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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平潭县防汛抗旱减灾对策研究
陈纪强

!福建省平潭县水利队!防汛办#"福建 平潭!O$"Q""#

!摘!要"!福建省平潭县作为水旱$台风灾害频发区"对其防汛抗旱减灾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福建省平潭

县防汛抗旱减灾对策研究"不仅能够为临海地区防御水旱$台风灾害提供参考"而且能够保障区内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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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的第一大

岛"是全国第五大岛% 平潭东临台湾海峡"距台湾新竹

仅 IL$KMO#F=% 全县有 J 镇 N 乡 L"O 个行政村"居民总

人口 QI 万"土地总面积 OJICMIF=

L

% 平潭县作为水旱(

台风灾害频发区"直接影响区内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I TQ/

% 本文从平潭县洪涝旱灾及台风的特点(平潭

县防汛抗旱减灾工作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入手"进行

防御水旱(台风灾害的对策研究"保障防灾工作的

落实%

$&平潭县洪涝旱灾及台风的特点

IKI!季节性明显

!!福建省平潭县属于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

和"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 年平均

气温 L"C"n"年平均降水量 ILMNC$=="年平均蒸发量

I#"$CN==% 年平均影响台风#含热带风暴$$CO 个#平

潭为海岛"不能作为台风登陆点"只统称影响$% 此外"

干旱根据季节不同可划分为春旱(夏旱(秋冬旱"其危

害性夏旱最大"春旱次之"秋冬旱相对小% 干旱的特点

是出现频率高"活动季节长"成灾范围广%

春季#O&Q 月$!强对流天气#包括雷电(冰雹(雷

雨大风和龙卷风等$(春旱(倒春寒(大风(雾)雨季

#$&# 月$!暴雨洪#积$涝(五月寒(早台风)夏季#J&

M 月$!台风(局地强降水(高温(夏旱)秋季 #I"&II

月$!秋旱(寒露风(大风(晚台风)冬季 #IL&次年 L

月$!低温冻害#包括低温(霜冻和雪等$(冬季干旱(大

'"%'



风% 由此可见"平潭灾害季节性明显%

IKL!多灾交替发生

平潭县地貌类型以海积平原为主"地势低平"中部

略高"有三条呈北东走向的丘陵带"中部多海滩平川"

海岸曲折)东海岸悬崖峭壁"多海湾(港口(暗礁)西海

岸多泥沙滩涂"地形多样复杂% 每年台风暴雨时节"常

遇 J&N 月天文大潮"水灾和风潮灾害交替发生%

IKO!灾害损失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平潭县经济呈现快速增

长趋势% 截至 L"II年"平潭县固定资产投资达 O"OK$ 亿

元"YAa增长速度处于福建省首位% 由此可见"平潭县

受洪涝灾害影响将会造成较大的灾害损失.I/

#&平潭县防汛抗旱减灾工作面临的挑战

LKI!洪涝灾害

!!平潭县每年从 O 月起暴雨的出现次数逐渐增多"

$&M 月为暴雨多发期"# 月出现暴雨高峰期"M 月后暴

雨的出现次数逐渐减少% I 月(L 月基本没有暴雨%

LKL!旱灾

平潭县基本上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现"

L""O 年和 L"II年为近年来干旱较为严重的年份% L""O

年降水仅 J$ICM=="与常年平均 ILMNC$==相比"偏少将

近一半)L"II年降水 MQMC$=="与常年相比明显偏少"为

IMJI年以来降水第三少的年份% 当前平潭县大开发"基

础建设用水量大"显著的旱情对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用水

带来严重的影响% 平潭县历史十大干旱见下表%

平潭县历史十大干旱年统计表

序号 干旱发生时间 干旱天数 干旱过程

I IM$M 年 M 月 L$ 日 I#N 夏秋冬春连旱

L IM#Q 年 N 月 LM 日 IL# 夏秋冬连旱

O IM#J 年 N 月 OI 日 IQI 夏秋冬连旱

Q IMJ# 年 N 月 II 日 IQO 夏秋冬连旱

$ IMJJ 年 N 月 L# 日 I"J 夏秋冬连旱

# IMNQ 年 M 月 IQ 日 II$ 夏秋冬连旱

J IMML 年 M 月 LQ 日 IIL 夏秋冬连旱

N IMM$ 年 I" 月 L 日 IOM 夏秋冬春连旱

M IMMM 年 N 月 L$ 日 IIQ 夏秋冬连旱

I" L""O 年 # 月 LN 日 LI$ 夏秋冬连旱

LKO!台风

平潭县也是台风灾害的多发区"受台风影响较大%

平潭县在 IMJI&L"IO 年受台风袭击频发"其中以下几

次台风比较典型!IMJI 年 M 月 LO 日"平潭县受 IL 级强

台风正面袭击"造成 LQ 条海堤(LJ 个山塘和水库损害"

淹没农田达 JM":=

L

% L""I 年 # 月 L"&LQ 日"平潭县

受 "I"L 号台风,飞燕-影响"在台风登陆平潭的 I" 分

钟内测得最大东南风为 OICM=R9#II 级$"日最大降水

量达到 N#CN=="严重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和财产安全%

L""$ 年 I" 月 I&O 日""$IM 号台风,龙王-影响平潭

县"过程最大风力 Q"CJ=R9#东澳$"城关 L"CO=R9"风

向东北"城关过程雨量高达 I"NCQ=="其中"I" 月 L 日

降水最大量达到 I"#CM==% L"IO 年第 J 号超强台风

,苏力-从 J 月 IO&IQ 日影响平潭县"近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 I# 级#$L=R9$"造成平潭县 OMCN 万人受灾"全县

损失巨大. Q /

%

%&防汛抗旱减灾对策

OKI!防御水旱灾害的对策

OKIKI!工程措施

!!防御水旱的对策包括工程建设(工程的质量管理(

实施科教兴水的战略三个方面的措施.I VO/

%

8C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包括大力推进防洪防潮工

程建设(继续加大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工作的力度以及

继续加强河道排涝工程建设等"是保障当地百姓生命

和财产安全的重要途径% 在防洪防潮工程建设过程

中"应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切实加大投入"搞

好防洪防潮工程建设% 采取控制分流(优化岸线(综合

治理的措施"加快溪流综合整治的步伐"构筑坚固安全

的沿海防洪挡潮工程体系% 在河道排涝的继续建设过

程中"可以采取河道拓宽整治(购置排水设备等措施"

保障河道顺畅"进而保障百姓财产安全% 福建省平潭

县应加大投入建设高标准海堤工程和防洪#潮$堤坝"

保障海堤工程和防洪#潮$堤坝能够满足 $" 年一遇防

洪标准"甚至能够满足 I"" 年一遇防潮标准% 此外"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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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平潭县还可依据地势建设相应的雨水集蓄设施"

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利用"同时保障居民和财产安全%

3C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 坚持慎重决策(科学施

工"对项目的规划(立项(可研(初设(招投标(开工等各

个环节"都要认真履行审批手续"严格按,四制-来组

织建设"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管理"严格审计

监督"抓好工程建设的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5C坚持实施科教兴水的战略% 要加大水利防洪工

程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引进推广的力度"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来保证防洪工程的质量% 同时要依靠科技"

高起点(高效率(高水平地搞好抗旱(节水技术推广%

OKIKL!非工程措施

!!非工程措施包括加强宣传(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建

立并完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等"保障群众防灾意识和

防灾机制的完善"进而保障百姓财产安全.I VO/

%

8C加强宣传% 在防灾宣传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以各个乡镇为宣传的重点区

域"以提升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等能力为目标"

同时还可以通过群策群防体系的构建"加强与群众的

沟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宣传过程中以微

信(微博等网络为依托"保障全县群众的防灾意识不断

提升"促进防灾工作的落实% 此外"让人们认识到生态

系统和谐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生态系统和谐"

降低灾害发生频率%

3C建立灾害预警机制% 灾害预警机制在灾害发生

的初期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及时转移受灾群众和财

产"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的损失% ,预警到乡(预案到

村(责任到人-的灾害预警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提升群

众防灾自觉性"进而保障防灾工作落实到位%

5C建立并完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 防灾指挥体系

是防灾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需要建立完善的防

汛抗旱机构% 在防灾过程中"应以国家防汛抗旱工作

的总方针为依据"以防汛抗旱机构为指挥场所"制定紧

急预案和具体的防汛抗旱规划"保障防灾工作的统一

部署和指挥"提升防灾效率%

OKL!防御台风灾害的对策

8C适时启动预案应急响应% 依照台风等级建立对

应的红(橙(黄(蓝四级应急预案"预案等级由高到低%

红色预警表示强台风及以上等级的热带气旋在未来

LQ 小时内将登陆或严重影响平潭县)橙色预警表示强

热带风暴或台风等级的热带气旋在未来 LQ 小时内将

登陆或严重影响平潭县)黄色预警表示热带风暴及以

上等级的热带气旋在未来 QN 小时内将登陆或严重影

响平潭县)蓝色预警表示热带气旋在未来 JL 小时内将

登陆或影响平潭县.Q/

%

3C台风的防御部署% 台风的防御部署应依据台风

级别进行部署"保障防灾工作的落实% 在台风防御工

作部署中"基层防办应在接到省级防办的通报后"采取

领导带班等方式保障基层防办机构不间断运行"适时

启动防台风级别的应急响应% 基层防办还应以平潭县

的具体情况为依托"以省防办整体部署为指导"采取船

只全部进港避风"加固渔排"适时采取封桥措施"对高

空设备加固等措施进行防灾应对"保障居民财产和生

命安全% 各施工现场停止作业% 此外"基层防办还应

组织专员对海堤(水库等部位进行巡查(加固(监控.Q/

%

5C及时投入抢险救灾% 在抢险救灾中"提升抢险

救灾效率% 在救灾过程中"应以,以人为本-的抢险救

灾原则为指导"保障受灾群众的及时(安全转移% 决堤

或溃坝出现在灾害性的天气的情况时"基于抢险人员

的安全和抢险救灾效率综合考虑"应该慎重对堤坝进

行抢险.Q/

%

-&结&语

通过对福建省平潭县防灾对策研究表明!

8C平潭县洪涝旱灾及台风具有季节性明显(多灾

交替发生以及灾害损失大的特点"区内水旱(台风灾害

频发%

3C基于平潭县洪涝旱灾及台风的特点"将防汛抗

旱减灾对策进一步细化为防御水旱灾害的对策和防御

台风灾害的对策两个方面% 其中"防御 #下转第 N 页$

'$%'



.N/!赵丽娟C汉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研究.W/C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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