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国灾险普办发〔２０２０〕１号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组、技术组职责及
人员组成»和«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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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１２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经国务

院领导同志同意,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

小组批准,现将«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组、技术组职责及人员组成»和«国务院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予以印发.请

各地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抓紧成立省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组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职责,确定人员,

落实经费,保证人财物及时到位,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８日前将省级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名

单报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１．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组、技术组职责及人员组成

２．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规则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

(联系人及方式:周洪建　０１０－８３９３３６２９,胡海洋　８３９３３８７７,

８３９３３６３１‹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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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组、
技术组职责及人员组成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１２号)精神,成立国务院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普查办).

一、机构职责

普查办是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的组织、协调和实施,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

案,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具体职责包括:

(一)组织拟定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规范性文

件、工作制度.

(二)组织编制国家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实施

方案、技术规范(规程);负责省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的备案;组织国家级普查任务的实施,指导地方普查任务的实施.

(三)编制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宣传方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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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织开展新闻宣传、舆情引导和业务培训等工作.

(四)编制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计划,统筹

经费预算编制、上报工作;指导审核各地编制本地区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计划及年度普查计划.

(五)组织收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基础资料;

负责普查基础底图和必要的空间要素信息制备等.

(六)组织制定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审核、

验收和汇交办法;负责国家层面各部门和单位普查成果的检查;指

导省级普查机构对市(县)级普查成果的检查验收.

(七)组织开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库、成

果库、软件系统等.

(八)负责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等各类成果

汇总、分析;负责国家级普查资料归档、成果编制等.

(九)负责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总结,按规

定开展奖励表彰等工作.

(十)承担领导小组和应急管理部交办的相关任务等.

二、工作组职责

按照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需要,普查办设

立综合组、调查组、评估组、软件系统与数据库组、数据与成果应用

组、培训与宣传组、行业协调组等７个工作组,分工负责普查的具

体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

(一)综合组.负责普查工作组织协调、工作进度安排、文件起

—４—



草、简报编发、文件流转等工作;负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印章的管

理和使用;负责重要会议的会务工作和其他后勤保障工作;牵头督

促检查各级普查机构有关工作落实情况.

(二)调查组.组织研究制定调查方案、技术规范(规程)和实

施细则;组织实施普查试点;组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普查的清

查摸底、现场登记、质量抽查工作;组织调查成果的汇总和归档

管理.

(三)评估组.组织研究制定风险评估、风险区划、综合防治区

划技术规范(规程)和实施细则;组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相关

评估区划等工作;组织风险评估区划成果汇总和归档管理.

(四)软件系统与数据库组.负责组织普查软件系统的建设与

维护;负责普查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参与普查数据质量抽查;组

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普查数据处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五)数据与成果应用组.组织对各有关行业领域相关已有成

果、数据与图件的整理利用,制备必要的专题空间要素底图;负责

普查数据的管理与共享;参与普查数据质量抽查;组织开展普查成

果的开发利用工作,指导各地推广应用普查成果.

(六)培训与宣传组.组织编制普查培训材料,开展国家级培

训工作;负责研究制定普查宣传工作方案,制发普查宣传品;负责

普查网站的建设与运维;协调普查成果发布、解读和舆情应对;组

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培训与宣传工作.

(七)行业协调组.负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间工作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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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任务推进等工作.

三、技术组职责

为强化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和统筹,普查办设立技术组,负责

普查实施方案论证、技术规范审核论证、地方实施技术指导工作,

研究提出普查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组依托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技术组组建,

由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气象、林草、地震等部门和单位技术专家组成.

四、普查办人员组成

普查办设在应急管理部,设主任１名,副主任和成员若干名.

普查办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负责普查办日常工作.主任负

责召集和主持普查办全体会议和工作会议,负责审签普查办重要

公文.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并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范围内的

工作;受主任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可代表普查

办参加有关活动;负责审签普查办有关文件.人员组成如下.

(一)主任

郑国光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二)副主任

殷本杰　常务副主任,应急管理部监测减灾司司长

李海南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二级巡视员

王士杰　应急管理部规划财务司一级巡视员

魏振宽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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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艺　应急管理部监测减灾司副司长

张学权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

吴　健　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

(三)成员

刘　明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

何亚琼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

熊自力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副司长

齐　平　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副司长

齐燕红　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副主任

王英姿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

周荣峰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

万海斌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督察专员

刘莉华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

王明华　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

赵千钧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副局长

梁晓捷　工程院一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

赵志强　气象局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

张扬民　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副司长

周鸿升　林草局防火司司长

李广辉　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副司长

(四)普查办部门联络员名单

蒋　韧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应急处处长

—７—



曲国燊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调研员

林芳芳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应急处四级调研员

张会昌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四级调研员

张　婷　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三级调研员

陈　明　生态环境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处长

陈国义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处长

杨　亮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处长

许　静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处长

秦兴国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副处长

周洪建　应急管理部监测减灾司风险评估处负责人

万忠兵　统计局农村司农业生产处处长

赵　涛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资源环境处副处长

王晓俊　工程院一局咨询处二级调研员

章建成　气象局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处长

张　合　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应急处处长

贺　飞　林草局防火司处长

黄阳芬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场环境保障局气象海洋处正

团职参谋

马　干　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四级调研员

(五)技术组

史培军　组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青海师范大学校长

汪　明　召集人,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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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华　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杨赛霓　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

廖永丰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研究员

赵　飞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研究员

房　浩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副处长、高工

韩　冰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高工

刘　强　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处长、高工

张　尧　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副研究员

潘　蓉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处长、研究员

李　亮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室主任、高工

史铁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鉴定和加固改造中心

主任、教授级高工

王圣伟　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道路所副总工

杨　峰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处长、研究员

苏　航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郭　良　水利部减灾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沈福新　水利部水规总院副处长、研究员

王国复　国家气候中心处长、研究员

赵鲁强　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总工

杨雪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教授级高工

孙志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高工

戴君武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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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峰　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研究员

(六)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

综合组、调查组、评估组、软件系统与数据库组、数据与成果应

用组、培训与宣传组以应急管理部及相关技术支撑单位人员为主;

行业协调组以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水利、气象、林草、地震等部门和单位的相关人员为主.普查

期间实行临时集中办公,具体名单由普查办主任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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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１２号)精神,成立国务院第

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普查

办).为保障普查办正常运行,科学、有效地组织开展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制订本规则.

第二条　普查办是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在领导小组的领导

下开展工作,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第一次全国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组织、协调和实施,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

的建议方案,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

他事项.

第三条　普查办要加强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加

强对地方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的检查指导.

第二章　机构职责与分工

第四条　普查办设在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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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普查办设主任１名,常务副主任１名,副主任和成员

若干名.

第六条　普查办实行主任负责制,主任负责普查办日常工作.

第七条　主任负责召集和主持普查办全体会议和主任办公会

议,负责审签普查办重要公文.

第八条　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范围

内的工作,或受主任委托负责其他方面专项任务;可代表普查办参

加有关活动;负责审签普查办有关文件.

第九条　成员协助主任、副主任工作,并受主任、副主任委托

负责处理有关方面的工作.

第十条　普查办由应急管理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统计局、中科院、工程院、气象局、能源局、

林草局、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战场环境保障局、地震局等部门和单

位组成.

第十一条　普查办下设７个工作组,分别是:综合组、调查组、

评估组、软件系统与数据库组、数据与成果应用组、培训与宣传组、

行业协调组.

第十二条　普查办下设工作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

组长工作.各工作组职责分工如下:

综合组:负责普查工作组织协调、工作进度安排、文件起草、简

报编发、文件流转等工作;负责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印章的管理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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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负责重要会议的会务工作和其他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督促检查

各级普查机构有关工作落实情况.

调查组:组织研究制定调查方案、技术规范(规程)和实施细

则;组织实施普查试点;组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普查的清查摸

底、现场登记、质量抽查工作;组织调查成果的汇总和归档管理.

评估组:组织研究制定风险评估、风险区划、综合防治区划技

术规范(规程)和实施细则;组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相关评估

区划等工作;组织风险评估区划成果汇总和归档管理.

软件系统与数据库组:负责组织开发普查软件系统;负责普查

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负责普查成果国家级数据库和共享服务系

统的建设与维护;参与普查数据质量抽查;组织指导各级普查机构

开展普查数据处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数据与成果应用组:组织对各有关行业领域相关已有成果、数

据与图件的整理利用,制备必要的专题空间要素底图;负责普查数

据的管理与共享;参与普查数据质量抽查;组织开展普查成果的开

发利用工作,指导各地推广应用普查成果.

培训与宣传组:组织编制普查培训材料,开展国家级培训工

作;负责研究制定普查宣传工作方案,制发普查宣传品;负责普查

网站的建设与运维;协调普查成果发布、解读和舆情应对;组织指

导各级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培训与宣传工作.

行业协调组:负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间工作协调、任务推

进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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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普查办设立技术组,强化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和

统筹,负责全国普查实施方案论证、技术规范审核论证、地方实施

技术指导工作,研究提出普查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组由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

运输、水利、气象、林草、地震等行业部门和单位推荐技术专家

组成.

第十四条　视普查工作需要,不定期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邀

请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信息化等领域国内权威专家参

加,重点就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政策与重大技术问题为普

查办提供决策咨询.

第十五条　普查办与各成员单位建立联络员制度.联络员具

体负责本部门与普查办的工作联系与协调.

第十六条　普查办组成部门(单位)可视情向本系统行文,指

导系统内各级部门和基层单位按职责积极做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第十七条　普查办组成部门(单位)和人员依照本规则,按照

各自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履行岗位职责,通力协作,密

切配合.

第三章　会议制度

第十八条　普查办实行普查办全体会议、主任办公会议、办公

例会和专题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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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普查办全体会议由主任或常务副主任召集并主

持,参会人员为主任、副主任和成员.主要传达上级指示、集中学

习文件、通报重要事项、审议并研究决定重大事宜、部署重要工作.

普查办全体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第二十条　主任办公会议由主任或常务副主任召集并主持,

参会人员为主任、副主任和有关人员.主要传达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同志对普查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总结阶段性工作情况,通报

工作进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部署、安排有关工作事项.

主任办公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１次.如遇特殊情况,可按需

临时召开.

第二十一条　办公例会由常务副主任或副主任召集和主持,

参会人员为副主任、各工作组组长及技术组组长,视情由工作组相

关人员参加.主要内容是总结一周工作,听取各工作组上周工作

完成情况和下周工作计划汇报,听取并讨论各工作组提出的相关

问题,布置下周工作任务;研究处理日常有关事项;提出重大问题

的建议报主任办公会议.

办公例会原则上每周召开１次.

第二十二条　专题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召集并主持,参加会

议人员由召集人确定,主要落实普查办全体会议、主任办公会议的

决定,协调处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意见建议.

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第二十三条　普查办全体会议、主任办公会议和办公例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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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由会议召集人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综合组负责,须指定专

人记录,会议纪要由召集人签发.

专题会议的议题由召集人确定,会议的组织工作和会议纪要

的撰写由相关工作组负责,会议纪要由召集人签发.

传达、贯彻会议做出的决定事项,以会议纪要为准.

第二十四条　会议召集人应责成有关工作组、部门和单位提

前２天将会议讨论文件提交与会人员,参会人员需做好相关准备

工作,严格遵守会议规定时间.

对于会议研究、讨论的事项,参会人员须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

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传达和扩散.

第四章　公文行文、审批、印发及归档

第二十五条　普查办行文种类分为:请示、报告、通知、函、通

告、会议纪要、简报等７种.

第二十六条　普查办文件的批办工作由综合组归口管理,严

格按照普查办公文审批规程进行流转.

第二十七条　以普查办名义发文,由公文承办工作组起草,综

合组校稿,分管副主任审核后送常务副主任签发;发文内容涉及其

他工作组的工作事项,须经相关副主任审核后签发.

重大事项、普查办发布的决定和有关规章,应由常务副主任审

核后送主任签发;简报由普查办常务副主任签发,重要简报由常务

副主任审核后送主任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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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国务院或领导小组审批的公文,由领导小组副组长签发.

发文内容涉及其他部门及工作组、技术组职责范围,承办工作

组应主动与相关部门或单位协商一致.

普查办内设工作组不得以工作组名义对外行文.

第二十八条　普查办公文的发送范围:

请示:报送上级领导机构.分送主任、副主任和有关人员.

报告:报送上级领导机构.分送主任、副主任和有关人员.

通知:根据需要发送各省级普查机构、普查办组成部门以及有

关单位.分送主任、副主任、有关人员或全体人员.

函:根据主(抄)送机关发送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分送全体

人员.

通告:根据需要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也可在普查系统内部

发布.

会议纪要:发送主任、副主任及成员,各工作组组长、副组长,

技术组,必要时可抄送各省级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报:报送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发送各省级普查机构.分送主

任、副主任及成员,各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必要时抄送技术组.

第二十九条　公文承办工作组决定所承办的公文是否上网或

对外公布,并在发文单上注明.

第三十条　公文承办工作组负责在公文签发后的半个月内,

归档由签批人手签的签批原件１份,纸质印刷成品文件３份.

第三十一条　外部来文的接收、编号、登记、传递、分办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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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综合组负责.领导小组下发的公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

省级普查机构报送且需办理的公文,综合组按办文程序批转,并负

责督办.

各工作组不得自行受理应由普查办办理的公文.

第三十二条　普查办主任、副主任在审批公文和内部请示或

报告时,对一般性文件和报告,圈阅表示“已阅知”;对主管工作组

呈报的请示,要签批明确意见,如只圈阅则表示“同意”.

第五章　印章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

导小组”印章和“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章,由综合组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和使用.

第三十四条　印章的日常使用应建立严格的用印登记审批

制度.

使用领导小组印章需经领导小组组长或组长委托的副组长在

其职权范围内签批.使用普查办印章需经副主任报主任或常务副

主任在其职权范围内签批.

第三十五条　如需将印章或印模携出普查办公室以外套印或

盖章,应由综合组负责派专人随同监印或盖章.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三十六条　普查办工作人员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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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认真落实普查办各项工作部署,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

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

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

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第三十七条　普查办工作人员要勤政廉政,严格执行中央有

关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领导干部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

相关廉政工作规定和要求.加强内部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

违规或不当的行为.

第三十八条　普查办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普查办决定,如有

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不得对外公开发表与普查办决定相违背

的言论.涉及未经普查办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国家未公

开发布的普查数据,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引用或发表.

第三十九条　普查办组成部门及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普查对象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因履行职责掌握的普查信

息等.

第四十条　普查办工作人员赴地方检查指导工作时,应严格

查实情、摸实底,谦虚谨慎,对重大问题和职责权限范围以外的事

情要及时请示报告.每次检查指导必须按要求写出书面情况报

告.出差期间的食宿应按有关规定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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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普查办组成部门要积极配合推动各级部门已有

基础数据和各类普查成果的共享应用.

第四十二条　普查办建立外出及考勤管理制度,全体工作人

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岗位.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工作制度未尽事宜,参照应急管理部有关制

度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由普查办综合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执行.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
管理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０日印发

承办单位:监测减灾司 经办人:胡海洋 电话:８３９３３８７７ 共印３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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