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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人民的 ‘守夜
人’， 我们按照 ‘全灾种、 大应
急’ 的要求， 全力做好应急救援
力量建设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
各项工作。”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救援队伍建设处处长陈磊钢这样
介绍处室的主要工作内容。

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 面
对首都地区应急救援力量地位作
用更加凸显 、 建设环境更加优
化、 标准要求更高的实际， 市应
急局救援队伍建设处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 发挥首都优势、 聚焦提
质增效、 加强统筹协调， 紧紧围
绕应急救援力量的体系建设， 在
能力提升 、 装备配备 、 基地建
设、 指挥调用、 经费保障等方面
狠抓落实。

目前， 全市初步形成了专常
兼备、 平战结合、 空地一体的应
急救援力量体系， 建立了政府与
企业相结合的保障模式， 健全了
上下联动、 部门协作、 军地融合
的救援力量指挥调用机制， 应急
救援力量的综合应急能力不断提
升 ， 突发事件应对水平大幅提
升。

填补首都航空应急救援
空白

“直升机出动， 开始执行任
务！” 清明节前， 在昌平区十三
陵镇的定陵机场， 北京市航空应
急救援队副队长李卓辉一声令
下， 一架直升机起飞， 如雄鹰盘
旋， 前往 “火场” 进行模拟空中
侦察……

这支北京市航空应急救援队
的组建， 就是由市应急局救援队
伍建设处主导完成的。 “队伍都
没有， 哪里还谈得上体系。” 面
对当时仍处于空白状态的航空应
急救援力量， 市应急局救援队伍
建设处处长陈磊钢介绍， 如何建
队伍、 建什么样的队伍是当时最
先要解决的问题。

北京地区天干风大， 防灭火
力量少、 任务重， “以水灭火”
仍是当前最佳的战法， 直升机灭
火无疑是效率最高的森林灭火手
段。 因此， 建立一支以森林灭火
为核心任务的航空应急救援队伍
成为最迫切的需求。 经过多方的
前期沟通与协调， 2019年11月27
日， 北京市航空应急救援队正式
成立。 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应
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
通航运营公司和通航服务公司派
驻人员共45名 ， 采用 “合署办
公、 统一管理” 的模式， 共同担
负以森林灭火为核心的综合航空
应急救援任务。

陈磊钢说： “航空领域本就
具有 ‘专业性强、 花费高’ 的特
点， 如若抛开现有资源 ‘从零开
始’， 显然不现实。 在摸清全市
航空应急救援资源底数的基础
上， 本着 ‘不为我所有， 但为我
所用’ 的思路， 市应急局决定将
直升机租赁及运营保障等工作，
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完成 。”
目前， 由拥有直升机、 机场并可
提供机长、 机组人员， 具备救灾

专业能力的通航公司负责提供2
架直升机及相应的机务人员， 并
负责直升机维修保养等飞行保障
工作。

“在接到救援任务后， 所有
人员要在1小时内完成全部航前
准备工作。” 北京市航空救援队
副队长李晓清介绍说。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市航空
应急救援队已完成飞行训练演练
和空中巡查500多小时， 具备以
吊桶洒水方式为主的森林灭火实
战能力， 成为北京市航空应急救
援领域的一支常备力量。 未来，
航空队还将发展为兼具执行空中
紧急运输、 空中搜寻救助、 空中
特殊吊载等综合性救援任务的专
业队伍。

“通过北京市航空应急救援
队的建设， 形成了以森林灭火为
核心的综合应急救援力量， 填补
了首都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的空
白。” 陈磊钢说。

构建空地一体救援力量
体系

“点火， 消防员快速通过！”
当天， 在直升机升空模拟救援任

务的同时， 北京市森林消防综合
救援总队也开展了各项模拟实战
训练 ， 其中包括救援指挥所搭
建、 消防水泵架设、 火场心理行
为训练、 消防常规灭火作业、 无
人机火情侦测等。

市应急局救援队伍建设处副
处长刘尊涛介绍， 2019年12月4
日， 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正
式挂牌。 总队内设作训科、 保障
科、 综合办公室3个科室， 下设3
个支队9个中队27个班， 编配管
理干部34名， 队员300名。 主要
担负全市森林灭火的机动增援任
务， 重在增强机动能力、 专业素
养， 提高应对较大及以上森林火
灾能力， 同时兼顾洪涝、 地质灾
害、 抢险救灾等救援功能。

“市森防总队实行严格的军
事化管理， 完成单兵、 班组、 中
队3类7种课题训练， 12种52项科
目技能训练， 所属消防员全面掌
握灭火机具使用和班组、 中队配
合灭火战术。” 北京市森林消防
综合救援总队总队长靳玉光说。

截至目前 ， 总队全年按照
3∶7比例安排教育和消防专业训
练 ， 共计落实 232天 1856小时 。
完成空地协同、 冬奥会森林火灾
专业处置、 外围保障等6次综合
演练， 空中观察员、 指挥员和作
训参谋、通信参谋、仓储保管员等
5专题培训。 此外，总队还每月组
织队员体能考核、 阶段组织专业
考核，要求总评成绩良好以上。目
前所有消防员能全面掌握灭火机
具使用和班组、 中队配合灭火战
术 ，95%消防员个人成绩评定合
格以上。

北京市航空应急救援队和北
京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的建
设是北京市加速推进应急救援力
量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 此外，
市应急局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全
面开展战略合作， 组建了500人
的市级无人机侦测分队和森林灭
火综合救援队。 与此同时， 救援
队伍建设处持续加大应急志愿者
队伍管理服务力度， 推动社会应
急力量建设健康发展。 目前， 在
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实名注册的社

会应急力量达23支 、 志愿者4.5
万余人。

“我市充分利用各种应急救
援资源， 上下联动、 内外协作、
集成整合， 推动形成了以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 专业
应急队伍为骨干、 社会应急力量
为辅助、 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的
首都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陈磊钢
介绍说。目前，市级专业应急救援
队伍25支、6500余人，区级专业救
援队伍92支、7000余人，成为应对
处置突发事件的骨干力量。

“多支应急救援队伍已经建
立起了应急协同演练机制。” 陈
磊钢告诉记者， 救援队伍建设处
建立并完善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与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社
会应急队伍之间协同训练、 共同
救援等工作机制， 使各类应急救
援力量优势互补、 同向发力， 提
升了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整体水
平。

此外， 还建立了统一指挥、
分区联动、 快速响应的首都及周
边地区救援联动与协作机制， 建
立完善了首都应急指挥机构方案
和应对模式， 细化了应急处置工
作预案、 响应流程和救援措施。

打造安全救援领域技能
人才方阵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起来了，
如何建强成为了救援队伍建设处
的下一项重点工作。

“要建强队伍 ， 人才是关
键。” 陈磊钢说， 市应急局充分
发挥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在教育、
科研、 人才等方面的专业优势，
成立双方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的
共建合作领导小组并联合办公，
统筹规划和推进落实航空应急救
援队伍人才培养、 待遇保障、 学
科建设等相关事宜。 同时， 策划
了以调度指挥员、 飞行观察员、
空中任务员和行政后勤人员为主
的 “四类专业人员” 培养和管理
模式。 “针对飞行观察员急缺的现
状， 我们选拔了10名飞行观察学
员 ， 通过组织开办基础班和夜
校， 邀请特级飞行观察员来队授

课， 为其开展业务培训。” 陈磊
钢说。

这只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一
小部分， 在救援队伍建设处的推
动下， 落实了面向消防指战员的
子女入学 、 交通出行 、 旅游优
待、 落户进京、 家属随队等各类
优惠政策。 市应急局在整合集成
各方面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会同
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等14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 《北京市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保障办法 （试
行）》， 以此增强消防指战员的荣
誉感、 自豪感和职业吸引力。

“首都地区面临招录消防员
标准高、 本地青年报名人数少、
自身招录经验不足、 补录协调难
度大等现实问题。” 刘尊涛告诉
记者， 市应急局专门成立北京市
消防员招录工作领导小组， 自行
设计制作考核标识及考核器械，
购置心理测试和体能测试系统。
至今， 圆满完成了3批次消防员
招录任务 ， 共向市消防救援总
队、 森林消防机动支队和消防救
援学院输送优秀青年2000余名 ，
促进了队伍结构的整体优化。

2020年， 市应急局搭建应急
救援队伍实战训练比武的平台，
围绕陆地搜索与救援、 危险化学
品应急救援、 隧道救援、 水域搜
索与救援等4个竞赛类别， 组织
全市65支队伍、 707名队员进行
了本市首届安全应急领域应急救
援员职业技能竞赛， 打造新时代
首都安全救援领域技能人才方
阵。

近两年， 先后投入专项资金
1000多万元， 建立能力提升培训
机制， 以夯实基础技能、 提升专
业技能、 拓展综合技能为目标，
培训人员2100余人次。 今年， 计
划再培训600人， 不断提高应急
救援实战能力。

“今年我们计划开展应急救
援典型事迹宣讲， 引导广大应急
救援专业队员学习身边人、 感悟
身边事， 切实增强应急救援领域
从业人员的光荣感和自豪感。 建
强一支支应急救援队伍， 为首都
市民守好夜。” 陈磊钢说。

专题【人物】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张瞳│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张旭│２０2１年 4月 30日·星期五

当
好
首
都
人
民
的
﹃
守
夜
人
﹄

□

本
报
记
者
刘
欣
欣/

文
于
佳/

摄

—
——
记
北
京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救
援
队
伍
建
设
处

▲市应急
管理局救援队
伍建设处成员
合影

▲穿越火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