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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政办〔2017〕1 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阳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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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洛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洛

政办〔2013〕81 号）同时废止。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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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有

效预防和及时消除生活必需品市场因突发事件引发的异常波动，

满足居民日常基本生活需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制定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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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令第六十九号）、《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

院 2006 年 1 月 8 日发布并实施）、《商务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应急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1 年第 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豫

政办〔2005〕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因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或其他事件，造成猪肉、蔬菜、蛋

品、奶制品、瓶装饮用水、方便食品和卫生清洁用品等生活必需

品市场异常波动，在较大范围内引起抢购、价格猛涨或商品脱销，

影响社会稳定，需要立即处置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 

1.4 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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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职责明确、分类管理；预防为主、

科学应对的原则。 

1.5 市场异常波动等级 

按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发生的危害程度和影响

范围，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由低到高分为一般（Ⅳ级）、

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个等级。 

1.5.1 一般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Ⅳ级） 

区域内生活必需品供应较为紧张，持续出现居民排队购买现

象，并同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一般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

发事件（Ⅳ级）： 

（1）波及范围在 1个县（市、区）内的； 

（2）预计持续时间在 4天以上的； 

（3）生活必需品周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在 30%以上的； 

（4）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1.5.2 较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Ⅲ级） 

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持续出现居民争相购买现象，并同时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较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Ⅲ

级）： 

（1）发生范围在 2个县（市、区）及以上的； 

（2）预计持续时间在 6天以上的； 

（3）价格快速上涨，生活必需品周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在 50%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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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1.5.3 重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Ⅱ级） 

     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持续出现居民抢购现象，并同时具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重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Ⅱ

级）： 

（1）发生范围涵盖中心城区及偃师市、孟津县、新安县、

伊川县、宜阳县的； 

（2）预计持续时间在 8天以上的； 

（3）价格快速上涨，生活必需品周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在 70%

以上的； 

（4）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1.5.4 特别重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Ⅰ级） 

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出现脱销或供给中断，居民抢购现象

十分严重，并同时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Ⅰ级）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Ⅰ级）： 

（1）发生范围从我市中心城区并波及 9 县（市）和吉利区

的； 

（2）预计持续时间在 10 天以上的； 

（3）价格急剧上涨，生活必需品周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在

100%以上的； 

（4）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 

2.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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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急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

部（以下简称市专项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

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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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

局长担任。成员由市委宣传部、市应急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局、

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商务局、审计局、食品

药品监管局、粮食局、事管局、盐业局、畜牧局、工商局、质监

局分管领导及各县（市、区）政府负责人组成。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负责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商务局局长担任。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地址：市党政办公楼 818 房间 

联系电话：63300059；传真：63300059 

市专项应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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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指挥部，

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辖区内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对

工作。 

2.2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贯彻落实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分析、研究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重大问题及重要决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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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2）组织、协调和指挥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应

对工作；组织指挥较大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负责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必要时请求省政府相关

业务部门给予支持； 

（3）加强监测预警，按有关规定做好信息报告、发布和应

急响应，必要时提升响应级别； 

（4）负责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所属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

的建设管理等工作； 

（5）根据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发展趋势，决定启

动、终止应急响应； 

（6）组建现场指挥部； 

（7）指导协调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一般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8）承担市应急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2.2.2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组织落实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决定； 

（2）组织、协调成员单位按照预案和职责开展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 

（3）负责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

修订、演练与评估； 

（4）建立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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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制度，统一接收、处理、统计和分析相关突发事件信息，及时

核实与研判信息，依法依规做好信息报告和有关指令的上传下

达； 

（5）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

舆情引导工作； 

（6）负责本预案专家组的日常管理和联系工作； 

（7）指导协调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一般突发

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 

 2.2.3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市委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管理和舆情研判，会同有

关处置部门研究新闻发布口径，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舆情应对

处置工作，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必要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指

导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记者的接待工作。 

    （2）市应急办：做好市政府应急指令的上传下达，按规定

向省政府报送突发事件信息；向市政府领导报告市专项应急指挥

部下达的预警信息和启动应急响应的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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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实施价格监督管理，必要时提请

省授权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并组织落实；

开展市场价格监督检查，坚决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串通涨

价、价格欺诈、价格歧视等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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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分析和预警预报，并向市政府和市专项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送价格监测信息；落实价格调控专项资金的

使用管理。 

    （4）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生活必需品供应场所的治安秩序，

及时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入市的生活必需品运

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交通运输畅通。 

    （5）市民政局：提出对救灾救济人口生活必需品的发放方

案，并组织实施。 

    （6）市财政局：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事项所需经

费。 

    （7）市交通运输局：根据生活必需品调运方案，及时做好

运力保障，组织公路、水路运输，并在入市的高速公路、主要道

路开辟“绿色通道”，保证生活必需品运输车辆入市畅通。 

    （8）市农业局：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粮食、蔬菜等农

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负责种植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9）市商务局：协调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负责猪肉、蔬

菜等商品的储备和市场应急供应工作，负责食糖市场应急供应协

调工作。在本市生活必需品不能保障供给时，协调有关部门和企

业做好外地采购工作，保障市场供应。开展常态和应急状态下的

市场运行监测、预测预警。 

    （10）市审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实施本预案的各项支出组

织开展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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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

服务环节生活必需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12）市粮食局：做好粮食、食用植物油的储备、委托加工

及市场投放；组织粮油加工企业做好粮油加工和市场供应。 

    （13）市事管局：负责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工作全过程公务用车保障。 

（14）市盐业局：做好食盐的储备和市场投放、市场监管；

组织食盐批发企业做好市场供应。 

（15）市畜牧局：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畜禽产品的生产，

负责养殖环节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16）市工商局：负责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加强市场监

管，严厉打击流通领域扰乱市场等违法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稳定。  

（17）市质监局：负责生产、流通环节的计量监督管理工作，

严厉查处计量违法行为。 

    （18）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各自辖区内生活必需品市

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收集、报送辖区内生活必需

品的市场供应及需求情况，维护辖区内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

确保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 

    2.3 应急工作组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市专项应急指挥部设立以下工作

组，分工协作开展处置工作。工作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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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成员单位：各相关市直成员单位 

职责：负责综合协调、公文运转、会议组织、会议纪要、信

息简报、综合文字、资料收集归档等工作。 

2.3.2 监测分析组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

盐业局 

职责：负责市场信息的监测、收集、汇总、调度、报告，必

要时对相关单位报告的信息进行核实；预测与分析市场供应发展

趋势，判断市场异常波动的情形，及时进行预警预报，研究提出

相关对策建议。 

2.3.3 市场供应和生产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农业局、畜牧局、粮食局、食品

药品监管局、盐业局 

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做好生活必需品的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

工作，及时掌握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完善应急商品投放网络建

设，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所需生活必需

品的生产、加工、供应；负责做好生活必需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

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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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市场秩序维护组 

牵头单位：市工商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公安局、质监局 

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做好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工作，强化

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查处各类违法经营行为，维护生活必需品供

应场所的治安秩序；及时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行为，维护市

场秩序等工作。 

2.3.5 交通运输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商务局 

职责：负责及时协调做好运力保障工作，落实鲜活农产品运

输绿色通道政策，协调保障道路交通运输通畅。 

2.3.6 经费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审计局 

职责：负责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事项所需经费或价

格调控专项资金的安排、审核、拨付，对实施预案的各项支出予

以审计，确保专款专用。 

2.3.7 宣传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财政局、交运输通局、商务局、工商局 

职责：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发布和报道，赴现场媒体记者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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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处置。 

各工作组组成人员若有变动，由相应岗位人员替补，并及时

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2.4 各县（市、区）应急指挥机构职责 

各县（市、区）成立相应的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

急指挥机构，在市专项应急指挥部的指导和县（市、区）政府统

一领导下开展异常时期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工作。 

    3.预警 

3.1 预警支持系统 

市商务局、发展改革委、粮食局、盐业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市场监测与统计、分析、调查工作，

构建预警工作横向网络。同时，与各县（市、区）政府构建预警

工作纵向网络。 

3.2 预警分级 

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划分

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

示。 

3.2.1 蓝色预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为蓝色预警： 

    （1）气象、农业、畜牧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布蓝色预警，经

会商研判，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一般突发事

件的； 



 

 — 13 — 

    （2）我市生活必需品主要货源地、周边城市发生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一般突发事件的； 

    （3）经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其他有可能引

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一般突发事件的。 

3.2.2 黄色预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为黄色预警： 

    （1）气象、农业、畜牧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布黄色预警，经

会商研判，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较大突发事

件的； 

    （2）我市生活必需品主要货源地、周边城市发生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较大突发事件的； 

    （3）经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其他有可能引

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较大突发事件的。 

3.2.3 橙色预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为橙色预警： 

    （1）气象、农业、畜牧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布橙色预警，经

会商研判，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重大突发事

件的； 

    （2）我市生活必需品主要货源地、周边地市发生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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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的； 

    （3）经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其他有可能引

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重大突发事件的。 

3.2.4 红色预警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红色预警： 

    （1）气象、农业、畜牧等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红色预警，经

会商研判，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特别重大突

发事件的； 

    （2）我市生活必需品主要货源地、周边城市发生生活必需

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可能引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 

    （3）经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其他有可能引

发或造成我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 

3.3 预警发布 

    （1）蓝色预警：由所涉县（市、区）政府或市专项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同时报市政府。 

    （2）黄色预警：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报市

专项应急指挥部批准后，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名义发布，

同时报市政府。 

    （3）橙色和红色预警：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

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批准后，以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名义发布，同

时报市政府，并按规定向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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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发布的内容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事件的诱因和类

别、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以及可能起始时间、影响范围及后果、

咨询电话等。 

预警发布的主要形式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短信、微

博、微信等。 

3.4 预警响应 

3.4.1 蓝色预警响应措施 

（1）实行 24 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加强信息监控、收集和报

送； 

（2）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温馨提示；  

（3）做好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供应及安全生产工作；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3.4.2 黄色预警响应措施 

在蓝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 

（1）实行日监测报告制度； 

（2）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级别调整信息； 

（3）做好调集市本级政府应急储备的准备； 

（4）派出工作组进行市场供应现场检查。 

3.4.3 橙色预警响应措施 

在黄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 

（1）组织有关专家组成员集中办公，及时会商研判； 

（2）视情联系周边城市政府给予支援，做好向上级申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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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准备。 

    3.4.4 红色预警响应措施 

    在橙色预警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 

（1）各应急工作组成员集中办公，动员后备人员参加应急

处置； 

（2）向省、国家有关方面申请动用国家储备。 

3.5 预警变更与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部门要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状况，依

据事态发展趋势和专家组提出的建议，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及时

发布。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或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已经基本消除的，预警信息发布部门

应及时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4.信息报告 

各级政府及其商务、物价、粮食、盐业等有关主管部门，是

向上级政府及其部门报告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责任

主体。 

4.1 报告的时限和程序 

突发事件发生后，所涉县（市、区）政府、相关部门应在 1

小时内先电话后书面向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市政府报告。

报告、报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做到及时、

客观、真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紧急情况下要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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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边核实、边报告。 

4.2 报告内容 

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信息来源、事件类别、

基本过程，对事件的初判级别、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和已采取的

措施，有无次生或衍生危害、预警发布情况、已经采取的措施及

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需要支援事项和亟需帮助解决的问题，协

调处置的相关领导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等。应急处置过程中，

应及时续报事件最新处置、事态发展、领导批示落实情况。应急

处置结束后应当及时进行终报。（市生活必需品专项应急指挥部

值班电话：63300059） 

    5.应急处置 

5.1 先期处置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发生后，所涉县（市、区）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要立即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

响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严

防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5.2 分级响应 

    （1）一般突发事件（Ⅳ级）：所涉县（市、区）政府启动应

急响应，组织本级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企业进行协同处置。根据

实际需要，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配合处置。 

    （2）较大突发事件（Ⅲ级）：所涉县（市、区）政府或市专

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报请副指挥长批准启动应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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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组织所涉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应急处置，

并向市政府报告。 

    （3）重大突发事件（Ⅱ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Ⅰ级）：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报请指挥长批准启动应急响

应，组织市、所涉县（市、区）政府及相关成员单位、企业积极

调度资源开展应急处置，并向市政府和上一级专项指挥部报告。    

5.3 指挥与协调 

    （1）一般突发事件（Ⅳ级）：所涉县（市、区）政府分管领

导或县（市、区）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赶赴现场指挥协调处置；市

政府有关部门分管领导赶赴现场协调处置，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副

指挥长根据需要到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处置。 

    （2）较大突发事件（Ⅲ级）：所涉县（市、区）政府主要领

导、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副指挥长应赶赴现场指挥协调处置；市专

项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应根据需要到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

处置。 

    （3）重大突发事件（Ⅱ级）：所涉县（市、区）政府主要领

导、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应赶赴现场指挥协调处

置；市政府主要领导赶赴现场或到市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处置。 

    （4）特别重大突发事件（Ⅰ级）：市政府主要领导赶赴现场

指挥协调处置。 

涉及我市 2个及以上县（市、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

发事件，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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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及以上突发事件，省、国家成立应急指挥部或派出工作

组后，市指挥部在其指挥下开展处置工作。 

5.4 应急响应措施 

5.4.1 Ⅳ级应急响应措施 

1. 所涉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及时召开应急工

作会议，根据事态研究和部署应对措施，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

织、调运和市场投放力度； 

（2）各级商务、物价、粮食、盐业等部门加强应急值守和

事件信息监控、收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3）所涉县（市、区）政府、各有关部门，保持通讯畅通，

维护市场秩序，按规定及时向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报告处置信息； 

（4）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派出工作组，指导所涉区市政府做

好应急处置和舆情引导工作； 

（5）其他成员单位根据事态发展，按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5.4.2 Ⅲ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Ⅳ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1）市专项应急指挥部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应急

工作措施； 

    （2）生活必需品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迅速组织骨干企业调

集库存、组织货源投放市场； 

    （3）及时协调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平台向社会

通报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情况，消除公众恐慌心理，正确引导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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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4）做好动用本级政府储备的准备； 

    （5）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安排运力，与公安部门联动确保绿

色通道畅通，优先保证生活必需品运输； 

    （6）执法部门开展市场专项检查，必要时实行联合执法。 

5.4.3 Ⅱ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跨区域调度，紧急协调周边尚未发生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地区，调运生活必需品投放市场； 

    （2）动用本级政府储备，相关部门按政府指令组织政府储

备商品投放，自指挥部发出统一调配指令时间起，储备原料在 24

小时内按动用规模足额运达加工企业，政府储备商品在 24 小时

内、新加工的产成品在原料运达后 24 小时内运达各零售网点； 

    （3）根据情况制定并发布相关通告，并对政府组织投放的

储备商品实施限购令。经市政府同意，提请省授权对部分生活必

需品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 

    （4）落实价格调控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 

    （5）视情对城市特困家庭增加补助。 

5.4.4 Ⅰ级应急响应措施 

在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1）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或国家有关方面请求支援，协

调从周边其他省市紧急调入生活必需品投放市场，申请动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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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央储备； 

    （2）必要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紧急征用法人或自然人的生

活必需品、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 

    （3）市财政部门保证相关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4）根据情况发布实施生活必需品管制令，实行定量配给

供应，对城市特困家庭增加补助或统一发放、分配。 

   5.5 扩大响应 

如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事态进一步扩大，预计

凭我市现有应急资源难以有效处置，或者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

发事件已经波及到我市大部分地区，直接或间接造成巨大影响，

超出本级控制能力，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报请上一级专项指挥部

启动较高级别应急响应，待省级指挥部成立后，向其移交指挥权，

并继续做好相关处置工作。 

5.6 社会动员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根据处置需要，通过新闻媒体、网络等信息平台向社会进行动

员，向社会发布应对工作提示，发动社会力量协同做好应急处置

工作。 

5.7 响应终止 

当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基本平息或得到有效控制，

危害因素得到消除，市场供应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应急工作基本

完成，Ⅳ级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专项应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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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副指挥长决定终止响应；Ⅲ级、Ⅱ级、I 级由市专项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提出建议，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决定终止响应。 

    6.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 

一般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由所涉县（市、区）政府

负责，较大及以上级别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

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负责。信息发布应依法、及时、准确、客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生活必需品突发事件虚假信息。

发布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有关信息，

应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或所涉县（市、区）政府审核确定。新闻

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媒体刊播政府公告、通知及应急处置的相关信

息。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县（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应

加强网络和媒体的舆情引导，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问题。 

    7.恢复与重建 

7.1 善后处置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按照分级响

应的职责分工，积极稳妥地做好善后工作。对组织企业调运、投

放应急商品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因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

人的物资和进口商品造成企业或个人的损失等，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补助或补偿。 

7.2 总结评估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市专项应急指挥部、相关部门会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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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市、区）政府，应及时对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

起因、性质、过程和损失、影响、责任以及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

验教训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和总结，作出科学评价，提出防范

和改进措施，对应急体系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总结评估报告应

及时上报市政府，并抄报上级有关部门。 

7.3 恢复重建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平息后，根据总结评估报告，

各有关部门、责任单位应做好善后处理工作，认真汲取应急工作

中的经验教训，完善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企业恢复正常生

产经营秩序，积极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补充和调整政府储备及规

模，确保市场供应的丰足平稳。 

    8.应急保障 

8.1 物资保障 

建立完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储备制度，加强生活必需品的

储备及管理，落实生活必需品储备任务；加强应急商品数据库建

设，组织协调相关数据库企业以及其他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建立必

要的企业周转储备，以保障市场应急投放需要。 

8.2 分销网络保障 

以大型商场、超市、连锁经营企业、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社

区便利店、农贸市场等为依托，建立生活必需品供应应急销售网

络联动体系。必要时，建立临时性生活必需品投放网点，承担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任务，保证紧急情况下生活必需品及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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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地供应居民。 

8.3 通信保障 

建立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联络名册，落实各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为应急处置工作联系人。建立有线和

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讯系

统，确保应急工作联络畅通。各参与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的单位，应建立健全本单位的应急通讯工作体系，保

持通信畅通。 

8.4 交通运输保障 

在应急响应状态下，畅通绿色通道，保证生活必需品运输车

辆入市畅通，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和物流企业组织运力，确保应急

生活必需品运输需要。 

8.5 车辆保障 

市、县两级车辆管理部门要选择性能好、通行能力强的车辆

用于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工作，保证事

件预警、处置、事件调查、善后恢复重建以及平时训练、预案演

练全过程用车。 

8.6 财力保障 

处置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所需经费，按照现行事

权、财权划分的原则，分级负担，保障应急处置资金需求。 

9. 监督管理 

9.1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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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专项应急指挥部负责对本预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9.2 宣教培训 

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媒体、网站、报刊以及市民开放日等形

式，开展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相关知识的宣传活

动。市商务局负责对本预案进行解读、培训，增强各级指挥员、

应急队伍处置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的能力。 

9.3 演练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围绕

情景模拟制定演练方案、演练脚本，因地制宜组织开展桌面推演

或实战演练，并做好演练量化指标评估。 

每两年至少组织 1 次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演练计划、演练方案、演练脚本、演练评估和演练音像资料

及时归档备查。 

    9.4 责任与奖惩 

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突发事件下市场供应保障工作，

认真落实各项应急措施，确保市场供应应急工作有序开展。在处

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对表现突出、处置果断、决策正确的单位和

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据有关

法律法规，追究单位领导和个人的责任。 

    10.附则 

10.1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市专项应急指挥部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对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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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估，及时修订、完善、更新，并及时通过市应急平台终端

对本预案、数字预案、应急基础信息进行实时更新。 

10.2 预案的解释 

本预案由市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本

单位的应急预案。 

10.3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0.4 名词术语说明 

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是指粮油、猪肉、蔬菜、蛋品、

奶制品等商品供求严重失衡，在较大范围内引起抢购，价格猛涨

或出现商品脱销等状态。 

有关及相关部门：是指与应对突发事件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

的监测、预警、处置、善后、保障等各环节有关的市委、市政府

各相关工作部门，即市属相关部、委、局、办。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及联系人名单 

 

 
 

 

 



 

 — 27 — 

附  件 

 

市专项应急指挥部成员及联系人名单 
 

序

号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手  机 联系人 职  务 

值班 

电话 
手  机 

1 高  义 市政府 
市委常委 

副市长 
15838880079 亢向国

市政府 

办公室科长
6398040 13937961831

2 高丽萍 市政府 副秘书长 18637916799 亢向国
市政府 

办公室科长
6398040 13937961831

3 徐  林 市商务局 商务局局长 13603796790 庞合照 办公室主任
63935692 13937988129

4 王少峰 市应急办 副主任 18603790068 裴晓乐 科  长 63938040 13592018333

5 赵飞龙 
市委宣传

部 
副部长 15903790058 赵鲜赤 外宣办主任 63938919 13903795519

6 李克冰 
市发展改

革委 
副主任 13613793380 李晓建 科  长 63913027 13503887526

7 周新生 市公安局 副局长 13903798528 孙延武
指挥中心 

副主任 
63133014 13643879546

8 马涛迅 市民政局 副局长 13783792179 齐长亮 科  员 
63937853 13849912094

9 王莉敏 市财政局 总会计师 13703495308 周  晓 副科长 63210204 13903793760

10 樊立杰 
市交通运

输局 
副局长 18736360000 崔胜桥 运管科科长 63239979 13643793223

11 王国强 市农业局 副局长 13903798610 王永好 科  长 63900280 13938865159

12 孙占峰 市商务局 副局长 13700792397 郭贺立 科  长 63300059 13526966565

13 叶娜莎 市审计局 副调研员 13643878400 尚修强 办公室主任 63485009 13608650000

14 王  洋 
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 
副局长 13938822985 丁巧君 科  长 63320069 13721690066

15 耿  君 市粮食局 副局长 13623896823 毛少波 科  长 65913009 13525944925

16 程鲁建 市盐业局 局  长 13937919198 贺汝生 办公室主任
63170700 13503791299

17 王俊强 市畜牧局 副局长 13603792229 杜  鹃 主任科员 63912838 13837991716

18 孙  军 市工商局 党组成员 15544211777 李金星 副科长 63196178 13937983450

19 张建设 市质监局 副局长 13353999777 蔡君惠 科  长 64335508 15896681009

20 孟文宏 市事管局 副局长 13937909421 李福良 科  长 
63628369 15036556699

21 秦建有 偃师市 副市长 13838825988 曲文峰 商务局副局长 65098268 13700819489

22 牛正杰 孟津县 统战部长 13803796668 王红岩 商务局局长 65131557 13703793059

23 王加祥 新安县 副县长 18837901669 党金波
商务局 

纪检组长 
67238173 1380379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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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申伟民 伊川县 副县长 13837966669 陶建伟 商务局局长 68333129 13703796559

25 魏  淼 宜阳县 统战部长 13603966007 杨孝峰 商务局副局长 68877156 13603888566

26 海孝彬 汝阳县 统战部部长 18638868596 胡建昌 商务局副局长 68212495 13643871892

27 王国宏 洛宁县 副县长 18838816660 崔书涛 商务局副局长 66231159 13837960880

28 赵灵伟 嵩县 副县长 13837992222 刘遂海 商务局副局长 66311807 13937935227

29 王  雷 栾川县 副县长 13608660176 常江滨 商务局副局长 66820303 13949202978

30 邵乐毅 涧西区 统战部长 13903887998 贾  芳 商务局副局长 64823158 13526971995

31 张  红 西工区 统战部长 15837902666 李  灿 商务局副局长 63892573 13938861692

32 齐成喜 老城区 副区长 13525971103 刘俊贤 商务局副局长 63412638 18638818098

33 安  涛 瀍河区 区委办主任 18737988989 王  军 商务局副局长 63957785 18603798168

34 黄志刚 洛龙区 区委办主任 15937926902 张元浩 商务局副局长 65281188 13903792025

35 李晓鹏 吉利区 副区长 13803799776 张彦伟 商务局局长 66959305 13838856882

36 张尚君 高新区 副主任 13903888263 梁瑞丽

服务业发展

促进局 

副局长 

64315103 13633881166

37 谢冠峰 龙门管委会 副主任 15237963323 臧利安 社会局局长 65981299 13803793766

38 王耀光 伊滨区 副主任 13837991999 刘少峰
投资促进局

副局长 
80870982 1323399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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