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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政办〔2017〕14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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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指导和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预防、

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保障公众的身心健

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河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洛阳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制定本

预案。 

1.3 现状与趋势 

随着城市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国内、国际人员交

流日益频繁，SARS、H7N9、埃博拉、寨卡病毒病等新发和再发传

染病频发，群体不明原因疾病发生概率增加且危害较大。同时,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食

物和职业等中毒事件不断增加。洛阳市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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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重要的交通枢纽，常驻和流动人口较多，近年来各类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事件的突发性、危害的广泛性、原因的多

样性，使我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1.4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大健

康”观念，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

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

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全面提高政府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和风

险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促

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1.5 事件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及涉及范围，划分为

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

四级。 

1.特别重大（I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社会公众身心健康造成特别重大损害，需由省政府乃至国

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协调才能有效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肺鼠疫、肺炭疽在我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并有扩散趋势； 



 

 — 4 — 

（3）涉及包括我市在内的，波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我

市，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市重新流行；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周边以及与河南省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

疫情，并在我市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市公共卫生安全的

事件； 

（7）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它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2.重大（II 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社会公众身心健康造成重大损害，需由省政府或其有关职

能部门协调才能有效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

（6 天）发生 5 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

波及 2个以上的县（市、区）；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

病例； 

（3）腺鼠疫在我市发生流行，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

发病 20 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我市在内的 2个以上省辖市； 

（4）霍乱在我市发生流行，一周内发病 30 例以上，或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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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市在内的 2个以上省辖市，并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波及 2 个以上县（市、区），一周

内发病水平超过 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 2倍以上；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市发生或传入我市，尚未

造成扩散；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区）以外

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 

（10）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 100 人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

现 10 例以上死亡病例； 

（11）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50 人以上或死亡 5人以上； 

（12）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

成我境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3）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3.较大（Ⅲ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社会公众身心健康造成较大损害，需由市政府协调才能有

效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一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

未超过 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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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

一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 10 例以上，或波及 2个以上县（市、

区）； 

（3）霍乱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周内发

病 10-29 例，或波及 2个以上县（市、区）； 

（4）一周内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

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 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 1倍以上； 

（5）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

疾病； 

（6）一次食物中毒人数超过 100 人，或出现死亡病例； 

（7）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

良反应； 

（8）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 10-49 人或死亡 5人以下； 

（9）省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4.一般（IV 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社会公众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相对较小，事发地县级政府

可以有效处置，或者发生在市区，区政府和市政府职能部门可以

有效处置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 

（1）腺鼠疫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个平

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 1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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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乱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一周内发

病 10 例以下； 

（3）一次食物中毒人数 30-99 人，未出现死亡病例； 

（4）一次急性职业中毒 9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 

（5）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

数。法律、法规对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等级分级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1.6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严重损害社会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 应急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洛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

市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市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长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指挥长

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担任。成员由市委宣

传部、市应急办、市卫生计生委、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民委（宗教局）、

市公安局、武警洛阳市支队、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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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局、市畜牧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外侨办、市旅发

委、市安全监管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城市监察局、驻洛军

分区、市工商局、市质监局、电信洛阳分公司、移动洛阳分公司、

联通洛阳分公司、郑州铁路局、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市红十

字会、市供电公司，事发地县（市、区）政府负责人组成。 

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市指

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卫计委副主任担任。 

市指挥部办公室地址：市党政综合办公大楼 938 东房间 

联系人：李曼 

办公电话（传真）：63322271 

手  机：13938813636 

市指挥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事发地设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各县（市、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具体负责

组织和实施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2.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 市指挥部职责 

（1）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修改和完善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专项应急预案； 

（2）决定启动较大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统一

指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对应急处置工作中出现的

各类情况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3）行政区域内紧急调用各类物资、人员和占用场地，事



 

 — 9 — 

故后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4）根据事件进展情况，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险情时，

组织人员和物资有序疏散； 

（5）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件调查处理，起草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 

（6）做好社会稳定和伤亡人员善后安抚工作； 

（7）宣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终止，并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

解除事件险情； 

（8）适时发布公告，公布事件原因、责任和处置结果； 

（9）定期组织预案演练，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修改和

完善应急预案。 

2.2.2 市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贯彻落实市指挥部的各项工作部署； 

（2）收集、汇总、分析各相关部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信息，及时向市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通报应急处置工作情

况，做好事件信息和有关指令的上传下达，保证事件信息沟通渠

道畅通； 

（3）组织应急值班和办理指挥部日常工作，协调有关单位、

部门和卫生应急队伍迅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4）检查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应急准备、应急救援、

信息上报、善后处理以及恢复生活、生产秩序等工作； 

（5）牵头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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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级别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决策、处置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指

导； 

（6）关注和引导舆情，配合宣传部门及时向主流媒体提供

准确、全面、真实的事件信息，及时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 

（7）承担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2.3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做好指导、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和市属媒

体对事件处置的正确舆论引导和防控宣传报道，增强科学防范意

识，提高防护能力，消除公众恐慌心理。 

（2）市应急办：负责协助除市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以

外的市领导处置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市政府各项应急指令的上传

下达，按规定向省政府报送事件信息；向市政府领导通报市指挥

部下达的启动应急响应指令；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向公众发布

预警信息；负责做好跨行政区域应急机构的沟通协调，申请上级

应急支援；负责市应急平台正常运行和通用装备的保障。 

（3）市卫生计生委：完善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

处置和报告体系；组织实施、督导检查全市疾病防控、卫生监督

和医疗救治等各项卫生应急工作；根据防控工作需要，依法提出

隔离、封锁有关地区；会同财政、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编制应急

物资储备目录；组织应急队伍培训和演练，开展健康宣教工作；

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 

（4）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药品、疫苗、诊断试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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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器械等物资的质量监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关物资的储备和

保障工作；负责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

控制、应急处置和信息报告工作。 

（5）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做好特别时期国境口岸的

出入境卫生检疫、传染病监测、卫生监督、卫生处理、疫情报告

和宣传教育等工作。 

（6）市发改委：负责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基础设

施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好项目建设的立项审

批；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持医疗卫生物资物价基本稳定。 

（7）市教育局：密切配合卫生计生部门组织制定和实施各

类学校和托幼机构等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措施，及时收集

报告疫情信息；指导各级开展校内健康宣教，做好防护。 

（8）市科技局：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组织科研力量开展

应急防治技术科研攻关，统一协调、解决检测技术、药物、疫苗

研发和应用中的科技问题，保障科研安全，开展国内外的科研合

作与交流。 

（9）市民委：负责指导、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具有特殊风俗

习惯的少数民族疾病防控、应急处置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 

（10）市公安局：密切注视疫情动态和与疫情有关的社会动

态，维持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秩序，落实疫区交通管制，保障应

急车辆通行；协助实施对病人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等应急处理措

施；依法协助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置，打击编造散布传播虚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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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违法行为。 

（11）武警洛阳市支队：负责全市武警部队事件应急防控处

置工作，参与全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动，配合公安部门做好

疫病区现场的控制工作。 

（12）市监察局：对各职能部门履行应急救援职责进行监督

检查，参加事件调查与处理，对履职不力的进行责任追究。 

（13）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疫病区农村居

民紧急转移安置工作。 

（14）市财政局：负责安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的储

备、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事件现场应急处置的各项所需经费，

做好财政经费和捐赠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15）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参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人员的工伤抚恤待遇政策。 

（16）市环保局：负责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设施、废水

及辐射、有毒化学品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组织环境质

量监测与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提出环境保护应对政策，预防、控

制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危害，维护环境安全。 

（17）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助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进行检疫、检验，防止传染病疫情通过公

共交通运输环节传播；开通应急处置专用临时通道，保证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人员、物资、设备等运输车辆的优先免费通行；

做好突发事件发生地的交通运输保障；指导系统内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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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消毒、卫生宣教工作。 

（18）市水务局：配合卫生计生部门做好城市饮用水供应的

卫生安全管理，做好城市生活污水的无害化处理。 

（19）市农业局：配合卫生计生部门做好农村预防控制突发

事件的有关工作，加强农药管理。 

（20）市畜牧局：负责对动物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

报告工作。 

（21）市林业局：加大对野生动物执法保护检查力度，查处

违法偷猎、贩运、销售和加工染疫野生动物的行为。 

（22）市商务局：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配合做

好参加外经贸活动人员防控传染病及疫情的宣传工作。 

（23）市外侨办：协调做好涉外群体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

控和处置工作，及时将相关情况上报上级外事部门处置。 

（24）市旅发委：配合卫生计生部门做好行业内预防控制和

健康知识教育。 

（25）市安全监管局：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职业中毒突发

事件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事件的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会

同有关部门提出职业中毒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计划；参

与组织应急队伍培训和演练。 

（26）市机关事务局：负责保障公共卫生事件人员培训、拉

动演练、疫情处置期间的应急公务用车保障。 

（27）市城市监察局：会同各区政府，加强对家庭养殖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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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查和处理；落实禁止在市区建成区饲养家禽（含食用鸽）规

定。 

（28）洛阳军分区：负责驻洛部队公共事件的应急防控处置

工作，同时参与全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行动。 

（29）市工商局：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30）市质监局：负责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有关

物资洛阳辖区内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监督和管理工作。 

（31）移动洛阳分公司、联通洛阳分公司、电信洛阳分公司：

负责做好应急处置期间的通讯保障工作及免费向群众发布关于

应对疫情的卫生健康知识。 

（32）郑州铁路局和民航飞行学院洛阳分院：负责协助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对乘坐火车、飞机的人员进行检疫、检验，及时报

告疫情，开展应急处置；保证事件处置人员及防治物品和器械等

物资的正常运输。 

（33）市红十字会：负责参与协调、组织接受有关方面的应

急捐赠；研究实施对困难人群的救助，组成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等工作。 

（34）市供电公司：负责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电力供应及

应急电力供应。 

（35）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及时向市指挥部报告事故

情况，并在第一时间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开展事件应对工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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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较大以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事发地县（市、区）政府应

为事故应急处置提供相关保障。 

2.3  应急咨询委员会 

市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成立应急咨询委员会，为应急处置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指导卫生应急知识的教育指导和应急技能

培训工作。 

应急咨询委员会的专家由所在单位负责管理，如有人员变

动，应及时予以调整，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应急咨询委员会职责：参加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的研究，提出

科学合理的处置办法；研究分析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应对

措施，为领导的处置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提出有效防范事件影

响扩大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对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

提出建议。 

3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监测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整合监测信息资源，建立统一

的城乡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网络和事件风

险评估体系，实现临床症状、实验室、出入境口岸卫生检疫等监

测网络信息共享。各级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和其他有

关机构（检验检疫、环境保护监测、药品监督检验等）负责开展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监测和风险评估，及时排查隐

患，做好整改。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做好监测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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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警 

3.2.1 预警级别 

市卫生计生委依据事件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

等，综合评估确定预警级别或者提出预警级别的建议。预警级别

分为Ⅰ级（特别严重）、Ⅱ级（严重）、Ⅲ级（较重）、Ⅳ级（一

般）四个等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表示。   

3.2.2 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原则上由事发地的应急指挥部的应急指挥长签发。

预警信息内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

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3.2.3 发布途径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等

媒体以及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3.3 信息报告 

3.3.1 责任报告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教育、食

品药品监管、农业、畜牧、检验检疫等重点防控单位和有关部门。 

3.3.2 责任报告人：责任报告单位执行职务的相关工作人员。 

3.3.3 报告时限和程序。发现疫情即时报告,确保在 2小时内

报告。各级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发现疫情后，按照疫情上报程序

和内容，逐级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报告。 

3.3.4 报告形式。以书面形式为主，特殊情况下可先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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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短信等形式报告，后补报书面报告。 

3.3.5 报告分类。按照局部突发和综合事件信息进行报告，

按照事件发生的时段分初次报告、进程报告、终结报告，综合事

件信息坚持每日报告。 

（1）初次报告:事件名称、初步判定的事件类别和性质、发

生地点、发生时间、发病人数、死亡人数、主要的临床症状、可

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报告单位、报告人员及通讯方式等。 

（2）进程报告: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诊断和原因

或可能因素，势态评估、控制措施等内容。 

（3）终结报告:事件结束后，对事件发生和处理进行总结评

估。报告内容包括事件原因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

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4）综合事件信息每日报告:在疫情流行和事件处置期间，

按照市人民政府要求和应急响应规定，坚持综合信息日报告制

度，报告所在部门事件信息、工作动态、具体防控和处置措施等。 

3.3.6 网络直报。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应通过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进行报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收到报告

信息后，应及时审核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并汇总统计、分

析，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本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3.4 信息处理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收集汇总事件信息，报市人民政府和省

卫生计生委，并向各有关部门、县（市、区）政府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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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 

4.1 先期处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事发地人民政府根据事件等级，

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卫生计生委、公安局、交通运输

局等相关部门实施先期处置。做好疫病区现场划定，实行有效的

现场管控措施，快速组织各方面力量，开展以抢救人民群众生命，

防止事态扩大为主要内容的先期处置工作；明确临时救援人员及

装备集结地域，并根据处置工作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救援人员及

装备到达事发地区；对进入疫病区车辆实行交通管制，确保道路

有序畅通；口岸疫区由检验检疫机构牵头处置；按照信息报送规

定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先期处置情况。 

4.2 应急响应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结合事件特点和工作实际，按

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坚持有效防控、减少危害和影响，科学定级

和反应。应急处置要采取边调查、边处理、边抢救、边核实的方

式，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4.3 分级响应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

专家进行评估，提出应急响应启动、调整或终止的建议报国务院

审批、发布。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分别由省、市、县应急指挥部组织专家

进行评估，提出应急响应启动、调整或终止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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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审批，报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备案，并组织实施。 

4.3.1 Ⅰ级和Ⅱ级响应 

特别重大（Ⅰ级）和重大（Ⅱ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市

应急指挥部上报省应急指挥部，提请省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并在省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协调我市医疗卫生资源，

开展卫生应急处置工作。 

4.3.2  Ⅲ级应急响应 

4.3.2.1 启动条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达到三级分级标准的，予以启动。 

4.3.2.2 启动程序 

市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评估，认定达到启动标准后，由市指

挥部决定启动应急响应。 

4.3.2.3 响应措施 

市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协调应对处置工作，在市指挥部办

公室（市政府 9楼会议室）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召开会商会，分析

形势，研究部署应对措施。 

市指挥部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保持通讯畅通。根据实际情

况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公共卫生事件进展情况。 

市指挥部相关责任成员单位进入临战状态，分管领导带班

（手机 24 小时开机），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班，确保通信畅通，

并将工作情况及时报至市指挥部办公室。相关应对措施如下： 

（1）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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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辖区内有关部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调

集辖区内人员、物资、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参加应急处置

工作。 

划定控制区域。如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

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宣布疫区范围；如甲类传染

病暴发、流行时，市政府报请省政府决定，可对甲类传染病疫区

实施封锁；对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故，根据污染食品扩散

范围和职业危害因素波及范围，划定控制区域。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

政府决定，可以在本辖区内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

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闭或者

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

紧急措施；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和设备。 

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作，落实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

疑似病人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对密切接

触者根据情况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 

实施交通卫生检疫。协调铁路、交运等部门对进出疫区和运

行中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和物资、宿主动物进行检疫查验，

对病人、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和向市卫

生计生委指定的机构移交。 

开展群防群治。街道、乡（镇）以及居委会、村委会协助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其他部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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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人员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

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组织有关部门保障商品供应，平抑物价，防

止哄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

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 

（2）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组织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开展事件

的调查与处置。组织事件专家组进行评估，提出启动事件应急处

置的级别。根据需要组织采取消除事件原因、控制危险区域和保

护健康人群（包括应急疫苗接种、预防服药）等应急控制措施。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全市或重点地区的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督导、

检查和指导，组织专家对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事

件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概况、病人救治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效

果评价等。县（市、区）卫生计生委负责本地应急处置工作的督

查和指导，组织开展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标准、管理等内容

的培训工作。根据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开展卫生宣教，提高公

众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消除公众心理

障碍。 

（3）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开展病人接诊、收治和转运工作，实行重症和普通病人分别

管理，对疑似病人及时排除或确诊。协助疾控中心开展标本的采

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做好医院内现场控制、消毒隔离、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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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医疗垃圾和污水处理工作，防止院内交叉感染和污染。做

好传染病和中毒病人的报告。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拒绝接诊因事件

造成的病人。对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和新发传染病做好病例分析

与总结，积累诊断治疗的经验。重大中毒事件，按照现场救援、

病人转运、后续治疗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开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相关的诊断试剂、药品、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 

（4）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做好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尽快制定流行病学

调查计划和方案，市、县（市、区）两级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计划

和方案，开展对突发事件累及人群的发病情况、分布特点进行调

查分析，提出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

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调查，查明传播

链，并向相关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报情况。实验室应及时按

有关技术规范采集足量、足够的标本，分送相应实验室检测，查

找致病原因。开展疾病预防控制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

导。开展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诊断试剂、疫苗、消毒方法、

医疗卫生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加快

病源查寻和病因诊断。 

（5）卫生监督机构 

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围绕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开展

公共场所、饮用水等卫生监督和执法稽查。依据《突发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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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急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协助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调查处

理事件应急工作中的违法行为。 

（6）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配合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做好口岸疫情的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上报口岸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和情况变化。 

（7）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响应措施 

未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县（市、区）应根据其他地区发

生公共卫生事件的性质、特点、发生区域和发展趋势，分析本地

区受波及的可能性和程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密切保持与事件发生地区的联系，及时获取相关信息。组织

做好本区域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准备。加强相关疾病与健

康监测和报告工作，必要时，建立专门报告制度。开展重点人群、

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的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防患于未然。开展

防治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公众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根据

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决定，开展交通卫生检疫等。 

4.3.3 Ⅳ级应急响应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由县（市、区）

应急指挥部负责处置。市应急指挥部根据县（市、区）具体情况

和请求，提供技术指导和专家支持。   

4.3.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可能导致次生、衍生或偶

合事件，由市指挥部指导各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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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响应终止 

4.4.1 终止条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消

除后，或末例传染病病例发生后经过最长潜伏期无新的病例出

现。 

4.4.2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终止及实施工作

按照国务院、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4.4.3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市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进行

分析论证，提出终止应急反应的建议，报市应急指挥部批准后实

施，并上报省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4.4.4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终止，由县（市、区）政府

负责实施。  

5  善后处理 

5.1 后期评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立即对事件处置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事件总体概况、现场调查处理、病人救治情况、

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评价、应急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

验及改进建议。评估结果报上一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5.2 奖励与责任追究 

根据上级规定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表彰活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表现突

出而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事件的预防、

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置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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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3 抚恤和补助 

市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

残、死亡的人员，按照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根据工作情

况，制定合理的人员补助标准，对参加一线应急处置工作的专业

人员给予补助。 

5.4 征用物资、劳务的补偿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市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应

急处置期间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的物资和劳务进行合

理评估，给予补偿。 

6  保障措施 

6.1 人力资源 

6.1.1 卫生应急队伍。卫生应急队伍主要包括疾病防控、医

疗救治、卫生监管等专业队伍。各级卫生单位要按照“平急结合、

因地制宜，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一管理、协调运转”的原则，

组建和完善各类卫生应急队伍，加强队伍装备建设，不断提高应

急处置综合能力。 

6.1.2 军队和武警部队应急救援力量。当地驻军、武警部队

要建立健全军地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军队和武警部队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 

6.1.3 社会应急力量。各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建立基层卫生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突发卫生事件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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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加强日常管理和培训。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和红十字会的作

用，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6.2 财政保障 

各级政府要将卫生应急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根据本地经

济发展不断加大投入，保障卫生应急队伍培训、演练、应急物资

储备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经费需要。 

6.3 物资保障 

各级政府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做好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的物资和生产能力储备。储备物资种类主要包括药

品、疫苗、消杀药械和防护、救治、检测设备及应急设施、生活

必需品等。应急物资使用后要及时补充。 

6.4 生活保障 

事发地人民政府要紧急组织调运应急救助资金和物资，及时

向急需救助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取暖、临时住所、卫

生防疫等应急保障。要明确责任人，立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

实际，加强统筹和协调，做好参加应急处置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工作，积极为应急处置人员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6.5 科技支撑 

市卫生计生委要充分利用现有办公业务资源和专业系统资

源，建立和完善卫生应急指挥系统，确保与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

平台互联互通，满足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应急值守、

信息报告、视频会商、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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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总结评估等功能。 

7  监督管理 

7.1 宣传和培训 

要组织有关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册等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知识普及教育，宣传应

急法律法规和卫生科普知识，指导公众以科学的行为和方式对待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要加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

平。 

要组织各级应急管理机构以及专业队伍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提高事件的应急救援能力。各有关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做好兼

职应急救援队伍培训，积极组织社会志愿者培训，提高公众自救、

互救能力。 

7.2 演练 

各级政府要有计划地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各种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演练。要结合实际，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提

高应急响应能力为演练标准。 

8  预案管理与更新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分别制定本部门职责

范围内的具体工作预案，报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部办公室备

案。各县（市、区）政府可参照本预案并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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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定本辖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05 年 9 月 21 日印发的《洛阳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的通知》（洛政办〔2005〕65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及联系人名单 

          2.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咨询委员会专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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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及 
联系人名单 

 

姓名 单   位 职位 手机 联系人 职务 值班电话 手机 

张世敏 市政府 副市长 15737959999 赵  燕 科长 63912626 13939909077

郭德荣 市政府 副秘书长 13838861530 赵  燕 科长 63912626 13939909077

赵鲜赤 市委宣传部 
外宣办主

任 
13903795519 韩  露

外宣办副主

任 
63333972 13939921100

王少峰 市应急办 副主任 18603790068 裴晓乐 办公室主任 63938040 13592018333

郭玲娟 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 13837951777 李  曼 应急办主任 63936135 13938813636

王  洋 
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 
副局长 13938822985 丁巧君 应急科科长 63320069 13721690066

白正明 
市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副局长 13903790892 方  松

机场监管科

科长 
64613909 13613790772

李书杰 市发改委 副主任 13592051886 张  炜 社会科科长 63935277 13938844988

牛宏亮 市教育局 副调研员 15896558899 李红卫
体艺卫站副

站长 
63205688 13937971222

林明烟 市科技局 副局长 13849988299 张现利 办公室主任 63926668 18238885281

吕幼枫 市民委（宗教局） 副主任 13838835996 曾建国 民族科科长 63226559 13525431270

周新生 市公安局 副局长 13903798528 孙延武
指挥中心副

主任 
63133014 13643879546

谢万兵 武警洛阳市支队 参谋长 13949220822 郑  博 科长 62233169 13783180785

白  剑 市监察局 秘书长 15896633666 郑  勇
办公室副主

任 
63938859 13673900017

马涛迅 市民政局 副局长 13783792179 刘亚龙 办公室主任 63938198 15838829015

熊文博 市财政局 副局长 13503882677 孟国华 社保科科长 63218517 13937993939

王亚伟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副局长 13603880808 宋彦哲 工伤科科长 69933339 13007559999

马水旺 市环保局 副局长 13937902219 刘建勇
环境应急中

心主任 
12369 13721696817

樊立杰 市交通运输局 副局长 18736360000 庄广文
技术安全科

科长 
63210363 18603790867

李振军 市水务局 副局长 13903889500 王跃峰 办公室主任 63330519 1360396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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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强 市农业局 副局长 13903798610 韩战敏 站长 63333595 13838887528

魏  勇 市畜牧局 副局长 13938867504 石留娥 兽医科科长 63331915 13613793162

张万里 市林业局 副局长 13903880358 董逸平 保护科科长 63322032 13525956333

孙占峰 市商务局 副局长 13700792397 郭贺立 科长 63300059 13526966565

孙志云 市外侨办 副主任 13523621089 王爱民 副调研员 63900095 13592038028

孙小峰 市旅发委 副主任 13903797865 王利飞 科长 63322060 18639288927

王启成 市安全监管局 副局长 1393 7994766 赵  健
安协科主任

科员 
63901503 13623793311

孟文宏 
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 
副局长 13937906421 李福良 科长 63913156 15036556699

张红卫 市城市监察局 副局长 13937900095 李月宝 科员 63925233 13937997655

黄红军 洛阳军分区 副司令员 13703493455 盛  杰 办公室主任 69870105 15538866513

孙  军 市工商局 副局长 15544211777 刘  宇 办公室主任 63196176 18638810816

张成现 市质量监督局 副局长 13703799099 袁一峰 科长 64335505 15837912012

樊润民 电信洛阳分公司 副总经理 18903790068 闻军涛
电信办公室

主任 
65168099 18903790029

毛明凯 联通洛阳分公司 副总经理 17603793377 吕智莹
运行维护部

主管 
63267039 15637902852

杜青军 移动洛阳分公司 副总经理 15903790105 张玉国 综合部经理  13937986666

李国旭 郑州铁路局 副处长 13103822986 张有振
卫生监督所

所长 
62723357 13707698937

王军 洛阳飞行分院 副院长 13903790915 张立谦 办公室主任 62328022 13629808866

郑瑞生 市红十字会 秘书长 13803882098 郭海燕 科员 63930639 15236164166

马晓久 市供电公司 副总经理 15903799699 裴明军 营销部主任 63396226 13937902323

赵  丽 偃师市政府 副市长 13937910011 齐诚朴
卫计委副主

任 
67711779 13838859619

李松奇 孟津县政府 副县长 13613797897 张建康
卫计委防保

股股长 
67912190 13333882636

李岩波 汝阳县政府 副县长 13700790665 马光帅
卫计委应急

办 
68212250 15236210293

王瑞鹏 伊川县政府 副县长 13938866169 刘拾环
伊川县卫计

委 
68333202 13939903779

张  翀 嵩县政府 副县长 13837938296 张伟芳
嵩县卫计委

副主任 
66323270 13937959758

张向阳 栾川县政府 副县长 13608668890 陈柏林
卫计委医政

股股长 
66825327 13937950698

金洪敏 宜阳县政府 副县长 13603968729 李君刚 应急办主任 68882225 1394920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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缑清勋 洛宁县政府 副县长 13503799336 张宗武 应急办主任 66238011 13783142966

周  新 新安县政府 副县长 18837901518 刘  毅
卫计委应急

办主任 
18638861268 18336706188

高  芳 涧西区政府 副区长 15538579999 宋瑞瑞
疾控办公室

主任 
64819686 13937999776

杨举学 西工区政府 副区长 15978616999 仝  群
卫计委办公

室主任 
63892679 13838847380

戴培元 老城区政府 副区长 13592069000 张向飞 疾控科科长 63491939 13525468455

王  颖 瀍河区政府 副区长 13837969888 李战桃
瀍河卫计委

副主任 
 15937966501

李永强 洛龙区政府 副区长 18603793568 孙怀伟
疾控中心主

任 
60691533 13592050093

张世蓉 吉利区政府 副区长 13503493099 畅金松 医政科科长 66921127 13937919869

石淑景 伊滨区管委会 副局长 13592031689 李欢欢 科员 69660989 13783129212

吉行军 龙门园区管委会 副局长 15538593888 陈  冲 科员 65982655 13698833727

余  伟 高新区管委会 副局长 13903881676 黎  力
卫生监督中

心主任 
64323872 13525959101

 

备注：各单位成员如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替补，并及时报市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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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咨询委员会 
专家名单 

 

姓  名 单位 专业 联系方式 

毛毅敏 科大一附院 呼吸 13937996796 

郑有光 中心医院 呼吸 13503797777 

张  帆 东方医院 感染 15537999890 

张国强 中心医院 感染 13592090028 

祖红旭 科大一附院 烧伤 13703795978 

陈海洲 中心医院 烧伤 18537919115 

闻亚非 正骨医院 骨科 13803791658 

魏润玲 正骨医院 骨科护理 13592038100 

赵柏丽 妇儿医院 儿科 18623756679 

张永法 中心医院 儿科 18537919539 

张  晓 中心医院 胸外 18603792288 

金建军 科大一附院 消化 13503794691 

陈宏伟 中心医院 消化 18637919005 

李  锐 紧急救援中心 脑外 15737956668 

张国秀 科大一附院 急诊重症、儿科 13592098888 

崔中芹 精神卫生中心 心理干预 13698835253 

董琳琳 第五人民医院 心理干预 1589652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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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林海 科大一附院 血液 13783131306 

王瑞丽 科大一附院 检验 13623088569 

邓继兵 534 医院 核放射 135137913135 

杨晓华 市疾控中心 流行病 13592090022 

李克伟 市疾控中心 流行病 13837911208 

李新霞 市疾控中心 流行病 13837977212 

赵进奎 市疾控中心 传染病控制 13103790042 

仝志琴 市疾控中心 微生物检验 13525912565 

宋  现 市疾控中心 公共卫生 13837995793 

孙  磊 市疾控中心 营养与食品卫生 13503795010 

吴志伟 市疾控中心 职业卫生 13525955777 

汪海生 市疾控中心 放射卫生 13014766779 

朱  鑫 市疾控中心 传染病控制 13838889323 

田  鹏 市疾控中心 传染病控制 13603798244 

陶亚江 120 急救指挥中心 院前急救指挥 13703882237 

何伟华 150 中心医院 卫勤指挥、骨科 13838852567 

朱  平 紧急救援中心 急诊内科 18537919193 

林  岩 科大二附院 急诊内科 13643891005 

徐红辉 市第一中医院 急诊内科 13503491363 

李春杰 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内科 13623882627 

朱  巍 市卫生监督中心 卫生监督 15896579030 

李红伟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感染病 13525998629 

付  江 洛阳市第一中医院 中医内科 13939925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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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市卫生计生委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五科   

抄送：市委各部门，洛阳军分区，驻洛各部队，省属有关单位。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