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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初以来，河南驻马店市

泌阳县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感染

者。相关部门通报称，该市已累

计排查密切接触者2282人次，其

中泌阳县2251人次；次密接396

人次，其中泌阳县359人次。泌

阳县红十字蛟龙应急救援中心已

在防控一线奋战数日，开展卡点

值守、防疫消杀等工作，目前防

疫物资紧缺。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得知此

消息后，立即调拨医用隔离防护

服 200件、医用隔离鞋套 300

双、消杀设备热雾机3台及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支援泌阳，由于物

流快递已停运，协会于7月13日

调派郑州应急救援队驱车运送该

批物资。当晚19时40分，郑州应

急救援队到达泌阳东高速口，与

泌阳县红十字蛟龙应急救援中心

进行了物资交接，圆满完成任

务。

　　陈水全会长表示，河南省应

急救援协会已将常态化疫情防控

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将会督导和

扶持各地市县社会应急力量切实

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工作，有力做

到 “防疫不松懈、防患于未然 ”，

认真履行疫情防控责任，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扎扎实实做好

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共筑疫情

防控安全屏障。(完)

驰援泌阳 共筑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应急力量

激流水域救援技能，加强我省应

急救援力量的队伍建设，根据国

家应急管理部《社会应急力量救

援队伍建设规范（征求意见

稿）》、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

省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精神，7月16-

17日，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在辉

县市关山八里客开展水域救援能

力提升培训。

　　来自辉县市应急救援协会、

滑县应急救援协会、郑州应急救

援队、新乡应急救援队的骨干参

加了培训。此次培训为期两天，

先后进行了激流水域救援守则、

水流基本认知、舷外机故障排

除、激流水域救援指挥、水上医

疗救援、绳索系统等理论知识的

教授，以及激流三种泳姿、涉水

横渡、死亡V脱困、翻船自救、

抛绳救援、抵礁救援、定点拦截

救援、O型救援等个人技能与团

队协作地实操训练。

　　本次培训旨在 “科学练兵强

能力、防汛备灾保平安 ”，从而

规范社会应急力量的激流水域救

援技能，提升救援队伍在抗洪抢

险中的应急处置能力，有序有效

有力地做好防汛备灾工作。(完) 

科学练兵强能力 防汛备灾保平安



　　2022年7月16日早7时许，

济源市应急救援协会接群众求助

称，在济源市黄河三峡景区上游

区域，由于小浪底库区调水，在

黄河三峡景区玻璃吊桥下面一小

船搁浅失去动力，船上一对母女

被困，两面是悬崖绝壁，河道内

水流湍急，请求救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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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救援

行动。

　　济源应急救援队到达现场

时，附近的渔民自发救援4人4船

在母女船只附近搁浅，此时已有

6人5船在同一地点被困，在救援

队员和景区工作人员引导下，被

困人员最终成功自救，未发生伤

亡。

　　完成任务返回途中，约11时

许，又接到王屋山景区游客的报

警称，一队游客在王屋山顶游玩

时，其中一名中年男子不慎摔倒

造成小腿开放性骨折。济源应急

救援队立即赶赴王屋山景区，在

景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携带夹

板、担架、绳索等救援装备，协

同120急救前往事发地。

　　通过景区缆车运送，以最短

的时间与伤者会合，救援队员与

120急救人员一起对伤者进行包

扎，而后固定于担架，抬着当事

人经过步行穿越、缆车运送，安

全将当事人安全送至景区停车

场，送至医院进一步救治，救援

行动圆满结束，全员休整后下

撤。(完)

水域山岳 济源一日两起救援



　　为进一步提升队伍间的水域

救援协作能力，7月31日，郑州

应急救援队、新密应急救援队在

新密市东方红灌区水库联合开展

水域救援技能综合训练，两队共

有23名救援队员参加了活动。

　　训练中，队员们按照要求，

科学规范的进行了冲锋舟离靠

岸、操舟过障碍、翻船自救、定

向救援、O型救援、活饵救援等

科目地实操，特别针对新队员进

行了基本要领的讲解，使整体水

域救援能力得到了相应提高。

　　本次训练旨在提升综合能

力、强化团队协作，以巩固个人

救援技能、加强队伍的默契度为

目的，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两

队负责人表示，在河南省应急救

援协会的支持和指导下，将常态

化开展联合训练，为应急救援、

慈善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完)

郑州、新密两地救援队联合开展水域训练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工会委

员会于2020年5月26日经郑州市
总工会批复成立，现有会员101

人，在2021年郑州市财贸金融工
会工作委员会的先进评比中，获

得集体及个人四项荣誉。(完)

豫救协工会委员会获得多项荣誉



　　为支持民间专业救援队伍建

设发展，保障社会应急救援工作

高效开展， 7月19日上午，共青

团河南省委、河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

部分救援组织代表在中青大厦16

楼会议室，联合举行河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救援合作伙伴联动

签约暨捐赠仪式。共青团河南省

委副书记王砧林、河南省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主任申继东、河南省

应急救援协会和部分救援组织负

责人参加捐赠仪式。

　　会上，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主任申继东与救援组织签署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救援

合作伙伴联动协议》协议书。共

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砧林向救

援合作伙伴颁授救援物资捐赠

牌。 

　　在此次捐赠活动中，河南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对河南省十

支救援队伍捐赠了价值总计五十

万的救援装备，其中包括卫星电

话、户外电源、橡胶快艇等进行

应急救援工作的必备物资，以有

效支持社会救援力量的壮大发

展。在随后的交流研讨环节，郑

州市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副理事

河南省青基会救援合作伙伴联动签约
暨捐赠仪式圆满举行
来源：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长范小康在发言中表示，作为民

间的应急救援组织，能够被政府

部门和社会各界持续地关注和支

持，内心觉得非常温暖和感动。

　　除此之外，在此次捐赠活动

中收到的救援物资，很多都是救

援人员在救援一线最迫切需要的

装备，这充分说明了河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和相关政府部门对

社会救援物资配置的精准和用

心，也让社会救援队伍更有底气

更有信心应对突发灾害、守护我

们美好的家园。

　　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砧

林指出，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是

“全灾种、大应急 ”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是全省抢险救援工作的

重要补充力量。本次救援合作伙

伴签约，是保障社会救援工作顺

利开展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发展

和安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现

实需要。今后，共青团河南省委

将继续以应急救援实际需求为导

向，大力培育发展社会救援力

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

工作，共同携手为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完) 



　　七月份以来，全国疫情形式

依然严峻，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放

松，同时防火工作需要时刻预

防。为切实做好疫情状态下火灾

防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

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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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扎实做好医院消防安全工

作，进一步增强全院职工的消防

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

发生，七月份以来，安专委应河

南省胸科医院及阜外华中心脑血

管病医院邀请深入医院各科室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高全

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强化消防

安全责任，消除火灾事故隐患，

增强自防自救能力，了解高层建

筑物起火的燃烧过程，掌握消防

器材的使用、火场三分钟自救及

逃生自救常识，以及工作和家庭

火灾的日常预防等方面知识，使

大家深刻认识火灾带来的 巨大危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安全专业委员会
七月份工作总结报告



害，引起大家对消防等安全工作

的高度重视。安专委教员利用真

实的火灾案例视频、详尽的数

据，对近年来我们身边发生的重

大火灾案例分析、工作生活遇到

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法等作为重点

进行系统的讲解，用活生生的事

例警示大家火灾给个人、家庭、

单位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为深刻吸取  “郑州7·20暴雨

灾害事故 ” 经验教训，提高防汛

抢险反应能力，确保汛期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安专委受郑

州农商银行邀请深入各支行及网

点开展了一系列防汛知识宣传培

训，并对各单位防汛演练进行了

深入指导。

　　各支行网点参加演练人员反

应迅速，措施得当、处置有效，

达到了演练目的，取得了实战效

果，提高了全员防汛意识。活动

有效增强了银行职工的防汛抗灾

意识，也进一步检验了突发险情

的快速应对能力。同时也要求各

支行网点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加



快整治已排查出的易涝点，并提

前预防落实，保证防汛应急物资

准备齐全，全面提升面对突发重

大事件时的应急处理能力和组织

协调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截止到31日，安专委共计开

展线下培训128场，包含了河南

省药监局、河南省监狱管理局、

郑州市交通局、郑州市科学技术

局、郑州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交

通银行巩义市支行、 巩义市工信

局、管城区残联、中牟县房管

局、郑州市航空港区办事处、河

南省影视集团、人民银行登封支

行、郑州市林政稽查大队、中原

区商务局、河南省食品检测设计

院、郑州市粮食储备库、河南省

地质矿产第四大队、大象融媒体

集团等单位。

　　疫情需要防控，火灾需要预

防，安专委将继续保持初心，加

大对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安全知

识普及工作，在做好消防安全知

识宣传的同时，加强对防震、防

溺水、紧急救护等方面的知识普

及，为减少各类灾害的发生做出

应有的贡献。(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