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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强降雨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省政府安委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强降雨

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鲁安办明电〔2021〕25 号）、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重要提示》、《中共枣庄市委办公

室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市气象台 7 月 11 日

17 时 20 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

（第 29 期）》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迅速抓好贯彻

落实。

一要引起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做好强降雨安全防范工作的

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强化领导、强化

责任，结合本街道、本行业领域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有效应对

措施，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层层落实责任和防范措施，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不因强降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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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损失。

二要强化安全管理。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气象、水

务、水文）等部门要加强与市有关部门、监测机构沟通联系，

及时掌握强降雨天气动态、强度及影响范围，做好短临预报预

警工作。各街道和区各部门单位要周密部署，指导和督促企业

做好防范工作，加强动火作业和日常用电、用油、用气的安全

管理，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要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供

水供电、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的安全生产，认真落实强

降雨天气条件下的应对措施，紧急时刻要立即撤人，坚决避免

人员伤亡事故。消防、特种设备、旅游等行业领域，都要做好

关键部位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切实防范事故发生。

三要做好防汛准备。区、各街道辖区内所有防汛行政责任

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要全部在岗到位，全面掌握负责

范围内防汛工作。要高度关注河道水情，提前提闸或塌坝预泄，

确保河道行洪排涝畅通。要加强巡堤查险，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要对水库特别是小水库、塘坝安排专人盯守，紧盯山洪地质灾

害易发区域，一旦发生险情要提前转移下游群众。要做好农田

内涝防范工作，及时清理疏通农田排水系统。要对城市生命线

工程、城市低洼易涝地区、地下商场、下沉式广场、立交桥等，

提前落实防洪排涝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加强交通管

控，及时发现和排除险情，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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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四要抓好防暑工作。针对近期全市气温持续较高的实际，

各街道和区各部门单位要密切关注高温天气情况，及时发布高

温预警信息，做好中暑防范工作。所有室外作业要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落实每一位工作人员的防暑降温物品，合理调配作业

时间，避免高温时段室外作业。要积极改善劳动作业条件，减

轻劳动强度，努力为室外工作人员创造良好的作业和休息环

境。

五要加强应急值守。各街道和区各部门单位要加强应急值

守工作，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随时关

注天气变化情况，确保通信联络畅通。要严格落实防汛联合值

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及时。一旦发生紧急突发事

件，要及时、规范、准确、全面上报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

报、迟报、错报。各级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储备单位要做好应

急救援的充分准备，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迅

速出动、高效处置，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枣庄高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枣庄高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枣庄高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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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发电

山 东 省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发电单位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签批盖章

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等级 特急·明电 鲁安办明电〔2021〕25号

报：省政府安委会主任、副主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抄：省安全生产专项督导工作专班。

关于做好强降雨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据气象部门预报，7 月 11 日-13 日和 14 日-17 日，华北地

区将出现两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山东中西

部有大到暴雨，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此次强降雨过程，及时启

动应急机制，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强调如下：

一、强化监测预报预警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监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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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及时

通过新闻媒体、网站、短信、微信等平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提

醒公众科学防范，有效避灾避险，确保预警信息实现全覆盖、无

盲区、无死角。要充分发挥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作

用，落实包保责任，及时发送预警信息，做到群众转移“方向对、

跑得快”，坚决避免群死群伤。

二、强化防汛应急准备

各级防汛责任人要靠前指挥，抓紧了解工作情况、熟悉应急

预案、查找整改薄弱环节，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要严格执行

水库汛限水位规定，严禁违规超限蓄水运行。要科学调度水利工

程，切实做好河道安全行洪和排涝减灾各项工作，及时开启拦河

闸坝，确保河道行洪通畅。要全面落实城区河道、易涝点、地下

商场、危旧房屋、棚户区以及地铁、机场、下沉式立交桥等城市

重点部位排涝措施，保障城市正常运行。要提前清理疏通河道、

田间沟渠及阻水障碍，强化涵闸、泵站等工程调度，充分发挥排

涝工程作用，将内涝积水对居民生活、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

三、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责任，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安全生

产有关规定。矿山领域，严格执行大暴雨停产撤人制度，加强矿

井采空区、塌陷区、积水区和尾矿库坝体及周边山体、排土场的

安全巡查监测，坚决防止溃水淹井、溃坝漫坝事故发生。危化品

领域，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技术规程，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水、防潮



— 3 —

等措施，雷雨情况下坚决禁止油、气储罐装卸。建筑施工领域，

大风雷电天气一律停止户外高空作业，一律停用塔吊、升降机等

机械设备，危险地带人员一律立即转移避险。其他行业也要结合

各自行业特点，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四、强化防暑降温措施

近期，我省气温持续较高，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

情况，及时发布高温预警信息。室外作业单位要采取相关防暑降

温措施，避开中午前后的高温期，工地上要备有充足的开水和防

中暑的药品。密闭环境作业要加强工作环境气温监测,防止因高

温导致缺氧、中暑等人身伤害事件，确保人员作业安全。

五、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

要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值班值守力量，

严肃值守纪律和相关信息报送规定，及时收集核实汛情、险情、

灾情信息，提高信息报送时效，特别是遇突发险情、灾情，必须

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0 日



重 要 提 示
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 7月 11日

枣庄市防指：

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 11 日夜间到 7月 12 日白

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其中

德州和聊城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40～80 毫米局

部 100 毫米以上），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和滨州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5～30 毫米局部 50～100 毫

米），东营、淄博、潍坊、枣庄和临沂有小到中雨（5～

15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30～50 毫米，伴有雷电。

13 日我省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14～15 日，我省中

西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涉及范围

广、过程雨量大，极易引发洪涝灾害。为切实做好防

范工作，省防办提示：

一、辖区内所有防汛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

巡查责任人要全部在岗到位，全面掌握负责范围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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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防台风工作，认真履职尽责。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联合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调度及时。要及

时、规范、准确、全面上报信息，坚决杜绝瞒报、漏

报、迟报、错报。

二、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提早

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切实落实防范应

对措施。

三、要高度关注河道水情，提前提闸或塌坝预泄，

确保河道行洪排涝畅通。要做好防汛物资和队伍准

备，加强巡堤查险，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四、要对水库特别是小水库、塘坝安排专人盯守，

提前转移下游群众。

五、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

六、要提前做好农田内涝防范工作，及时清理疏

通农田排水系统。

七、要加强隐患排查，涉水景区要提前关闭，并

采取交通管制；必要时采取停工、停业、停产、停课、

休市等措施。

八、要对城市生命线工程、城市低洼易涝地区、

地下商场、地下影剧院、下沉式广场、立交桥等，提



前落实防洪排涝措施，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加强

交通管控，及时发现和排除险情，保障城市正常运行

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九、要根据预测预报，提前在危险区域预置抢险

救援力量，确保险情及早处置。

十、要严肃工作纪律，确保工作指令执行到位。

请速报市防指主要负责同志。

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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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枣庄市委办公室

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区（市）党委，枣庄高新区党工委，市直有关部门党组（党

委）：

据气象部门 7 月 11 日预报，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副高”）明显北抬，预计未来 4 天我省受其边缘雨带影

响，区域性降水过程频繁。11 日夜间到 12 日白天，我省中

西部地区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其中枣庄有小到中雨（5—

15 毫米），伴有雷电。13 日，我省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14—15 日，我省中西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

对此，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雨情、水

情、汛情、险情监测预报，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

警预报信息，切实做好应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要强化防汛应急准备，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面落实城区河

道、地下商场、下沉式立交桥等城市重点部位排涝措施，做

好各类防汛物质、装备的调运准备，将降雨对居民生活、生

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注意防范强降水重叠造成的次生灾害，

中 共 枣 庄 市 委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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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恶劣天气安全生产有关规定，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要严格执行防汛工作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

制度，加强值班值守力量，严肃值守纪律和相关信息报送规

定，特别是遇突发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

间处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中共枣庄市委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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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天气预报

(第 38 期)

枣庄市气象局 2021年 7月 11日

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枣庄市气象台 2021 年 7月 11 日 17时 20 分发布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受地面气旋影响，预计 12-13 日我市将出现平均风

力 4～5级，阵风 7级左右的偏南大风。请注意防范。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

2.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

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

3.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

4.行人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

搭建物等下面逗留；

5.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

预报员：刘建清 审核：苑文华 签发：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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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信息专报

第 29 期

枣庄市气象局 2021年 7月 11日

一、天气趋势

未来一周，我市多阴雨天气。12 日夜间至 13 日，受副高

外围西南急流影响，我市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降水过程。

二、具体预报

周一（12 日），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偏南风 4～5 级，

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 7～9 级，气温 28～33℃；

周二（13 日），阴有中雨，偏南风 4～5 级，气温 25～32℃；

周三（14 日），阴有阵雨，偏南风 3～4 级，气温 25～33℃；

周四（15 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阵雨，东南风 3～4 级，

气温 26～35℃；

周五（16 日），多云间阴，东南风 3～4 级，气温 26～33℃；

周六（17 日），多云，东南风 3～4 级，气温 25～32℃；

周日（18 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阵雨，东南风 3～4 级，

气温 25～32℃。

预报员：刘建清 审核：苑文华 签发：慈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