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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

（慈善组织）章程》之规定，协

会第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于6月

28日上午如期召开，本次会议特

邀河南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

社会工作处副处长王红芸莅临协

会指导工作，为协会各负责人答

疑解惑。

　　会中，王处长详细讲解了税

收优惠及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 ”确认工作有关要求，通俗

易懂地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中的相关政策要点，并

对协会今后的工作提出四点建

议，一要坚持学习政策，提升业

务能力，与时俱进地推动慈善工

作长期稳定发展； 二要强化品牌 

建设，积极谋划应急救援相关的

公益慈善项目，不断提高协会服

务社会能力；三要加强机构建

设，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协会有

序运转；四要配合监督检查，创

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做好重大活

动报备及信息公开，为我省慈善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通过此

次座谈学习，深感受益匪浅，陈

水全会长表示，王处长的到来真

是一场及时雨，给大家上了精彩

的一课，极大拓宽了认知层面，

有效提升了业务能力，着实鼓舞

了奋斗信心，代表协会向省民政

厅慈善事业社工处致以由衷的感

谢。(完)

省民政厅慈善社工处莅临协会指导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

事件系列重要论述讲话精神，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郑州

市特大暴雨灾害问题整改工作要

求，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走

深走实，郑州市二七区开展2022

年领导干部应急处突能力提升

“网络专题培训班”。

　　6月2日，河南省应急救援协

会会长陈水全应邀授课，主题为

“7·20”特大暴雨灾害整改应急救

援培训与加强城市防汛工作，全

区县各单位领导干部、中层干

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全体机关

干部、2021年招引的青年人才

等，共计3000余人，参加了本次

线上培训。

　　培训中，陈会长针对 “7·20”

特大暴雨灾害进行了剖析，阐述

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性，

并利用自己多年的应急工作经

验，重点讲解了突发事件中的领

导职责、城市减灾管理原则、应

急处置工作要点、自救互救知识

技能等课程，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机关干部的安全意识，有效推动

了应急处突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

的全面提升。(完) 

应急救援专题培训 加强城市防汛工作

强化安全风险意识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6月是第21个“安全生产

月 ”，为切实筑牢企业安全生产

防线，有效提高干部职工防灾避

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郑州交

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6月10日

开展 “2022应急能力提升专题培

训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会长

陈水全、导师郭瑶应邀为本次培



授课，该企业主管领导、部门负

责人、安全责任人等50余人参加

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课程分为两部分，

首先郭瑶导师向大家教授了止血

包扎、骨折固定、心肺复苏等院

前急救知识，并通过现场互动，

进一步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

性，熟练掌握了简单实用的日常

急救技能。随后，陈会长会长针

对汛期的防范要点、 紧急避险、

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讲

解，强调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

作的重要性，使参训人员熟悉和

掌握了防汛避灾常识和应急处置

程序，进一步提高了灾害应急处

置能力。

　　培训结束后，该企业负责人

高度认可培训成效，称此次培训

是给企业上了精彩的一课，极大

丰富了大家的急救知识，着实提

升了大家的安全意识，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和科教意义，真是一

场及时雨。陈水全会长表示，河

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将秉持初心，

践行责任，会更加广泛地为大众

科普应急安全知识和技能，竭力

为社会提供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援

服务。(完)



　　为贯彻落实 “两个坚持、三

个转变 ”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提

升全区防汛应急能力，由郑州市

惠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主办，惠

济区应急管理局承办的“2022 年

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于6月15日开

展。惠济区委区政府、应急局、

民政局、科工局、住建局、交通

局、城管局、农委、政务和大数

据局、资源规划分局、消防救援

大队、惠金河务局、城北供电公

司、区政府办、林业和园林局、

商务局、文化旅游体育局、卫健

委、市场发展分中心等单位参与

本次演练，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

会长陈水全应邀现场观摩并对演

练成效做出评估。

　　惠济区委书记魏东任演练总

指挥，区委副书记、区长丁文霞

任现场指挥长。本次演练从发布

预警、落实防范措施，会商研

判、启动应急响应，部门联动、

实施救援抢险等方面进行，共设

置  2个项目 6个科目的演练场

景。参演人员围绕积水抽排、群

众转移、巡堤查险等方面开展演

练，以磨合指挥体系，检验应急

预案，锻炼抢险队伍，积累实战

经验。

　　魏东书记强调了 “未雨绸缪

强意识、同频共振聚合力、查漏

补缺提能力、铆足干劲抓落实 ”

四点防汛重点工作要求，以确保

防汛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陈

2022年郑州市惠济区防汛综合应急演练



　　2022年6月23日18时，济源

市应急救援协会接求助电话称，

五龙口镇王寨村一四岁半男童在

广利渠玩耍时失踪，疑似落水，

但是没有目击者，也无监控，急

需帮助搜救。济源市应急救援协

会向省协会报备后，立即调派济

源应急救援队前往事发地。

　　经一小时的驱车跋涉，济源

应急救援队到达广利渠，和消防

救援队会合，制定搜救方案后，

联合搜救。在疑似落水处，首先

进行水域 “地毯式 ”排摸，未发现

踪迹。广利渠水深约2米多，救

援人员同五龙口镇领导沟通后，

决定联系焦作市广利灌区管理局

放出渠水，然后跳入淤泥恶臭的

渠中再次搜寻，直至次日1时左

右，搜救无果。经协商，决定继

续放水，天亮继续开展行动。

　　24日凌晨5时，救援队员集

合后再次赶到广利渠进行搜寻，

最终在王寨村大桥下游发现溺亡

男童，逝者安息，救援行动结

束。(完)

水全会长在演练评估中表示，防

汛应急演练工作事关社会发展全

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

现，本次演练科学、合理、可操

作性强，达到了预期效果，并代

表河南省社会应急力量向演练的

圆满成功表示祝贺，同时希望政

社间能够形成默契的合作关系，

在今后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中，，更好地应对各类自然灾

害，为实现 “保民生、保稳定 ”、

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做出贡

献。(完)

济源五龙口水域搜救失踪男童



　　为全面提升水上应急救援能

力，基本形成统一领导、协调有

序、专兼并存、优势互补、保障

有力的应急队伍体系，依照河南

省应急救援协会防汛备灾训练计

划，郑州应急救援队于6月11日

在惠济区岗李水库开展2022第二

期水域训练活动。

　　在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会长

陈水全的带领下，17名队员参加

了本次活动。郑州雅航游艇销售

有限公司总经理牛其军应邀来到

训练现场，为大家培训舷外机的

日常维护与保养，以确保应急救

援装备保持在良好状态，能够随

时开展防汛应急工作。此次训练

组织有力、紧张有序，主要以舟

艇编队、团队协作等相关科目为

主，充分提高了队员相互间的配

合能力，增强了团队凝聚力和执

行力。

　　本期训练活动得到了郑州市

惠济区应急管理局、岗李水库、

郑州雅航游艇销售有限公司的倾

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完)

　　主汛期将至，为提升防汛应

急处置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打

造出关键时刻 “拉得出、顶得

上、打得赢 ”的综合应急救援队

伍，郑州应急救援队于6月25日

在郑州市须水河开展2022第三期

水域救援训练。

　　本次训练为期两天，由河南

省应急救援协会会长陈水全亲自

带队，15名队员参训，滑县应急

郑州应急救援队2022第二期水域训练

郑州应急救援队2022第三期水域训练



　　2022年六月份是第21个全

国 “安全生产月 ”，今年的活动主

题是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责任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传播应急

安全知识，增强全民自救互救能

力。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全专

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安专委 ”）

广泛开展了各类公益性培训活

动。

　　为认真学习贯彻《新安全生

产法》，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安

全意识和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6月1日，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应急安全知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
六月份工作总结报告

救援协会会长赵彦军为大家现场

指导。通过“理论讲解+实操实练

+综合演练”的模式，贴近实战、

突出练兵，设置了定向救援、O

型救援、活饵救援、翻船自救等

多项课目，出动冲锋舟艇、水上

救援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各类抢

险救援车辆十余台（套）。

　　此次训练充分检验了救援队

伍水域救援水平，达到了以练为

战的目的，有效提升了在抗洪抢

险中的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好

防汛备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完)



识培训，安专委应邀对消防安全

和突发情况下如何自救等知识进

行了讲解，同时，举行了地震应

急疏散演练。

　　6月16日，安专委应濮阳市

公安局邀请为全市公安机关开展

了 “防范胜于救灾，生命重于泰

山”的应急安全讲座。

　　鉴于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为

严格遵守防疫制度，确保疫情形

势稳定，培训采用了“线上+线下”

的的方式举行，全市公安系统

2000多名干警以及领导参加了本

次学习会议。

　　此次培训围绕安全生产法、

自然灾害、消防安全等方面内容

展开，通过实战案例加规避方法

等系统且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方

案，进一步加强了濮阳市全体民

辅警、职工的风险防控意识，提

高了思想认知。会议最后，濮阳

市公安局要求各所要传达学习好

会议精神，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工



作的各项安全部署上来。各所均

表示将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各类

安全意识，及时发现隐患，采取

措施消除隐患，明确工作目标，

确保万无一失。

　　截止到30日，六月份安专委

共计开展线下培训144场，其中

包含了河南省胸科医院、河南省

血液中心、河南省畜产品进出口

贸易、河南省农自然资源厅、河

南省生殖健康科学技术研究院、

河南省旅游服务中心、郑州市委

机构保密局、郑州机械研究所、

郑州市发改委、郑州市城区河道

管理处、金桂社区等单位。

　　提高全民对火灾防范意识，

加强全民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千

万幸福家庭，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七月份，安专委预计将展

开线上培训30场、线下培训188

场，普及人次达到二百万。

　　社会群体因工作、文化、居

住区域的种种差异，所需要的应

急知识以及接受外来信息的途径

存在很大的不同，未来我们将以

更丰富的应急知识、更专业的宣

传团队、更新颖的宣传方式投身

于公益宣教中，真正做到让全民

远离各类意外伤害！(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