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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湛江市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广东省西南部，包括雷州半岛全部和半

岛以北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大特区海南省相望，西临北部

湾。在亚太经济圈中湛江处在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湛江市位于祖国大陆

的最南端，东经 109°31'-110°55'、北纬 20°-21°35'之间，包括雷州

半岛全部和半岛以北一部分。东濒南海，南隔琼州海峡与大特区海南省相

望，西临北部湾，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合浦、博白、陆川县毗邻，东

北与本省茂名市属茂南区、茂港区及化州市接壤。湛江陆地大部分由半岛

和岛屿组成，海岸线绵长，地势北高南低，属热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达

1417-1802 毫米。近年来，受极端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台风带来的集中强

降雨，加剧了城市排水、泄水压力，城市经常发生严重内涝，洪水大量倒

灌而进入物业小区，造成部分地势低洼地带以及市区部分地段小区发生洪

涝灾害，处于地势相对低洼地带的物业小区，往往成为洪水侵袭的重灾区。

暴雨造成的洪水灌入既有地下室，造成车辆、设施设备被淹，给广大业主、

使用人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减轻汛期洪涝灾害，保障物业小区及既有地下室的安全，将极端

天气所带来的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提高物业小区抗击自然灾害的能

力，保护小区公共设施设备以及业主、使用人的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条例 》及相关实际情况，我

协会组织编制了本操作手册，供物业服务企业及各相关单位参照落实。

https://ditu.so.com/?k=%E5%B9%BF%E4%B8%9C%E7%9C%81%E8%A5%BF%E5%8D%97%E9%83%A8&src=wenda_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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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汛抗洪抢险要素

（一）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防汛的方针和原则是：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常

备不懈，减少危害。

（二）责任制

地下室防汛抢险工作应遵循属地管理原则，在当地政府统一指挥下，

分级负责。各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业主委员会应建立防汛岗位责

任制，落实防汛责任。

（三）基本要求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防洪应急保障，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提

升抢险救援能力，保障小区安全有序。

二、湛江市区滞洪区既有地下室重点防范区域预防预警行动：

——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体员工预防洪涝灾害和自我保

护的意识，做好防大汛抗大汛的思想准备。

——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抗洪组织指挥机构，落实防汛抗

洪责任人、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和灾害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

施。

——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防御预案，规范抗洪救灾工作程

序，提高工作的时效性。针对地下室、通风采光井等险工险段，要制定

工程抢险方案。对跨汛期施工的工程，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

——工程准备：按时完成防汛工程修复和防汛防治建设工作，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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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患的地下室、采光井、管道、水泵、排水沟等各类防汛工程设施实

行应急除险加固

——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需的防汛物资，合理

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

——队伍准备：各公司、项目、重点管理单位应建立抗洪抢险救灾

应急队伍。

——检查准备：明确责任，分级检查，“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

查物资、查队伍”，及时发现薄弱环节，限期整改。

三、物业小区及既有地下室防汛抗洪不力易出现的问题：

1.思想麻痹大意，盲目乐观，对灾害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2.抗击洪水抢险物资准备不足，或防汛抗灾物资短缺。地下室出入

口未设档水板或防水沙袋；防水沙袋准备不足，超过最高水位；或延误

最佳的抢险拦水时间。洪水侵入地下室 80%以上的水量是从地下室车道

口涌入，因此，地下室出入口防洪措施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3.防抗台风暴雨应急预案不切合实际，预案演练脱离实际或未进行

预案的演练，危急时刻机动能力差。

4.没有提前预见事故的严重后果，未提前通知业主转移车辆，未对

地下室设备设施进行阻水防护，防洪抗灾处置不当。

5.未对地下室孔洞进行密封，雨水堆集形成洪水，从地下室没有进

行封闭密实处理的通风口、缆线穿墙洞口等进入。

6. 因未对雨水进行阻截，雨水从楼梯口漫入地下室。

7. 日常防范工作不到位，地下室污水提升泵损坏或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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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室出入口沙袋码放（堆砌）标准

防水沙袋码放（堆砌）要求：交叉叠砌，分层错缝垒筑、压实，结

合阻水挡板与帆布，可增强防水效果。

一类防汛区域按最低四层以上堆砌沙袋

防汛帆布 防汛挡板

四层沙袋 四层沙袋

注：1、既有地下室项目建议使用吸水膨胀防汛专用沙袋；

2、沙袋摆放需坚持交叉迭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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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防汛区域按最低三层以上堆砌沙袋

防汛挡板 三层沙袋

车道口封堵小结：

地下室车道口是挡水的第一关口。因车道口的口径不一，物业条件

和能力不一，可因地制宜地选择具体封堵方案和挡板材质、高度，或多

种方案组合使用。

注：项目如所处防汛高危低洼地带，侧墙要同步加高，同时建议设

置二级双重挡水板及沙袋。

五、地下室出入口防水挡板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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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式挡水钢板

注：各项目可根据地下室入口大小选择使用单侧式或双侧式挡水钢板。

六、地下室各类线管洞口封堵方式示例

电缆口封堵方式一：3M电力专业材料封堵

注：3M材料适用于电力设备封堵，耐火耐水性能好，防水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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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漏王封堵

水泥+垫圈封堵

小结：

地下室通风口数量多，是重要进水点。有些位置不明显，易遗漏。

封堵要结合具体条件采取合理方案，有些要接高，有些要配合沙袋使用。

同时不得简单地永久性封闭。

楼体电缆口穿墙位置比较隐蔽，须电力专业人员确定。外墙穿墙小

洞口封堵易操作，大洞口（如排管）须委托专业封堵才能保证效果。封

堵材料有 3M 防火封堵材料、堵漏王、水泥等多种。为保证防水效果，

在封堵后须进行防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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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下室各类通风、采光口封堵方式示例

原通风、采光口照片 整改后通风、采光口照片

优点：拆装灵活，不影响通风效果

缺点：为提高挡水作用，需配合沙袋使用

注：通风采光口为地下室排气采光的重要洞口，有些通风口承担发

电机组出风的功能，因此不建议永久性封堵。

单侧可抽取式挡水板

双侧左右平开侧挡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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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下室污水提升泵的管理与养护

污水提升泵是地下室重要的配套设备，承担着地下室冲洗用水、斜

坡道两边集水、地下室消防用水、人防用水的排放功能。该提升泵的工

作能力根据地下室面积进行配置。

地下室以进水初期和涝水抽排后期，提升泵的正常运转对地下室排

水有着重要的作用。

污水提升泵的日常管理与养护：

1.每月对地下室污水提升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工作异常，及

时进行维修并进行记录。

2.地下室污水提升泵经过 100 小时运行以后，应更换润滑油，以后

每运行 500 小时换油一次。

3.日常要做好设备的清洁工作，保障良好的设备运行环境。

控制柜巡查 泵体巡查（保养）

每日运行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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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物业小区及既有地下室防汛抢险的组织要点

（一）防汛组织工作

1.物业小区及地下室防汛防范抢险的组织工作是关键。区住建主管

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小区业主委员会

是小区防汛抢险力量的牵头人。

2.按照有关领导的要求，建立健全防汛防涝责任制，明确各自工作

职责，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发动小区参与组建防涝抢险志愿者队伍，不

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确保物业小区安全。

汛期定期防汛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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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汛日常工作

1.成立物业小区防汛领导小组和抢险队伍，明确责任人。

2.组建物业小区防汛志愿者队伍，制订防范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

急预案演练。

3.设立物业小区防汛器材专用存放仓库，定期检查物资，保障防汛

物资完好待用。

4.定期检查防汛设备，及时维修防汛设备、补充防汛配件，保障防

汛设备正常运行。

5.备好地下室的平面图，标出配电房、泵房等设备房的位置和基本

信息。

6.建立多渠道的居民联系、通讯机制。如物业小区业主、住户 QQ

群、微信群，维护好小区广播系统等，保证防汛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到物

业小区内的业主、住户。

建立防汛机制及分工小组 建立应急防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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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防汛物资仓库 车库口配置地下室平面图

防汛设备定期检查 建立多渠道防汛通知、互动、总结、宣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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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风暴雨来临之前防汛准备工作

（1）成立应急领导班子。根据各自职责、权限安排任务。客服中

心主任是本辖区范围内执行预案的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员工进行防涝

抢险工作，并负责抢险现场的指挥和督导。

（2）物业小区客服中心经理负责现场组织和指挥，要把一切准备

工作落实在台风暴雨到来之前，全面巡查，现场值守，不能存在侥幸心

理；保安队负责突发事件及应急情况下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机电人员

负责突发事件及应急情况下有关机电工程的具体工作；客服中心其他人

员负责突发事件及应急情况下的后勤支援工作。

（3）安排专人收听、收集有关传播媒体所公布的最新气象信息，

并利用各种方式将台风、暴雨的预报信息及时通知本辖区的全体业主和

业主做好防台风、暴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告知紧急情况的通讯联络电

话。通知业主准备好过渡期的食物、饮用水。

（4）全面检查、调试辖区内设备设施，诸如：供电、供水、排水，

特别是污水泵等有关设备设施，使之处于完好状态。尤其应检查地下室

污水提升泵是否有效，并将状态设为“自动模式”。检查配电室、控制

室等重要机房是否有漏雨问题，若发现存在问题应及时处理。

（5）关闭好公用部位的门窗，对建筑物高处和外墙的广告必须及

时通知业主采取加固措施，对低洼处的配电室、柜、水泵、汽车等要采

取防水淹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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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前配备好防台风抗击暴雨物资，尤其是准备充足的沙袋、

河沙、防水挡板、防水布、沙铲、撬棍，雨衣、雨鞋、安全帽、手套、

手电、应急灯、备用发电机、电缆绳、电动锯、抢险工具、必要的急救

药品等。尤其是防汛专用沙袋的准备，以便满足消防及堵水抢险所必需。

准备员工值班守护的食物、饮料，如面包、糕饼、快餐面、牛奶、矿泉

水等，所有物品均需逐一落实到位。

（7）检查高空易坠物，防止坠落。检查辖区所有公共设施的可靠

性，对易被台风刮倒的，如灯竿、灯罩、公用天线、各种指示牌、盆载、

花木、玻璃窗等，进行必要的加固，暂时能移走的要移到安全的地方。

（8）务必检查天台、屋面、下水道、沟渠的畅通状况，以确保应

急泄水。

（9）客服中心必须在事前通知辖区范围内全体业主、用户关闭好

门窗，做好防台风、暴雨的各种准备，并请提供 2 个或 2 个以上的有效

电话（注意电话更新），以便急需联系时能及时取得联系。如不愿提供

电话的，则要有记录，且应告知业主或租户，将自行承担因无法联系而

造成的相应损失。必要时，可向政府 110 求助，争取得有关部门支持，

以求减轻或避免损失。

（10）机电设备人员负责完成各水池、水箱生活用水的储备，有发

电机的要为柴油发电机组储备能满足连续发电 8 小时用量所需的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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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前动员及分工 空置房排查

防高空坠物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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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物资转移 防汛设备检查及调试

畅通排水沟渠 检查漏水薄弱环节

补充防汛物资



19

发电机房检查 水泵房检查 污水提升泵检查

发电机确保 8 小时油料 水箱确保储水量 检查为自动模式

排水管网检查 设备机组全面排查 风险部位排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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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风暴雨到来之时防汛应对工作

（1）台风暴雨来临之时，指派专人进行观察。察看风暴雨的情势。

客服中心必须明确各时间段的带班领导和相关区域的值班人员，特别是

地下车库及重要设备设施，电梯（机房及各梯层厅堂），必须分别明确

专人按要求进行不间断的巡回值守，并做好记录。如擅离职守，造成后

果的要承担相应经济或法律责任。每个成员间必须随时保证通讯的畅通。

(2) 水浸、洪涝出现后的应急措施，值班人员在报告情况或请求

支援的同时，要尽量控制现场，防止范围扩散，若是下水道堵塞，应立

即疏通。与此同时要利用沙包及其他可用于挡水的物件和工具尽力阻止

或减缓水的漫延。尽早通知车主及相关物主尽快转移有可能受损的车辆

及物品。紧急调用应急水泵实施现场排水。严密观察四周环境，进水是

否影响到如配电室、电梯、供电线等的安全，危及时应关闭相关部位的

电源。检查各排水通道运行是否正常，确保无泥沙、杂物及塑料袋等淤

塞。条件允许时，尽量拍出照片以作日后分析存档及证明的依据。在灾

情有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要及时请求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支援和帮助。

（3）通过群发短息、微信、广播等方式随时向业主发布降雨、台

风等气象信息。

（4）客服中心应在事前组建突发事件及应急抢险小组，要求抢险

小组全体成员在应急情况下整装待命，发生险急，投入抢险。其小组成

员应包括客服中心领导、保安队长、机电班长等人员组成。客服中心经

理担任组长，负责紧急处理的决策、指挥、调配、联络和汇报。

（5）根据台风、暴雨发展的具体情况，应急抢险小分队随时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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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险情，即刻进行抢险，要注意安全第一。按照先救人再救财产的原

则，适时通知抢险队员，进入紧急状态。领导 24 小时值班，其他员工

要随时听候安排。

（6）发现小区管道堵塞，洪水漫溢，马上派出人员检查排水沟是

否被杂物堵塞，并进行清除、疏通，发现洪水漫入车库，马上加高沙袋

高档。暴雨浸袭大堂，迅速将电梯升起到高层，远离底层，或暂时关闭

停止使用电梯。采取措施，用挡水板、沙袋进行堆切，防雨布遮挡，防

止雨水进入电梯底坑。

（7）物业小区内楼幢同一部位有两台电梯的，原则上将其中一台

电梯升至顶层待令，或暂停使用电梯，以减小灾害的损失。

成立防汛指挥部 成立防汛应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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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升至顶层 要机房专人值守

汛情监控 汛情推送（业主）



23

（五）台风暴雨过后的灾后抢险和重建组织工作。

（1）利用抢险救灾时提供的地下室平面图，了解地下室的结构概

况、排水井位置和排水条件，以便大功率抽水设备作业，排干地下室积

水。

（2）洪灾后及时利用现有设备和工具，清理受灾现场，清除积水。

先确保业主最基本的生活，确保水电，道路，电梯的畅通和使用。

（3）灾后进行地下室排水、线路、设备设施的检修。组织人员对

地下室进行消毒清理，作好现场的消毒、杀菌、防疫工作。

（4）遭台风、暴雨袭击所损坏的设备、设施、房屋建筑及树木等，

除及时组织抢修和恢复外，要对所有被损坏的设备、设施及其他物资等，

进行全面清理，并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汇报。

（5）统计受灾情况，并将情况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6）若物业管理区域的进水，系周边市政道路的排水不畅所致，

则应及时向市政管理部门反映情况，以求得以彻底解决。

（7）修复被损坏的建筑物、渗水部位及其他设备、设施。

（8）及时补充防汛抢险物资，做好下次防汛准备。

（9）总结经验，对水浸或洪灾的原因，进行认真、科学的分析，

包括教训和改进措施，以书面的形式报告公司。务必注意总结抢险、及

处理台风、暴雨等应急事件的经验教训。以做到有备无患，让险情和隐

患得到最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力求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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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受灾情况 恢复受灾现场

生活配套设备设施排查及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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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生活秩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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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物资补充 灾后疫情防治

渗水薄弱环节整改 灾后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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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气象灾害预警机制暴雨预警级别

级别 内 容 图例

暴雨四

级预警

预计在未来 72小时内热带气旋将影响我市，沿海将

出现 8 级以上大风或阵风。

暴雨三

级预警

过去 24小时有 3 个及以上县（市）区的部分乡（镇、

街）雨量超过 50 毫米，且预计未来 24 小时上述地

区仍将出现 50 毫米以上的降雨；或者预计未来 24

小时有 3 个及以上县（市）区的部分乡（镇、街）

将出现 100 毫米以上的降雨。

暴雨二

级预警

过去 48小时有 2 个及以上县（市）区的部分乡（镇、

街）雨量超过 100 毫米，且上述地区有日雨量超过

100 毫米的降雨，预计未来 24小时有 2 个及以上县

（市）区的部分乡（镇、街）将出现 200 毫米以上

的降雨。

暴雨一

级预警

过去 48小时有 1 个及以上县（市）区的部分乡（镇、

街）雨量超过 200 毫米，且上述地区有日雨量超过

250 毫米的降雨，预计未来 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

现 100 毫米以上的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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