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人民防空事业发展巡礼
——

铸盾护民七十载 ﹃窗口﹄担当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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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人民防空
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宁波
人防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和
宁波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
始终秉持“人民防空为人
民”的初心，有效履行“战
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
援”使命任务，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市人民防空
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推进，组
织指挥体系日益完善，人防
工程面积逐年增加，应急救
援能力显著增强，全市人防
在朝着铸就坚不可摧护民之
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
伐。宁波市人防办连续多年
被评为全省人民防空先进单
位，2016 年被评为全国人民
防空先进单位，宁波市被国
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授予“全
国人民防空先进城市”称号。
人防消防专业队演习训练

战时防空 人民防空军事斗争准备拓展深化
“这一天，不能忘！”
9 月 18 日上午，听到空中传来
的一声声警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
人防老兵王永奎深有感触。
这是今年继“4.4 全国抗疫哀
悼日”“5.12 防灾减灾日”警报试
鸣后全市第三次统一鸣响防空警
报。
市人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沈丹
告诉记者，和平时期组织防空警报
试鸣，一方面可以检测人民防空预
警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市民
的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
近年来，市人防办坚持以新时
代军事斗争人防准备为牵引，立足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人民防空通信
和警报建设扎实推进，着眼基于网
络的警、控、防、保“一网四系
统”建设要求，加大建设投入，信
息传输网络日趋完善，防护工程信
息化改造不断推进，末端信息要素
综合集成，市基本指挥所智能化、
物联化改造全面完成，人防疏散基
地及重要目标防护单位远程监控建
设初见成效，市、县、镇三级应急
指挥中心实现互联互通。基于北斗
卫星通信的新型防空防灾警报系统
试点建设和警报统控系统数字化改
造升级全面完成，全市形成了卫
星、短波、超短波、现场视频、人
防专线等无线和有线、机动与固定
相衔接的人防通信网络和警报控制
系统，可有效保障战时防空、平时
防灾行动需要。
也许有人会问：假如有一天防
空警报真的拉响了，作为普通市民
到底该怎么做呢？市、县人防部门

用常态化的人口疏散演练拉直了不
少市民的问号。
“请大家不要紧张，你们已经
进入了防空地下室，大家的安全是
有保障的！”参加此次疏散演习的
200 多名居民，在心理疏导员的引
导下疏散撤离井然有序 ......
这是去年浙江省暨宁波市
“5·12”人民防空人口疏散演练活
动的一个场景，也是人防指挥部常
态化建设的一个抓手。
近年来，宁波市人防指挥部坚
持以人民防空使命任务为牵引，着
眼构建强大巩固的现代人防新体
系，及时调整指挥部成员，完善指
挥部编成，强化指挥部办公室建
设，做到组织常态。及时明确各指
挥部成员职责和责任，严格落实各
项制度，建立相应的考核监督机
制，做到职责常态。按照平战一体
的要求，人防指挥部平时领导人防
建设，战时负责人防指挥，做到工
作常态，走开一条平战结合、军民
融合、资源整合的发展之路，不断
取得建设新成效。
除此之外，宁波人防始终坚持
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的目标定
位，始终把加强宁波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体系建设、提高重要经济目标
在敌空袭下的生存能力，作为是一
个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认真加以研
究解决。
——落实省 《关于加强重要经
济目标防护工作意见》，加强对重
要经济目标防护工作的组织领导，
坚持多部门共抓重要经济目标防护
体系，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重要经

人防工程建设场景

市人防办工作人员下沉街道参加抗疫工作

平时服务 人民防空融合发展深入推进
回顾中国人民防空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史，有一个日子将永远载入
中国人民防空的历史史册。
1950 年 10 月 31 日，周恩来总
理就全国防空问题向毛主席等中央
领导提交了请示报告，毛主席亲自
圈阅同意，标志着新中国人民防空
正式创立。
创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提出了
人防工程人均 1 平方米的目标，经
过 70 多年的发展，目前宁波市人
防工程总面积已近千万平方米，人
均面积也位居全国、全省前列。
近年来，宁波人防紧贴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加强思考谋划，充
分利用市级统筹的易地建设费，积
极融入品质宁波提升和城市有机更

新 ， 在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 未 来 社
区”打造、地下空间与人防工程互
连互通、人防工程与综合管廊等重
要基础设施共建等领域加大人防作
为，及时跟进和落实人防配套设施
建设，集中打造有影响力的地下精
品工程，为我市“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战略部署提供有力支撑。
位于鄞州区的南部商务区
CBD 核心区，地下空间与人防工
程集中整合、联合建设、统一管理
的“整合建管”新模式成为全省样
板。沿着水街廊道往下，一个建筑
规模超 30 万平方米的地下广场映
入 眼 帘 。 容 纳 8000 辆 车 的 停 车
场、完善的交通网络，不出地面即
可四通八达，是名副其实的“地下

济目标主管部门和目标单位相互配
合，共同推进。明确我市一、二、
三级目标单位，分别确定防护类
别、等级和标准，有力地推动了目
标管理。
——持续开展“走进重要经济
目标”活动，主动走进镇海炼化、
北仑电厂等大型重要经济目标单
位，带着具体问题和相应对策，靠
前协调、积极沟通，逐步破解重要
经济目标防护工作。
——坚持先行先试，逐步推开
化工、电力、城市生命线等重要经
济目标防护试点。通过健全组织机
构、制定防护方案、配备装备器
材、开展防护训练等措施推动防护
建设，积累形成可复制经验，以示
范效应带动整体推进。
“我们每年都会常态化开展以
保护重要经济目标为背景的‘金
盾’系列演习，这有助于强化对重
要经济目标防护建设的认识，也有
助于提高人防指挥部的综合指挥能
力。”市人防办主任汤思敏表示。
据悉，今年的“浙江金盾—
20”（宁波·宁海） 演习将于 11 月
上旬在宁海举办。记者提前了解到
本次演习将以信息化战争城市防空
和重要经济目标防护为背景，以城
市防空区内防空袭行动为主线，突
出“平时好用、战时管用”的成果
运用，按照“全过程、全流程、全
要素”要求进行实案化、实名化、
实战化演练，将是宁波近年来组织
的“金盾”系列演习中参演人员最
多，参演规模最大、参演科目最全
的一次。

枢纽”，而在战时，它将用于人员
掩蔽和物资储备，配有电力、密
闭、洗消、滤毒、通风等人防设施
设备，是坚不可摧的“地下堡垒”。
市人防办副主任毛贡宇告诉记
者，近年来，市人防办借助新城开
发和轨道交通建设有利契机，全面
落实地铁沿线兼顾人防要求，形成
了以轨道站为生长点、以轨道线路
为发展轴、以新城开发为重点区的
点线面结合的空间发展态势。通过
常态化开展大型地下空间项目与人
防工程集中联建，人防工程建设逐
步与地下空间融合集成、综合开
发，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
善，效益更加明显，切实提高了城
市整体防护和综合承载能力。

同时，充分运用人防资源优
势、军民融合政策优势和资金集聚
放大效应，将防护工程体系建设与
地下轨道交通、地下干道、地下停车
场、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有机融合，与大型
城市地下空间、交通设施互连互通
或预留接口，推动人防工程功能利
用 多 元 发 展 ，服 务 社 会 民 生 。东 鼓
道、慈溪景观大道、宁海人民路地下
商业街、鄞州公园等一批商业项目、
民生工程相继落地。加大建设资金
筹集，市、县两级人防部门投入人防
资金 8 亿多元，参与东钱湖旅游集
散中心、高新区滨江大道、象山青草
巷、北仑青年 sport 港、芝士公园停
车场、鄞奉路改造项目配建人防工
程等工程建设。通过人防资金助力
城市建设，既满足人防工程配置要
求，丰富人防宣传形式，又能满足群
众生产生活需要，体现社会服务价
值，实现一个工程多种用途。

重要经济目标防护演习

应急支援
人防应急保障能力逐步增强
“坚决完成社区交给的站岗放
哨 和 测 量 体 温 的 任 务 ......” 第 一
天来到鄞州区下应街道君睿社区
参加防疫任务的人防干部仓晓
云，听到社区工作人员分配的任
务后，马上以退役军人特有的果
敢和作风立下了“军令状”。
在上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打响以来，市人防办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充分发挥
人民防空拥有组织指挥、机动通
信、警报报知、专业队伍、战备
存储等多方面优势，主动服务基
层疫情防控，第一时间启动人防
应急预案，开设各级人防指挥
所，关键岗位快速到岗，并保持
24 小时战备状态，加强指挥场所
设施维保和疫情防护，调试检测
人防应急指挥通信和应急机动指
挥车，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
后备指挥保障，得到社会群众和
基层政府的充分肯定。下应街道
党工委专门发来感谢信并赠送锦
旗，一名同志被评为全市第三批
战疫先锋个人。
成绩的背后其实是人防部门
多年来攻坚攀高积累和发展的结
果。全市人防系统建设的相对独
立且覆盖全面的通信网络和机构
健全、设备齐全、高效安全的一
体化指挥系统，除了疫情防控，
历年来人防部门在支援处置雨雪
冰冻、台风内涝等突发公共事件
中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高效可靠的指挥平台，
应急疏散场所也是人防部门的
“杀手锏”，作为全省最早开展疏
散基地建设的城市，近年来按照
就近、多点、多方向的疏散原
则，采取自建、合建或利用社会
现有资源等多种形式加快疏散基
地建设步伐，通过合理定点、配
套建设，镇海九龙湖、海曙五龙
潭、象山茅洋、宁海长街、余姚
杨绪忠

郑勇

梨洲等疏散基地建设合力推进，
目前全市疏散基地总量不断增
加，疏散体系不断完善。
也许有人会问人防应急保障
为什么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这其实和一支特殊的队伍是
密不可分的，作为担负应急支援
的中坚力量，人防专业队 70 年来
也经历了一段从无到有、从弱都
强的过程，如今宁波人防专业队
已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各类人防
专业队，他们既是现代人民防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遂行
人民防空行动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市建有抢险抢修、消
防防化、卫生防疫、治安运输、
通信管理、心理防护等多支专业
队伍，已基本构建起以指挥队伍
为骨干，以专业队伍为主体，以
志愿者队伍为补充的面向群众、
能力突出、专业过硬的全民性行
动力量体系。
在今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
宁波各级人防部门充分发挥人防
合成专业队以及人防志愿者队伍
的支援作用，他们在加强公用人
防工程、在租人防商场的安全防
护的同时，还主动深入街道社区
和工厂企业，承担重点区域消杀
作业、重点隔离人员隔离住处巡
查、体温测量和社区检查等工
作，在通信保障、卡点布控、政
策宣讲、复工复产等方面为基层
提供大力支持。
铸盾护民七十载，“窗口”担
当谱华章。回首宁波人防 70 年来
走过的峥嵘岁月，“人民防空为人
民”的初心始终不改，面临新时
代赋予的新使命，宁波人防将只
争朝夕、不负韶华，努力当好浙
江建设“重要窗口”人防模范
生，以奋斗的笔墨在铸就坚不可
摧的护民之盾的道路上谱写更加
辉煌的人防篇章。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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