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文 〔2016〕73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涉外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提高对涉外突发事

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经市政府同意,现将 《郑州市涉外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6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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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总 则

1.1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处置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使涉外突发事件应对

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我市在境外机构和人

员、境外在郑机构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2编制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政府缔结或

参加的国际双边、多边条约和公约,依据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体应急预案》、《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河南省人民政府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 《郑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境外涉我市突发事件和我市内涉外突发事件的

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市内涉及港澳居民的突发事件,参照本预

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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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境外涉及我市突发事件

发生在境外的涉及我市机构和人员安全及利益的突发事件。

1.3.2市内涉外突发事件

发生在我市的涉及境外机构和人员的突发事件。

1.4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确保安全,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预防为主、平

战结合,依法办事、保守秘密,分工协作、信息共享。

2应急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应急指挥体系

市政府设立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市涉外

应急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外事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市政

府办公厅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外侨办主任任副组

长,市政府外侨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市教育局、市科

技局、市民委、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人社局、市交通委、市城管局、市商务局、市卫计委、市

旅游局等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为联

络员。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外侨办,由市政府外

侨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2.2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2.2.1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

负责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境外中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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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机构与外国驻华 (在华)人员、机构安全保护工作的指示精

神;统一指导和指挥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实施

本预案,研究决定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重大问题;负责向

省政府外侨办报告情况和信息沟通;落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

项。

2.2.2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收集、综合涉外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研判形势及事态发展走向;提出涉外突发事件处置

建议和工作措施;做好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中的上传下达和沟

通协调工作;组织修订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办理市涉外应急

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2.2.3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市政府外侨办:负责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导与协调工

作;及时向省政府外侨办、市政府请示汇报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处

置工作情况,提出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建议;与外国驻华机构进行

联络和交涉,对涉外突发事件涉及的外国人进行安抚;与我市驻

外相关机构联络沟通,对我市境外公民实施领事保护协助;负责

协调有关部门确定对外表态口径,做好外国记者的管理工作。

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协调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新闻

报道和宣传工作;负责涉外突发事件中的对外报道审批和把关工

作;根据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的部署,适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对

外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批驳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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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网信办:负责涉外突发事件中互联网的监控、管理及网上

舆论引导工作。

市教育局: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在郑外国文教专家、留学生及

我市境外留学交流人员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市科技局:负责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中涉外突发事件的应急

处置工作。

市民委:负责协助指导处理涉外突发事件中有关敏感的民族

宗教问题。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市内涉外突发事件现场的治安秩序、交

通秩序及现场勘察等工作,保护有关单位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依法采取措施控制局面,平息事态,恢复秩序。

市国家安全局:负责危及国家安全、利益等涉外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殡葬保障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资金保障工作。

市人社局: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涉外突发事件中涉及的外国专

家的应急处置工作。

市交通委:负责组织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相关交通

运输工具的保障和水上搜救工作。

市城管局:负责做好涉外突发事件公共场所秩序的管理维护

工作。

市商务局:负责做好本单位承办的国际会议等重大涉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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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防范和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负责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市境

外投资企业或合作项目及劳务输出组织人员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与因经贸事宜来访的外国人士有关的涉

外突发事件。

市卫计委:负责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医疗保障工作。

市旅游局:负责组织、协调旅行社、涉外酒店等单位开展涉

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做好来郑游客的安全防范工作,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境外游客的救助、安置工作;指导、协调旅行社做好

我市公民海外领事保护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责和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的需要,组织做好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有关工作。

一般性涉外突发事件,按照属地属人原则,由市有关单位、

各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牵头协调处理。

2.3应急工作组

根据事件性质和管理职能,由市政府外侨办和市有关单位负

责参与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具体工作人员组成应急工作组,

负责在涉外突发事件发生后,迅速抵达现场进行指导、协调和沟

通,并协同当地政府 (管委会)和相关单位进行应急处置。

3预防预警机制

3.1预警信息收集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与市有关单位的紧密联系,

加强对重大国际、地区形势的研究,通过境内外渠道收集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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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突发事件的信息,及时提出建议。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

管委会和市有关单位应注意收集分析本地区或主管业务范围内可

能发生涉外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及时向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

公室报送。

3.2预警信息评估和发布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获得本市、境外可能发生涉外突

发事件的有关信息后,视情况会同有关单位进行评估研判,及时

发布预警信息,并提出应急建议。

3.3预警等级

涉外突发事件的预警由弱至强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四个等级。

3.3.1蓝色等级

指标迹象:情报信息显示可能发生突发事件。

行动:提醒有关机构和人员高度重视,注意收集情报,跟踪

形势动态,注意安全。

3.3.2黄色等级

指标迹象:情报信息显示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行动:提醒有关机构和人员高度重视,注意收集情报,跟踪

形势动态,同时考虑突发事件可能发生的方式、规模及初步应对

措施。

3.3.3橙色等级

指标迹象:情报显示有发生突发事件的现实可能性,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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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生冲突、动荡。

行动:有关单位注意收集情报,跟踪形势动态,考虑突发事

件发生的方式、规模、影响,完善应对方案,必要时发布旅行建

议或提示。

3.3.4红色等级

指标迹象:情报显示突发事件威胁逼近,或局部地区发生冲

突、暴乱,或情报证实即将发生武装冲突或恐怖袭击。

行动:有关单位做好应急准备,警告有关人员减少外出或不

去危险地区;经批准发布旅行警告,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各项措

施保护有关机构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4应急响应

4.1应急响应启动

市内发生涉外突发事件后,事发地县 (市、区)、开发区要

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市涉外

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本市人员、机构在境外发生涉外突发事件

时,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当地使

领馆,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有必要启动预案和应急响

应时,报请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批准,由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决

定启动预案和应急响应。

4.2指挥与协调

4.2.1应急响应启动后,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

通知各成员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各成员单位确定专人负责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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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直接相关单位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各有关单位和专职负

责人应与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4.2.2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随时掌握涉外突发事

件信息,及时报告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并通报各成员单位。同

时,组织、协调指导处置工作。在应急处置中,要督促检查各项

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的执行情况,确保各项处置决策和应对措施

落实到位。

4.3信息报送与处理

4.3.1辖区内发生涉外突发事件后,事发地县 (市、区)、

开发区在迅速开展先期处置工作的同时,应即时或最迟不超过

20分钟将相关情况通报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及时

报有关单位。最迟不超过40分钟将书面情况报送至涉外应急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抄送市政府有关单位;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

办公室在接到涉外突发事件报告后,应立即上报市政府、省政府

外侨办。

4.3.2境外涉我市突发事件信息,有关单位应即时向市涉

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研

判情况在20分钟内将情况报省、市相关单位,并视情通报相关

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4.4应急处置

4.4.1境外涉我市的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通过省政府外侨办与我驻外外交机构等保持联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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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形势变化、事态走向、事件规模,并提出建议。

(2)通过省政府外侨办迅速了解伤亡人员数量、姓名、籍

贯、状况、家属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协调或参与安置安抚、医

疗急救、转移保护等工作,跟踪、续报有关信息。

(3)机构和人员派出单位的主管部门视情向受害公民及其家

属发慰问函电等,市政府视情对受害公民及家属进行慰问。

(4)根据 “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原则,当事人户口所在地

政府或有关单位应协助当事人家属赴事发国、地区处理善后事

宜。

(5)市政府外侨办视情通过省政府外侨办报请外交部,与事

发国家、地区当局交涉,寻求国际 (地区)合作和援助。

(6)根据 “属地管辖”原则,当事人户口所在地政府或有关

单位安排有关人员回国后的接收、安置、抚恤等后续工作。

4.4.2市内的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1)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有关单位迅

速组织力量控制局面,制止事态发展。

(2)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有关单位牵

头做好现场先期处置工作,主要包括迅速了解事件规模并上报伤

亡人员数量、姓名、国籍、状况、财产损失等基本情况,及时开

展医疗急救、转移保护、安置安抚等有关工作。

(3)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迅速向市政府

和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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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报后,应立即派人对事件进行研判,并及时向市政府报告,视

情启动应急预案。启动本预案的请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件概

况、启动建议、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同时向省政府外

侨办请示并通过外交渠道向外国驻华外交机构通报情况,适时安

排其官员探视。

(4)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各有关单位参与应急处

置工作,各有关单位应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联络畅

通,及时通报相关情况。

(5)按外交部、省政府外侨办指示安排接待死亡、受伤境外

人员的家属来华探视、处理后事。

4.5信息发布

4.5.1涉外突发事件信息,遵循实事求是、及时准确的原

则,依据有关规定发布。

4.5.2市政府新闻办是信息发布的归口管理单位。市政府

新闻办会同有关单位及时统一对外表态口径,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发布信息,重大事件报请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审核后,公开发

布。市政府新闻办应及时向境外记者提供采访通稿,必要时召开

新闻发布会。

4.6应急结束

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完成以及危险因素排除后,由市

涉外应急领导小组综合各方面意见决定终止应急响应,宣布应急

结束,并通报市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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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善后

5.1善后处置

应急响应终止后,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或有关单位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进一步做好相应人员安置、损

失评估、赔偿、奖惩等后续事宜。

5.2总结评估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组成专门调查组,

准确、全面地查清事件的性质、原因和责任,并形成书面调查总

结报告,报省政府和市政府。

6应急保障

6.1通信保障

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有关单位应与市

涉外应急领导小组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市政府外侨办应加强与上

级有关单位的联系,并与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全市涉外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及办公室应建立通信网络,保障

通信联络畅通。

6.2文电运转保障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确保各种文

电高效、迅速、准确地印制、分发、传递,避免拖延和失误。

6.3经费保障

市财政局根据处置涉外突发事件的需要和有关规定,为涉外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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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物资保障

事发地县 (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有关单位要做好

救助装备、物资、交通工具、医疗、安置场所等方面的储备,及

时提供充足的物资。我市驻外机构应将其基本情况向我驻外使领

馆报备,加强工作生活场所、水电设备、通信设备的安全维修保

养,储备相应救助物资,树立防范意识,完善安保措施。

6.5人力保障

6.5.1加强涉外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加强各级应急工作

人员的培训。

6.5.2加强与公安、武警、消防、卫计、交通、民政、地

震、安全生产等部门支援、救援队伍的联系。

7监督管理

7.1宣传、培训和演练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成员单位要加强应急预案的宣

传、贯彻、培训和演练工作,教育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和应变意识,普及紧急救援基本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

应急能力。

7.2监督检查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单位对预案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确保应急措施到位。

7.3奖励和责任

对在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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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因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办事不力、扯皮推

诿等原因造成严重损失的有关单位要依法给予责任人批评教育、

行政处分甚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附 则

8.1预案管理与更新

市涉外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对预案进行

修订和完善,并报市政府批准。

8.2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主办:市政府外侨办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六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9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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