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明传电报 
               签批盖章  王坚  

等级                          西南局发明电〔2016〕454 号 

 

关于印发《民航西南地区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的
通知 
 

西藏区局、各监管局，西南空管局，各航空公司，民航飞行学院，

民航二所，各机场，各保障单位： 

     为提升民航西南地区应急管理工作水平，强化预案体系建设，

指导各单位做好各级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管理局组织编制了《民

航西南地区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

际，参照执行。 

    附件：民航西南地区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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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西南地区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西藏区局、各监管

局以及辖区各民航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编制工作，规定了应

急预案体系构成、编制程序和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以及附件。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应急预案编制依据 

根据预案编制单位不同，编制依据分为通用依据和针对

性依据。 

2.1 通用依据 

通用依据指对各预案编制单位均适用的法律、法规、规

章、标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和文件。 

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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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用航空应急管理规定》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 

 《中国民用航空局应对突发事件总体预案》 

2.2 针对性依据 

航空公司、机场、空管、航油、维修等单位均适用的针

对性依据，主要包括：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13） 

 地方政府、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本行业有关应急预案

及应急措施 

国资委监管的航空公司单独适用的针对性依据：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暂行办法》 

机场单独适用的针对性依据 

 《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  

（CCAR-139-II-R1） 

空管单独适用的针对性依据 

 《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规 则 》

（CCAR-93TM-R4） 

   《民航空管系统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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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预案编制程序   

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资料

收集、突发事件分析、应急任务分析、应急能力评估、编制

应急预案和应急预案评审 7个步骤。 

1. 成立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 

预案编制单位应结合本单位职能和分工，成立以单位主

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为组长，以应急管理负责部门为

主要牵头单位，相关部门人员参加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

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应急预

案编制工作。 

2. 资料收集 

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应收集与预案编制工作相关的法

律法规、技术标准、应急预案、国内外同行业突发事件资料，

同时收集本单位相关技术资料、周边环境影响、应急能力等

有关资料。 

3. 突发事件分析 

主要内容包括： 

（1）分析单位存在的危险因素，确定危险源； 

（2）分析单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类型及后果，并指



 

4 

出可能产生的次生、衍生事故 

（3） 评估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确定突发

事件响应等级 

4. 应急任务分析 

针对各个突发事件，分析每一阶段需要开展的应急任

务，承担该任务的责任部门、岗位和支持部门及其主要职责，

形成应急任务清单。 

5. 应急能力评估 

分析各项应急任务所需要的应急能力，在全面调查和客

观分析单位应急规划、组织与领导、人员、装备与系统、物

资、培训、演练等应急能力要素状况基础上开展应急能力评

估，并依据评估结果，修订应急任务并完善应急保障措施。 

6. 编制应急预案 

依据单位突发事件分析、应急任务分析及应急能力评估

结果，组织编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编制应注重系统性和可

操作性，做到与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预案相衔接。 

7. 应急预案评审 

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后，预案编制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评审、发布和备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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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急预案体系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西藏区局、各监管局以及辖区各

民航企事业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主要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

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 

1. 综合应急预案 

综合应急预案是各单位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主要从总

体上阐述应急管理工作的原则、程序与方法，内容主要包括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预案体系、突发事件分析、监测

与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恢复重建、应急保障、应急

预案管理等内容。 

2. 专项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是各单位为应对某一类或某几种类重大

突发事件，或者针对重要应急任务、重要设备设施、重大活

动等内容而制定的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主要包括应急指

挥机构及职责、处置程序、应急保障等内容。 

3. 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是各单位根据不同突发事件或应急任务

类别，而制定的具体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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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应急预案主要内容 

本指南仅指导各单位综合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编写，对

预案的格式和形式不做要求。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西藏区局、各监管局以及辖区各

民航企事业单位的综合应急预案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要

素： 

表  1  综合应急预案编制要点 

内容要素  编制要点 

编制目的 简述预案编制的目的。 

编制依据 

简述应急预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应急

预案等。 

适用范围
※
 说明应急预案适用的工作范围。 

应急预案体系
※

说明单位应急预案体系的构成情况，可

用框图形式表述。 

1. 总则 

应急工作原则 
说明单位应急工作的原则，内容应简明

扼要、明确具体。 

2. 突发事件分析
※
 

分析本单位面临哪些突发事件的威胁和

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种类，并合理将各类

突发事件分级 

3.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
 

明确单位的应急组织形式及组成单位或

人员，可用结构图的形式表示，明确构

成部门的职责。应急组织机构可设置相

应的应急工作小组，并明确各小组的工

作任务及职责。 

4. 监测与预警
※
 明确信息监测的主体、方式和流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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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突发事件紧急程度和危害程度确定预

警级别；明确预警信息发布的主体、方

式、内容和流程；明确采取的预警措施 

5. 信息报告
※
 

确 24 小时应急值守电话、信息接收、通

报程序和责任人；明确突发事件发生后

向上级主管部门、上级单位报告信息的

流程、内容、时限和责任人；明确突发

事件发生后向本单位以外的有关部门或

单位通报信息的方法、程序和责任人。 

响应分级 

针对突发事件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单

位控制事态的能力，对应急响应进行分

级，明确分级响应的基本原则。 

响应程序 

根据响应级别，描述响应启动、应急救

援、扩大应急等响应程序；明确不同响

应等级下的各主要负责人及主要部门的

响应程序。 

处置措施 
针对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措

施，明确处置原则和具体要求。 

6. 应急响应
※
 

应急结束 

明确应急响应结束的条件和相关后续事

宜；明确发布应急结束命令的组织机构

和程序。 

7. 信息公开
※
 

明确向有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通报事

故信息的部门、负责人和程序以及通报

原则 

8. 后期处置
※
 

明确应急结束后，调查评估、生产与秩

序恢复、善后赔偿、恢复重建等内容 

9. 保障措施
※
 

明确通信与信息保障、应急队伍保障、

物资装备保障、经费保障、交通保障、

后勤保障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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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急预案管理 
明确应急预案培训、演练、修订、备案

和实施等内容。 

 带※的为关键内容要素，预案中必须体现 

六、专项应急预案主要内容 

本指南仅指导各单位专项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编写，对

预案的格式和形式不做要求。 

表  2  专项应急预案编制要点 

内容要素  编制要点 

1. 突发事件分析
※
 

客观地分析本预案适用的突发事件类型和种类；合

理将本预案适用的突发事件分级；针对本预案适用

的突发事件，分析其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严重程度、

影响范围等。 

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
 

明确应急指挥机构总指挥、副总指挥以及各成员单

位或人员的具体职责；如应急指挥机构设置应急救

援工作小组，明确各小组的工作任务及主要负责人

职责；保证应急指挥机构与综合预案有效衔接。 

3. 监测预警
※
 

明确信息监测的主体、方式和流程；明确预警的等

级及预警信息发布的主体、方式、内容和流程；明

确不同预警等级下，需要采取的预警措施。 

4. 信息报告
※
 

明确本单位 24 小时应急值守电话；明确本预案中

信息通报的要求、流程和责任人，向上级主管部门、

上级单位报告信息的流程、内容、时限和责任人，

向本单位以外的有关部门或单位通报信息以及发

出请求支援的方法、程序和责任人。 

响应分级 

依照综合应急预案，明确本预案的响应分级； 

并与上级机构或其他单位的应急响应分级衔接，明

确响应升级的启动条件及接口单位。 

5. 应急响应
※
 

响应程序 明确描述不同响应等级下的响应启动、应急指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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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启动、应急救援、扩大应急等响应程序；明确描

述不同响应等级下的各主要负责人及主要部门的

响应程序。 

处置措施 

针对突发事件，制定针对性强、符合实际、科学合

理、全面的应急处置措施，明确各项措施的责任主

体及工作要点。 

应急联动 

明确本单位与相关机构的应急联动方式；明确本预

案与相关机构应急预案的衔接接口；明确本单位负

责应急联动事务的部门及工作要点。 

6. 应急结束
※
 

明确本预案应急响应结束的条件和发布命令的组

织机构及程序。 

7. 后期处置 
明确应急结束后，调查评估、生产与秩序恢复、善

后赔偿、恢复重建等内容 

8. 保障措施 

明确本预案中应急处置活动对物资、装备、人员等

方面的要求；明确各项措施的责任主体及工作要

点。 

9. 应急预案管理 明确本预案制定、修订、实施、发布、解释等事宜。

 带※的为关键内容要素，预案中必须体现 

六、现场处置方案主要内容 

各单位按照自身运行实际，根据现场工作岗位、组织形

式等，采用检查单等多种形式，编制现场处置方案。本指南

不再做具体要求。 

附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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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减少

事件及其造成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2. 应急响应  

针对发生的突发事件，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

动。 

3. 处置措施  

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降低事件造成的损失

或危害，防止事件扩大，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或行动。 

4. 应急演练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情景，依据应急预案而模拟开

展的应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