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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加强黄河防汛抢险队伍建设
袁月杰
菏泽黄河河务局鄄城黄河河务局
DOI:10.32629/hwr.v4i8.3265
[摘 要] 对黄河做好防洪工作,保障了黄河沿岸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提升黄河沿岸经济效益。但是对
于黄河下游来讲,在防洪方面存在较多的短板,对大家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威胁,虽然在下游已经实行了
搬迁的工作,但是还是有几百万的居民受着黄河洪水的威胁,在此种状况下一定要加强黄河防汛抢修队
伍的建设,保障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基于此种状况,本文对加强黄河防汛抢险队伍的建设策略进行了
简单的探讨,以供相关人员的参考。
[关键词] 黄河；抢险防汛；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TV732.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员,在黄河水利工程现代化的方向上更

险队伍的能力比较薄弱。除此之外,黄河

习总书记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加有奋斗的动力,并根据实际的状况制

抢险队伍中使用的设备也不够先进,基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有明确的强调,要

定新的黄河工程治理的目标“堤防不决

层的黄河管理部门中抢险队伍的专业技

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

能以及知识结构体系都很陈旧,不具备

的领导,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

高”,黄河的整个沿线都要围绕着“原形

什么技术含量,所以黄河其防汛抢险队

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

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的方向进

伍中专业技术,设备配置等都存在比较

思想,尊重规律,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

行建设维护和管理。把维护和管理黄河,

落后的状况,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黄河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紧开展顶层

保障黄河健康当作首要目标,建设黄河

防汛抢险的状况,对黄河防汛抢险的发

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

防汛抢险队伍,保卫我国黄河水利能够

[2]
展有着很大的制约 。

机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更加健康的发展,提升黄河工程整体的

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要紧紧抓住水

经济效益。

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

2 当前黄河防汛抢险队伍存在
的问题

控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

2.2群众防汛抢险队伍
群众防汛抢险队伍在建设和管理上
不到位。我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
在流动非常快,黄河沿岸的居民大多都

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

2.1黄河专业防汛抢险队伍

出去打工,特别是年轻的居民,导致群众

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现阶段参与黄河抢险队伍中很多的

抢险队伍组织在管理上比较难,同时很

1 防汛抢险及建设专业抢险队
的重要性

工作人员的年纪都比较大,且文化程度

多的人员也只是在名单上,并不在具体

也不高,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防汛抢险

的位置,在黄河出现水灾的时候很难及

我国近几年,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

工作,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此种状况越

时的出现,参与防汛抢险。在汛情来临的

的发展,国家和党对于水利工程方面越

来越明显。这些防洪抢险队伍中的人员

时候,只有一些年纪偏大的人员参与抢

来越重视,促使水利工程的形式发生了

都严重的缺乏防洪抢险的新技术,对于

险,他们在技术上都比较欠缺,身体素质

很大的改变,国家相关的部门也对水利

一些新设备的使用也非常不熟练,但是

也比较弱,根本无法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治水方面提出了新的策略,对水利工程

在防洪抢险队伍中更加缺乏的是具备专

无法充分的认识到洪水的灾害的程度和
突发性。

[1]

管理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加强 。促进传

业防洪抢险技能的年轻人员。抢险队伍

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快速的发展,促进水

建设过程中存在青黄不接的状况。最近

2.3机动抢险队伍

资源可持续性的利用,促进我国社会经

几年,在黄河防洪抢险方面资金的投入

机械化的队伍是比较先进的,主要

济更好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把水利工

也非常有效,这对黄河抢险队伍的建设

是为了预防大险、大汛的状况,此种抢

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了第一位置,

非常不利。一些专业的机动抢险队伍在

险队伍中的设备都是国家统一配备的,

以便于更快的实现水利工程现代化发展

集中训练方面也非常欠缺,很多的队伍

根据黄河抢险工作的实际状况来进行

的目标,鼓励着参与黄河治理的工作人

一年都不见集中训练一次。导致整个抢

统一的建设,此种队伍也不是黄河沿岸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3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每一个地区都有。有的地区具备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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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险情；例如在小浪底建设完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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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了虽然建设了小浪

群众对黄河防汛抢险的意识都比较淡薄,

险工作是非常重要且严峻的,对于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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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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