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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应急工作分工细则 

 

一、管理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分管应急办工作的局领导 

成  员：管理局领导；各监管局局长；专机办、办公室、

航空安全办公室、政策法规处、计划统计处、财务处、人事

科教处、运输管理处、通用航空处、飞行标准处、外国航空

公司审定和监管处、航空卫生处、航务管理处、适航维修处、

适航审定处、机场管理处、空中交通管理处、通信导航监视

处、航空气象处、公安局、党委办公室、工会办公室、纪检

监察处、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机关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 

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专机办。 

主  任：专机办主要负责人 

三、领导小组下设专项应急处置小组： 

（一）航空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航安办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航安办主要负责人 

（二）航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航卫处工作的局领导   



 2

副组长：航卫处主要负责人 

（三）机场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机场处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机场处主要负责人 

（四）航空器搜寻救援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空管处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空管处主要负责人 

（五）空防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公安局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公安局主要负责人 

（六）群体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办公室主要负责人 

（七）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处置小组 

组  长：分管党办工作的局领导   

副组长：党办主要负责人 

四、领导小组工作细则 

1、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部署，负责

领导民航华北地区应急管理工作，指挥、督察华北地区民航

各单位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支持、协助民航应

对突发事件，协助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与民航相关

工作内容； 

2、了解掌握突发事件情况，汇总、整理和通报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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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关信息，做好信息传递工作；分析和总结民航华北地区

突发应急处置工作，进行相关专项调研，制定民航华北地区

应急工作的政策与指导意见，监督检查区内各民航企事业单

位相应的应急处置和预案管理工作。 

五、成员单位分工细则 

1、专机办公室（应急办） 

（1）作为领导小组日常办事机构，处理应急管理工作

一般事务，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急管理工作； 

（2）组织、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共同落实上级有关指示

精神，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协助领导小组成员开展应急

工作； 

（3）负责辖区民航应急信息传递工作，及时通报突发

事件及应急处置信息，传达相关工作要求； 

（4）组织相关单位编制修订民航华北地区应对突发事

件总体预案，提出民航华北地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和建议； 

（5）制定民航华北地区突发应急工作计划，组织召开

民航华北地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会议及应急培训工作； 

（6）负责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工作的对外联络，组织民

航华北地区应急科学相关调研与技术交流； 

（7）承办领导小组交办其他事项。 

2、办公室 

（1）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与调查、评估，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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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和涉港、澳、台地区的民航应急处置与调查、评估提供政

策咨询； 

（2）协助办理外国及港、澳、台地区人员入境参与民

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相关事宜；  

（3）协助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人员办理赴国外和港、

澳、台地区参加应急处置相关事宜。 

3、航空安全办公室 

（1）监督、检查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应急工作，组

织、协调各相关部门指导监管局，负责辖区内民用航空事故

调查工作有关文件和程序的制定； 

（2）组织开展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安全应急处置调查、

评估，研究提出加强本地区民航飞行安全与航空地面安全应

急工作的措施； 

（3）负责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

联络与协调； 

（4）指导民航华北地区飞行与航空地面安全应急处置，

组织协调本地区民用航空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5）按规定向民航局上报航空器事故信息。 

4、政策法规处 

（1）指导管理局应急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审查

管理局应急工作制度； 

（2）指导、监督和检查民航应急法规行政执法工作； 

（3）参与民航应急处置与调查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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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评估，为民航应急处置与调查、评估提供法律咨询。 

5、计划统计处 

（1）指导、督促落实民航华北地区突发事件应急体系

建设规划，指导民航华北地区应急体系建设工作，指导应急

工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与落实工作； 

（2）管理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工作基础设施、设备、装

备投资建设工作；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 

6、财务处 

（1）负责管理局应急工作资金预算管理；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为民航华北地区管

理局应急处置提供资金和财务政策支持； 

（3）参与突发事件与应急处置民航经济补偿问题； 

7、人事科教处 

（1）组织、协调民航华北地区重要网络与信息服务保

障应急工作，负责制定管理局重要网络与信息服务保障应急

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组织或协调重要网

络与信息服务保障应急处置，为民航应急处置提供保障； 

（3）参与组织管理局应急培训、教育工作； 

（4）管理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8、运输管理处 

（1）监督、检查民航华北地区航空运输应急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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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指导制定航空运输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督促相

关单位收集、确认并提供与事件相关的客、货、邮及其他相

关信息；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协调航

空运输单位配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工作； 

（3）研究提出民航华北地区航空运输应急工作的措施； 

（4）协助完成紧急航空运输任务。 

9、通用航空处 

（1）监督、检查民航华北地区通用航空应急工作，组

织、指导、监督通用航空单位制定和实施应急预案；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配合辖区通用航空

应急处置，组织、指挥辖区通用航空单位参与民航应急处置，

督促相关单位收集、确认并提供与事件相关的信息； 

（3）组织、指挥或协调紧急通用航空任务； 

（4）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组织辖

区通用航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协调辖区通用航空单位配

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工作。 

10、飞行标准处 

（1）督促、检查、指导辖区内飞行、乘务人员应急培训

规定，监督、检查培训实施情况； 

（2）参与民航辖区内应急处置，指导民航华北地区飞行、

乘务应急处置； 

（3）参与辖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协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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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工作，并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4）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内

的紧急安全措施。 

11、外国航空公司审定和监管处 

（1）参与涉及外国航空公司飞行事故应急事件处置和

事故调查，协调相关单位工作，并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2）研究提出加强辖区外国运输航空公司应急工作的

措施； 

（3）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的

紧急安全措施。 

12、航空卫生处 

（1）管理民航华北地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组织、

指导制定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提出加强民航华北地

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措施； 

（2）管理突发事件民航华北地区医疗救护应急工作，

组织、指导制定突发事件民航华北地区医疗救护应急预案及

相关规定、程序，研究提出加强突发事件民航华北地区医疗

救护应急工作的措施；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指导公共卫生事件

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 

（4）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组织公

共卫生事件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为民航华北

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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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督、检查民航华北地区应急救护、航空卫生、

公共卫生防控工作相关人员培训情况； 

    （6）参与、指导民航华北地区公共卫生、应急救护工

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协作；  

（7）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的

紧急安全措施。 

13、航务管理处 

（1）督促、检查、指导辖区内签派人员应急培训规定，

监督、检查培训实施情况；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指导辖区内签派应

急处置；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协调辖区

内签派人员配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工作。 

（4）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的紧

急安全措施。 

14、适航维修处 

（1）督促、检查、指导民航华北地区维修人员应急培训

规定，监督、检查培训实施情况；  

（2）参与辖区内应急处置，指导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器

维修应急处置；  

（3）参与辖区内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协调民航华北

地区航空器维修单位配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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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适航审定处 

（1）管理民航华北地区航空器应急工作技术标准； 

（2）参与辖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协调相关

单位工作，并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3）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的紧

急安全措施。 

16、机场管理处 

（1）监督、检查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应急救援与运行保

障应急工作，组织、指导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制定应急预案、

处置规定和程序；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指导华北地区民用

机场开展应急处置；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组织华

北地区民用机场应急救援与运行保障应急处置调查、评估，

协调华北地区民用机场配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估工作； 

（4）督促、检查、指导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制定、实施

应急人员培训计划和应急演练计划； 

（5）研究提出加强华北地区民用机场应急救援与运行

保障应急工作的措施； 

（6）根据航空安全形势，研究提出本部门管理范围的

紧急安全措施。 

17、空中交通管制处 

（1）督促华北空管局制定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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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华北地区民用航空器搜寻援救协调工作，组

织制定民用航空器搜寻援救协调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

序；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指导民航空中交通

应急处置； 

（4）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组织民

航空中交通管理应急处置和民用航空搜寻援救协调调查、评

估，协调民航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配合民航应急处置调查、评

估。 

18、通信导航监视处 

（1）督促、指导民航华北地区通讯导航单位制定通讯

导航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 

（2）督促、指导民航华北地区通讯导航人员应急培训

规定，监督、检查培训实施情况； 

（3）参与辖区内应急处置，指导民航华北地区通讯导

航应急处置工作； 

19、航空气象处 

（1）督促、指导民航华北地区航空气象单位制定与气象

相关的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 

（2）督促、指导民航华北地区航空气象人员应急培训规

定，监督、检查培训实施情况； 

（3）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处置，督促、指导或协调民

航华北地区航空气象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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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公安局 

（1）组织、指导民航华北地区空防安全应急工作，组

织、指导制定民航华北地区民航空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及相关规定、程序，组织、检查和指导应急预案

演练； 

（2）协调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反劫

机工作，指导民航华北地区企事业单位开展防劫机防范工

作； 

（3）参与民航应急处置，组织、指导民航华北地区空

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4）参加民航华北地区值守应急工作，指导华北地区

民用机场消防保障能力建设工作； 

（5）组织、指导民航华北地区空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培训； 

（6）组织建立、完善民航华北地区空防安全风险评估

体系，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研究提出加强民航华北地区

空防安全和社会治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民用机场消防保障

力量建设的措施。 

21、党委办公室 

（1）组织、指导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相关思想政治工作； 

（2）指导制定民航华北地区应对突发事件宣传报道基

本原则，组织加强宣传报道； 

（3）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单位采访工作。 



 12

22、纪检监察处 

（1）监督管理局遵守应急工作相关法律法规，组织、

指导加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反腐倡廉工作； 

（2）调查处理管理局及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违

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受理其申诉。 

23、工会办公室 

（1）负责民航华北地区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劳动保

护监督检查，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调查处理； 

（2）参与民航华北地区应急工作知识普及与宣传贯彻

工作，组织、指导开展群众性知识、技能比武与合理化建议

活动。 

24、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 

（1）参与北京南苑机场及中联航空防安全和社会治安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织、检查和指导北京南苑机场及中联

航应急预案演练； 

（2）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共同开展反劫机工作，指导南

苑机场及中联航开展防劫机防范工作。 

25、机关服务中心 

（1）负责管理局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后勤保障工作； 

（2）协助管理局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 

26、各安全监管局 

（1）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发生的民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2）制定监管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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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口协调当地政府相关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健全

应急联动机制； 

（4）检查、指导本辖区内民航各企事业单位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工作，及时传递工作信息； 

（5）参与本辖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事件调查，协调

有关单位工作，并及时提供有关信息； 

（6）分析总结本辖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情况，并向管

理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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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分工细则（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调整说明 

2008 年 5 月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颁布了《关于调整民航华北地区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

通知》（民航华北发【2008】35 号文）。其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管调，下设 6个专项应急处置小组，同时还设立分区（即

当年各监管办）应急处置小组。 

2011 年民航局发布了《关于调整民航局突发事件应急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专机办 2012 年 3 月

编写了《关于征求调整管理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工作职责等意见的通知》（华北局发明电【2012】577

号），重新修订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2012 年民

航局又颁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应对突发事件总体预案。根

据 2012 年第二十八期局务会精神，专机办牵头，再一次梳

理了应急工作种类、内容，进一步修改完善应急处置体系，

2012 年 12 月又召集办公室、航安办、法规处、人教处、运

输处、通航处、航卫处、机场处、空管处、公安局、党办等

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了研讨，之后在内网上公布，广泛征求意

见后再次修订的应急工作分工细则，使得各部门在突发事件

应急工作中承担的职责更加细化，程序上也进行了规范。

2013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 4 次局务会审议原则通

过后，按局领导要求，我们再次征求相关部门对分工定位、

文字表述的意见，最后经法规处审核，使应急分工细则更符

合管理局实际工作，并将《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突发事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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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名称，改成简单明了的

《应急工作分工细则》。 

 

 

专机办 

2013-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