象局加密跟踪监测强降雨天气系统发展情况，强化

短时临近预警预报，提高降雨预报量级和范围精准度，持续滚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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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预报，并向市防指及其成员单位通报情况。

（３）市应急局做好全市超标降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及时调

度灾害发生地区工作开展情况，部署应急防范应对工作，持续关注

灾害发展。 根据灾害发展情况，及时成立抢险救援现场指挥部，统

筹协调抢险救援工作，做好救灾安置和灾情统计上报。

（４）市水务局根据降雨情况，及时采取应急排涝措施，科学调

度水工程调蓄洪水。 强化积水点的监控，实时通报积水情况。 组

织市级排涝泵站开展防灾工作，及时提请市防指协调抢险力量对

受积水威胁的排涝泵站开展抢险工作。 加强技术会商，及时研判

水情、汛情发展趋势，做好应对准备，向市防指提出决策建议。

（５）市城建局统筹做好内涝风险区域内在建工程适时停工和

人员撤离工作，组织好深基坑和工地的排涝工作。

（６）市房管局组织向受灾风险较大的老旧小区发布通知，督

促相关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及时转移人员；指导物业小区落

实地下车库内涝防范工作。

（７）市城管执法委督促有关单位、业主检查并加固户外广告

和招牌；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城市桥梁、地下通道积水清理，及时处

置排水口垃圾，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及时关停地下通道出入口；督促

供气企业加强巡检，保障设施正常运行。

（８）市教育局按照市防指指令组织停课，安置滞留师生，组织

留校师生开展自救互救。 加强对幼儿园、小学等未成年人集中区

的指导帮扶，及时提请市防指协调救援队伍协助开展救援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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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９）市民政局指导内涝风险区域内养老机构做好人员转移安

置工作。

（１０）市经信局、武汉供电公司做好重点部门、各级防汛抗旱指

挥机构、城市生命线设施的供电保障工作。

（１１）市卫健委组织内涝风险区域内医疗机构做好人员转移安

置工作；指导各区、各部门做好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组织生活饮

用水卫生监测工作。

（１２）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１３）市交通运输局做好管辖范围内道路维护和保通，根据市

防指指令及时封闭危险道路，及时组织地铁线路停运，撤离疏散受

困群众；按照要求做好转移疏散的运力保障；通知运输单位及时停

运。

（１４）市文旅局按照市防指指令及时关停旅游景点，撤离疏散

群众。

（１５）市公安交管局做好可能发生积水路段、桥隧的交通管控

工作，保证车辆运行安全和主要交通干道畅通。

（１６）市城投公司做好经营范围内供水、供气保障工作，尽快修

复出险设施。

（１７）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武汉分公司调集力量保护

加固内涝风险区域内的通信设施，加派力量抢修损毁设施；调集移

动通信设备保障重点部门、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其他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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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通信畅通。

除上述应急响应措施外，市防指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研

判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超标降雨灾害风险，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各区防指比照市防指调度层级，进行指挥调度，按照市防指统一部

署，根据市防指各相关成员单位的具体工作部署安排，组织区防指

成员单位开展超标降雨灾害应对工作。 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落

实 ２４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提前预置应急机动力量，备齐装

备物资，随时准备投入超标降雨灾害应急工作。

３．响应终止。 本轮超标降雨基本结束，城市渍涝清除，险情、

灾情得到控制，灾民得到妥善安置，经市防指指挥长同意后终止应

急响应。

五、能力建设

（一）通信与信息保障

在各级防指及其成员单位之间建立反应快速、稳定可靠的应

急通信系统，确保应急处置通信畅通；在抢险救灾现场建立和配置

移动式气象监测站和流动气象服务台，为现场抢险救灾提供气象

服务支持；有关单位加强对重要通信设施、传输线路和技术装备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配置备份系统，建立健全紧急保障措施。

（二）应急支援与保障

市应急局负责建立与公安、卫健、交通运输等部门和武汉警备

区、武警武汉支队、中国安能武汉公司、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的

协同指挥调度和应急联动机制。 根据《武汉市自然灾害紧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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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工作导则（试行）》，督促各区落实灾害救助安置责任，完善区

级和高风险区域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方案，切实做到“七有” （有分

管领导、有集中安置点位、有应急转移路线、有入户宣传方案、有安

置管理机制、有车辆和救灾物资储备、有卫生防疫措施），确保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督促各区做好街道（乡镇）、社区（村）与

全市地铁站点的工作对接，开展常态化应急救援演练，落实地铁内

涝就近处置力量，确保地铁运行安全。

部队超标降雨灾害抢险救援队伍由武汉警备区负责组建，由

市防指调动执行抢险救援行动。 同时，武汉警备区按照一、二、三

梯队组织民兵抢险队伍，根据需要投入使用。

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结合各自职责，按需组建机动应急队伍，

根据超标降雨灾害抢险救援工作需要投入使用。

各区负责以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企业为单位组建区级

超标降雨灾害快速反应队伍，受区防指统一指挥，队伍组建情况和

集结出动方案报市防指备案。

（三）专家储备与保障

建立市级超标降雨灾害应急专家咨询机制，成立专家组，负责

对超标降雨灾害成因及其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对超标降雨

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参与对超标降雨灾害应急处置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指导公众开展应急知识教育和

应急技能培训。

（四）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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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部门负责编制超标降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经费预算，

纳入同级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

规定做好相关资金拨付及监督管理工作。

（五）物资保障

根据我市超标降雨灾害特点，按照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

合、生产能力与技术储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

式，各区、各部门合理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物资，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建立信息数据库以及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确保应

急处置调用及时、抢险到位。 鼓励和引导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居民家庭储备基本应急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超标降雨灾害提供物资

捐赠和支持。

（六）避护场所保障

各级政府要根据防御超标降雨灾害的需要，指定或者建设适

度的应急避护场所，设置应急避护场所的标志，明确有关责任人，

完善应急避护场所维护管理办法和开放关闭程序，确保紧急情况

下安全、有序使用应急避护场所。

六、灾后处置

发生超标降雨灾害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积水

区域生活供给、卫生防疫、物资供应、治安管理、恢复生产生活等善

后工作。

（一）灾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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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降雨发生后，发生严重积水情况的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

救灾指挥部，负责灾害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保证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需求，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重大疫情、病情实施

紧急处理，防止疾病的传播、蔓延。

（二）抢险物资补充

超标降雨灾害过后，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查清、汇总抢

险救灾物资的消耗情况，及时补充到位。

（三）损毁工程修复

对遭到超标降雨灾害损毁的电力、通信、气象、水文等基础设

施，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尽快组织修复并尽快投入正常使

用。

（四）征用补偿

超标降雨灾害应急工作结束后，实施征用的市、区人民政府要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返还被征用的财产；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

损、灭失的，实施征用的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规定给予补偿。

（五）调查、评估和总结

各级指挥机构应当建立超标降雨灾害应对工作评价制度。 发

生超标降雨的当年，应组织对灾害应对各方面和各环节工作进行

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对超标降雨应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以进一

步做好超标降雨应对工作。

七、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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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各区防指、市防指各成员单位要

参照本预案，结合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制订本辖区超标降雨灾害

应急预案和本系统、本行业、本单位超标降雨灾害专项应急预案，

并报市防指备案。 市防办要加大统筹协调督办力度。

附件：武汉市超标降雨城市内涝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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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汉市超标降雨城市内涝风险图

　 　 备注：此图以武汉市百年一遇雨型（即：最大小时降雨 １２６ 毫米，最

大 １ 日降雨 ３６５．４ 毫米，最大 ３ 日降雨 ５０８．９ 毫米，最大 ７ 日降雨 ６６９．７ 毫

米）为设定条件，通过模型演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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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