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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现状

镇海区地质灾害类型为突发性

地质灾害和缓变性地质灾害两大类。
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为山区发育的
崩塌、滑坡、泥石流三种类型，缓
变性地质灾害主要是平原区的地面
沉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

性地质灾害近年来呈高发趋势，严
重威胁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丘
陵区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石料矿山
开采对地质环境的破坏严重。

截至2016年底，镇海区上一轮

规划两处地质灾害隐患，其中河头
村卜地虎砂场崩塌点 （ZHX01），已
开展工程治理，隐患基本消除；九龙

湖村十字路泥石流隐患沟（ZHX02），

在2013年“菲特”台风期间再次发生
沟谷泥石流地质灾害。“十二五”期
间新发6处地质灾害，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约200万元，无因灾伤亡事件。
目前共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涉

及崩塌5处、滑坡2处、泥石流1处，
此外还存在10处涉及废弃矿山的安
全隐患点，总威胁人口8户，41人，
威胁财产约230万元。区域地面沉降
主要分布在南部海积平原庄市、骆

驼、贵驷、蛟川与招宝山一带，最
大累计沉降量约50毫米，0—30毫米
沉降漏斗面积约35.65平方千米。

今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点

●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技术支撑

加强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动态巡查。对
地质灾害易发区内集镇、学校、旅游景点、
村庄等人口集聚区，重要水源地，以及交
通动脉沿线、重要基础设施、低丘缓坡开
发区、生态农业保护区、风景旅游度假区

新老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工切坡与治理工
程，汛前全面仔细排查，汛中根据雨情水
情开展检查和汛后组织核查。全面监控地
质灾害隐患和高风险区域，严格落实地质
灾害隐患点分类分级管理要求，开展地质

灾害隐患点危险性警示牌标准化建设，动
态更新地质灾害隐患信息，及时落实防灾
责任和防范措施。

深入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稳步推
进宁波市镇海区1:50000农村山区地质灾

害调查评价，查明丘陵山区突发性地质灾
害隐患分布与形成条件，修编镇 （街道）
1:10000地质灾害易发区图册，进一步完
善镇海区地质灾害防治“4体系”，提出防
治措施，为当地政府组织开展群测群防、

避让搬迁提供依据。
强化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贯彻地质

灾害易发区内建设工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制度，推动相关部门和防治主体落实防
灾责任和防治措施，督促落实与主体工程

相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同时 （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制度，从
源头上有效避免不规范工程活动引发地质
灾害。做好区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地质灾害
防治的监督与指导工作，深度参与宁波港

口经济圈和宁波—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
建设，推进九龙湖休闲健康服务业集聚区
等重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加快提升骆
驼—庄市组团城市核心功能，推动招宝
山—蛟川组团融合发展，以及快速整合提

升九龙湖—澥浦组团。
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预报预警系统建设。

按照上级规划要求，在宁波市地质灾害风
险预报预警系统下，充分收集镇海区降雨、
地质、地形、地貌、土壤、土地利用及已

知地质灾害等数据基础上，建立镇海区突
发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为全区提
供较为准确的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易发区
的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图，并及时向社会发
布地质灾害气象预报警报信息。

●稳固加强防灾体系建设，提升
地质灾害防灾能力

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灾体系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络

体系。加强年度地质灾害排查与动态巡查
成果利用，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纳入区、镇
（街道）、村三级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网
络体系，落实群测群防经费、配备监测预

警设备；及时更新地质防灾责任人和监测
员信息，加强群测群防监测员专业技能培
训，做到“四应知”和“四应会”，开展
“千户培训，万户避险”行动，加快普及
“勤观察、早发现,多监测、知险情，常演

练、会应对，接警报、快逃生，听指挥、
保平安”的地质灾害“五步避险法”，不断
增强群众识灾报灾、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
能力。

提升基层地质灾害基层防灾能力。全
面建成镇海区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
“十有县”建设，结合“一镇一所”

建设，加强基层国土资源所地质灾害
防治 “新五到位”建设。完善“以
区级政府为主导、镇 （街道） 为主
体、群测群防员为基础”的基层地质
灾害防灾体系，提升防灾能力和
水平。

提升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预报
水平。增加两处隐患点或治理工

程开展专业仪器监测，建立远程自动化监测

预警系统，实施地质灾害隐患体变形动态监
测和预警预报工作。继续加强国土与水利、
气象、环保、林业等部门合作，选择性建设
泥石流高易发沟谷内遥测雨量站，实现部门
降雨监测数据实时共享，提升地质灾害降雨

监测预警预报准确度。

全面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与排
险能力

完善地质灾害预案体系与应急处置。在
已经建成镇海区地质灾害防治“4体系”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区、镇 （街道）、村三级
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应急响应、指
挥、调查与排险系统），及时修订地质灾害

应急预案及操作手册，定期组织地质灾害隐
患点、不稳定斜坡、重点防治村庄、旅游风
景区、学校、大型企业的地质灾害应急演
练。

加强镇（街道）、村级地质灾害应急队
伍建设。编写 《镇海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守
则》，进一步落实镇（街道）、村人民政府在
地质灾害防治中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其作
用；加强突发性应急调查分队建设，依据镇
海区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特点，通过培训、

演练等方式提高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提升
各应急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与协同联动能
力。

●丰富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手段，
有效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推进地质灾害避让搬迁。进一步健全
“政府推动、机制驱动、移民主动”的地质
灾害避让搬迁新机制，按照“应搬必搬”原
则，完善年度考评制度，鼓励受地质灾害威
胁群众自愿搬迁。与下山脱贫、农村土地综

合整治、新农村建设、“五水共治”相结
合，开展“地质环境安全、土地节约集约、
农村环境美化、农民生活富裕、项目管理规
范”为主要内容的地质灾害避让搬迁工作，
统筹规划、分类分批、科学安排、政府引

导、群众参与、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加大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力度。按照“确

保不欠新账，逐步还清老账”的要求，
2019年前全面消除已知地质灾害隐患，及
时治理新发现 （新发生） 地质灾害隐患。对

规模较小、危险性较大、当年强降雨引发
的、治理经费小于30万元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及时采取应急治理排险，消除地质灾害
隐患。

继续有效管控地面沉降。按照《宁波市

2016年地面沉降监测报告》，细化镇海区地
面沉降区化，推行地面沉降防治分区管控。
继续实行严格的地下水控采措施，严格控制
开采深层承压水，依法规范机井建设管理，
在地面沉降易发区开发利用地下水，必须进

行地质灾害危险性风险评价。加强对新近围
垦区、地面沉降敏感地区的地面沉降防治，
开展地面沉降区分区块评估，落实地面沉降
防治措施。

“十二五”期间主要工作成绩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机制与体系
基本建成。镇海区位于浙东沿海，
受台风灾害天气考验，已经基本建
成较科学的专门地质灾害防治管理
机构，各部门防治职能与职责明确，
形成区、镇 （街道）、村、监测员四

级地质灾害防治网络管理体系。
2014年编写完成 《宁波市镇海区突
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与操作手册》
《镇海区防汛抗台应急预案》，以及
《镇海区突发性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体

系》，每年根据实情开展相关制度完
善与预案修编工作，地质灾害防治
管理机制更加规范，管理体系更加
制度化。截至2015年底，基本建成
“群测群防体系”“气象灾害与地质

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地质灾害防
治应急处置体系”与“评估工程检
查体系”四大防灾体系。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成果显著，
地质灾害风险进一步降低。“十二

五”期间，区财政共投入500多万元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7个，地质灾
害避让搬迁项目2个，减少地质灾害
威胁人口200人以上。以镇为单位定

期与不定期开展地质灾害与安全隐
患大排查，应急排险较为及时，5年
来汛期转移2000余人次，成功避让
两起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挽回财
产经济损失上千万元。进一步健全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与专业仪器检测
相结合的监测预警网络，对存在失
稳危险的地质灾害隐患与治理工程
安装监测仪器两处，实现地质灾害
防治网络化、信息化与科学化，全

区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大大降低。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制度确立。目前，我区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制度已经确立，按照建设
用地性质与建筑重要性等级，分类

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形成一
级、二级报告与三级说明书，私人
建房评估填表，责任建设业主按照
评估报告 （说明书、表） 地质灾害

防治措施，“十二五”期间共完成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280个，矿产
压覆调查评估105个，涉及工业与民
用、公路市政道路等多个领域，评估
制度的建成，基本杜绝不规范的建设
活动对地质环境的破坏，从而避免引

发地质灾害的行为。
地质环境调查程度不断深入。

2013年完成的 《1:250000宁波市农
业地质调查与评价》查明了我区存在
土地资源重金属污染，圈定了富硒土

壤分布范围，为我区“十三五”开展
农业两区与永久基本农田土地质量调
查奠定基础，此外我区还配合宁波市
级开展多项地质环境调查工作。
2011年完成1:50000涉及镇海澥浦

幅、宁波幅、慈城幅区域地质与地质
环境调查。2015年完成的 《宁波市
都市圈 （北部） 1:50000地质环境调
查》 与 《宁波海岸带地质化境调查
（一期）》，开展镇海区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应急水源地、垃圾填埋环境地
质问题研究与评价。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与水平日趋提
升。群测群防体系与区地质灾害应急
防治按照地质灾害防治“十有县”与

“五到位”建设稳步推进；形成较完
善的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监管体系和
制度；全覆盖开展地质灾害巡查、排
查与应急调查，基本摸清地质灾害隐
患发育的家底，定期开展地质灾害应

急演练，举办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培训
与乡村防治知识宣讲，增强基层地质
灾害防灾意识。

地质环境监测与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建成镇海区地灾防治与环境监

测体系，初步建成地下水地质环境与
地面沉降监测网络，监测网络控制面
积约35.65平方公里，平原区地下水
动态监测网络进一步优化，共建成自
动化监测水文点4个，水质水温点2

个，地下水和地面沉降监测网控制面
积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完善，自动化
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为我区地质环
境预警与保护提供了坚实支撑。

九龙湖环湖道路滑坡治理项目

削坡排险 复绿治理

九龙湖横溪村西沟泥石流治理项目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