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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中国名片”：世界前列的中国核电安全
近日， 有关福岛核污水排放

问题， 吸引全球关注。 作为东亚

近邻和太平洋沿岸国家， 如何守

护好海洋水环境， 也是我们的一

项公共议题。 而确保核电厂安

全、 有效的核应急， 也考验着一

国应急救援水平的高低。

在本届博览会， 中国核电、

秦山核电站都带来了代表我国最

领先水平的核电应急救援方案和

装备参展。

在秦山核电站展台， 核应急

工作相关负责人王贵良告诉记

者， 我国的核应急工作， 贯彻执

行“常备不懈、 积极兼容、 统一指

挥、 大力协同、 保护公众、 保护环

境” 方针， 坚持“统一领导、 分级

负责、 条块结合、 快速反应、 科学

处置” 工作原则。 秦山核电站具有

国家 - 省 - 运营单位三级核应急

组织体系， 涵盖各协调成员单位和

专家委员会， 核电站自身还有一支

700 余人的应急团队。

据王贵良介绍， 秦山核电站的

实战演习善于在夜间、 恶劣天气下

开展， 并率先在业内以盲演、 非周

末工作时间等方式开展， 还插入多

个非主线场景。

相关负责人特别对记者指出，

秦山核电站装备了中压移动柴油发

电车， 可充分保障应急救援中的供

电需求。 “我们的演练涵盖了常规

险情和包括类似福岛核电站危机这

样的非常规险情， 除非特别极端情

况， 我们都能保障核电站安全。”

他说。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陶

奇伟告诉记者， 秦山核电站是中国

核电起步之地， 也是一张“国家名

片”， 以它为代表， 我国核电安全

发展、 运行管理水平均处世界前

列。

□法治报记者 ?天

在 5 ? 12 ?我国第 13 ? “全国防灾减灾?” 来临之际，

5 ? 7 ?至 9 ?， 长三角防灾减灾宣传周暨首届长三角国际应

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上海举行。 本次博览会以 “应急防灾减

灾护航新时代经济发展” 为主题， 参展企业和单位超过 300

家， 展出的规模达 5.2 ?平方米， 旨在为国内外应急减灾防灾

交流合作和人才的对接提供平台。

展会上， 众多国内外顶尖应急救援装备、 方案亮相， 如作

为 “中国名片”、 位居世界前列的秦山核电站， 展出了守护人

民健康和环境资源 “最后屏障” 的核应急方案； 上海船舶设计

院带来了世界顶尖的海上救助 “旗舰航母”， 一艘可抵一支远

洋救援船队， 大大提升海上搜救效率； 同时， 如中国安能、 上

海消防救援、 厚天救援队等多层级 “国家队”、 “地方队”、

“民间队” 救援力量悉数亮相展会， 营造出全社会关心、 支持、

参与应急救援的积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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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中国应急救援的“名片”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昨在沪闭幕

一艘可抵一船队，全球顶尖远洋救助“旗舰”亮相
在“马航 MH370” 救援中，

因远洋搜救面临的情况未知、 多

变， 包括中国在内， 多国派出了

分别具有不同功能、 大小不一的

救助船只， 组成庞大船队开展远

洋搜救。 但这也给救援组织和救

援效率带来挑战， 甚至各船艇的

远洋续航能力都不一而同。

在上海船舶设计院设计师赖

明雁看来， 建造一艘具有充沛的

远洋续航力、 同时兼具多种搜救

功能的“巨无霸” 远洋救助船，

以充实特别是海上救援“国家

队” 实力， 变得很有必要。 于

是， 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上马设

计了一搜以赖明雁为总设计师的

“14000kW 大型巡航救助船 （升

级版）”， 命名为南海救 103， 已

为南海搜救局订造， 目前正在建

造中。

“业内领先， 全球一流。”

在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展台， 相

关负责人这样对记者描述南海救

103。 据赖明雁介绍， 这艘重达

2 万吨的远洋救助船， 可续航

1.6 万海里， 定员 120 人， “具

有优异的远洋巡航救助能力， 同

时满足多个救助团队同时上船开

展远洋工作生活。”

在功能方面，据赖明雁介绍，

南海救 103 可在船首搭载一艘救

援直升机，开展空中救援。在驾驶

室上方， 还有一座可承担远洋救

助现场指挥的指挥舱、信息舱，承

担信息化指挥职能。 在看不见的

船底，也装备有水下探测设备。

在船体中部， 一艘救助艇和一

艘无人救助艇分布左右， 可分别承

担相应风险的救助任务。 在船体后

部， 海工吊、 折臂起重机、 A 字

架、 拖拽设备等依次排列， 如同一

个“武器库” 般， 可分别承担相应

船舶救助、 补给、 打捞等任务。

赖明雁表示， 南海救 103 具有

人命救生、 船舶救助、 对外消防灭

火、 信息传输与应急指挥、 浮油污

染监测、 深水扫测打捞、 援潜救生

作业支持、 对外应急补给等， 堪称

一艘海上救助“百宝箱” 式的旗舰

航母。 展会期间， 南海救 103 也成

为水上救援展区的“明星展品”。

协同发展，转型升级的应急管理事业
本届展会启动仪式明确， 举办

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是推动长三

角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平台， 对促进长三角应急管理事业

协同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意义。 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事关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社会

和谐稳定， 近年来上海市高度重视

应急防灾减灾工作， 在全市各方面

的共同努力下， 经受住了各类自然

灾害的考验， 在体制机制构建、 灾

害监测预警、 重点工程推进等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海将继续

与江苏、 浙江、 安徽一起坚持好、

完善好长三角区域应急防灾减灾的

联动机制， 实现互联互通、 融合创

新、 一体发展。

上海作为主办地， 将促进国内外

应急防灾减灾领域开展全方位、 宽领

域的合作， 全面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

减灾， 着力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

参与的氛围， 共同推动应急防灾减灾

再谱新篇章。

记者还从启动仪式获悉， 沪苏浙

皖已组建长三角应急管理专题合作

组， 构建了长三角区域应急管理协同

发展八大机制， 取得了长足进展。 本

届博览会充分体现了应急管理围绕中

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的理念， 是推动

长三角区域应急管理事业协同发展的

重要举措， 也是促进区域应急产业发

展的重要抓手。

从“国家队”到“民间队”

多维应急救援力量成型
除了“高大上” 的尖端应急救

援装备与方案， 从事应急救援的团

队， 也是本届展会的亮点。

“忠诚、 专业、 担当， 就是我

们中国安能救援不变的使命。” 在

中国安能展台， 一位英姿勃发， 身

着崭新橘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蹲下身

子， 亲切地向一群小学生介绍道。

从安能集团的前身， 到转制后定位

于军民融合发展、 应急救援服务、

自然灾害防治、 基础工程建设、 水

环境治理、 经营投资开发、 海外安

防保卫等“七大板块”。 一番深入

浅出的介绍， 让孩子们对安能集团

有了初步了解。

而模拟体验区， 则是最受孩子

们欢迎的环节。 在一台“橘色挖掘

机” 控制舱坐好， 通过操控面前的

摇杆， 大屏幕上呈现的“模拟开挖

掘机” 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别

看他们平时玩赛车游戏有多熟练，

到这里用上真实度极高的模拟系

统， 连 10 公里时速的挖掘机都开

得歪歪扭扭， 不时冲出路基……随

着“安能叔叔” 在旁的辅助与讲

解， 也让孩子们意识到， 开好一台

救援挖掘机还真是门“技术活”，

需要非常专业的素养。

作为上海唯一一支民间市级应

急救援队伍， 厚天救援队也参加了

本次展会， 并将展区分为核生化救

援队、 雪域救援队、 支援保障队、 卫

生防疫救援队、 水域搜索与救援队等

多个模块， 分别展示在不同灾害环境

下不同的应急救援装备。

记者在展台了解到， 厚天救援成

立于 2012 年， 是由自然人出资创建，

经政府登记机关批准成立的社会组

织， 主要从事应急救援、 应急保障、

应急科普宣教和慈善帮困等活动，

具备多灾种应急救援、 重特大活动

和赛事的应急保障等能力。 在防恐、

减灾和救援等方面提供专业标准、 行

动方案和评估服务， 也是上海最早成

立的民间救援机构， 现为中国社会组

织评估等级 4A 级。 2013 年， 厚天

救援队成立全国总部， 负责指挥协

调全国各省市厚天应急救援队相关

任务。

近年来， 厚天救援队通过进社

区、 进学校、 进企业、 进养老机构和

进弱势群体等开展互动体验式应急知

识技能培训和演练， 经过多年发展，

组织体系不断健全， 队伍建制和救援

科目更趋于完善， 综合救援能力显著

提升， 形成了厚天救援特色和优势。

2019 年正式纳入上海市市级应急救

援队伍， 同年获评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 2020 年荣获共青团中央、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同年

获评为上海十佳公益机构。

海上救助 “旗舰航母” 南海救 103 ?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