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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要求，

切实做好我市 2019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地质

灾害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 394

号令）、《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福建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闽政〔2011〕8 号）等规定，通

过对各县（市、区）地质灾害现状的全面调查，结合近年来我市地质灾

害防治工作和地质灾害动态变化情况，制定本市 2019 年度地质灾害年度

防治方案。 

本方案经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一、地质灾害总体情况 

（一）2018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情况 

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全面推进调查评价体系、

监测预警体系、综合治理体系和应急防治体系建设，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1）防灾基础持续夯实。通过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和汛后复查的汛

期“三查”工作机制，全市共核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1277 处，发放防

灾明白卡 2726 张，避险明白卡 7124 张，补充更新警示标识牌 289 个。 

（2）综合防灾能力全面提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教育

和应急演练，提高群众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共举办各类地灾培训 18场

次，培训人数 2550 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16场次，参演人数 6328

人。 

（3）应急防治体系不断完善。组建了由 95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 7

支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队伍，为我市地灾应急救援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在重要防灾节点，进驻各县（市、区）提供防灾技术指导；各级资源规

划部门建立了应急值班制度，应急值守与信息报送不断规范，全年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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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应急防灾值班 7个批次 21个班次，发出地灾预警信息 17次。 

（4）综合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地质灾害防治 6413 万

元，地灾搬迁 18户 56 人，实施工程治理 60 处，使 1821 人免受地灾威

胁，地质灾害隐患逐步得到消除，全年累计核销地灾点 95处。 

（5）监测预警体系不断完善。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共同推进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加强和省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省地质环境监

测中心、中国联通以及特力惠公司的沟通协作，在闽清东桥布设了深部

位移监测点、连江安凯安装了山体位移远程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建立、

完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平台。 

（二）2019 年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情况 

经汇总各县（市、区）资料，目前我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 1196

处，房前屋后高陡边坡 4820 处。其中威胁 30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 38

处，列入市级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潜在威胁人数 5327 人，见表 1、

表 2。 

表 1  2019年福州市各县（市、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1196 处） 
县（市、 

区） 
灾害点 
总数 

地 质 灾 害 点 类 型、数 量 
崩塌 滑坡 不稳定斜坡 泥石流 侵蚀塌岸 

鼓楼区 4 2 1 1 0 0 

台江区 2 2 0 0 0 0 

仓山区 9 6 3 0 0 0 

晋安区 35 2 22 9 2 0 

马尾区 16 6 7 2 1 0 

长乐区 12 5 7 0 0 0 

福清市 101 46 55 0 0 0 

连江县 20 8 8 4 0 0 

罗源县 142 51 70 16 5 0 

闽侯县 160 105 54 0 1 0 
闽清县 457 241 198 0 18 0 

永泰县 220 90 128 0 2 0 

福州高新区 18 5 13 0 0 0 

合  计 1196 569 566 32 29 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各县（市、区）2019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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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州市 2019年度市级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统计表（38处） 

县（市、区） 
灾害点 
总数 

地 质 灾 害 点 类 型、数 量 
崩塌 滑坡 不稳定斜坡 泥石流 

鼓楼区 0 0 0 0 0 
仓山区 0 0 0 0 0 
福清市 4 1 3 0 0 
连江县 4 3 1 0 0 
罗源县 3 0 2 0 1 
闽侯县 0 0 0 0 0 
闽清县 10 2 6 0 2 
永泰县 17 2 15 0 0 

福州高新区 0 0 0 0 0 
合计 38 8 27 0 3 

（三）2019 年度防灾形势 

1.2019 年降雨趋势分析 

根据福州市气象局提供的《2018年福州市气候公报》中“2019年气

候趋势展望”，预计 2019年，3月雨量略多，4月偏少；5～6月雨量总体

略多；7～9月降水量总体略少。 

预计 2019 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有 5～6 个，数量较常年略少，

但强度偏强，可能有秋季台风影响我市。 

2.2019 年度防灾形势分析 

由局地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大，房前屋后崩塌滑坡易

引发零星人员伤亡，高隐蔽性的泥石流易引发群死群伤。 

（四）地质灾害的重点防范期 

本年度 5～6 月是内陆山区的重点防范期，7～10 月是台风暴雨影响

地区的重点防范期。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提前做好各方面准备工

作，及时进入重点防范期工作状态，确保安全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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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灾害防范机制 

（一）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应急管理、教育、建设、交通、水利、文旅

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别做好村（居）、学校、建筑工程边坡、公路、水库、

旅游景区等区域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掌握受威胁对象的基本情况，逐

点补充完善应急转移预案，编制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设立警示标

识，完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 

（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防、转移避险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防灾责任人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受威胁单位主要负责

人、村（居）“两委”主要干部担任。地质灾害的监测人为受威胁的单位

和个人。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村居，由村（居）“两委”组织受威胁村（居）民

开展巡查、监测；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公路、铁路、航道、通讯、水利等，

由其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巡查、监测；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单位，由单位组

织员工开展巡查、监测。 

对可能发生险情的，防灾责任人应当及时动员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

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制组织避灾疏散，

同时向属地人民政府、资源规划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各重要地质灾害

点的监测、预防责任人详见附件 3。 

（三）加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收到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后，应

有效运转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做好各项防灾工作。 

黄色预警，防灾责任人应组织监测人加强巡查监测； 

橙色预警，地灾隐患点受威胁对象应转移避险； 

红色预警，地灾隐患点、高陡边坡受威胁对象应转移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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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灾害防范责任 

地质灾害防治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 

各主要单位职责分列如下：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

和监督。其主要职责：（1）汛前组织力量，会同建设、水利、交通、文

化与旅游、教育等部门对辖区内地质灾害易发区域进行调查，划定重点

防控区，提出防灾措施，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完善地质灾害数

据库；（2）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速报

制度，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在汛期特别

是台风暴雨、异常降雨时段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指导

监督各县（市、区）落实地灾巡查、监测和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防治

措施；（3）配合市应急管理局，为防御突发地质灾害提供应急技术支撑。 

市应急管理局：编制市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指导各县（市、区）、

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应急演练。建立灾情报

告系统并统一发布灾情，统筹应急力量和物资储备并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加强灾害救助体系建设，指导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市城乡建设局：负责对职责范围内的建筑边坡工程的勘查、设计、

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的监督，并负责边坡工程施工期间安全监管。 

市水利局：负责做好直接威胁安全的水利水电设施地质灾害的巡查、

防治、抢险、救灾等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依职责做好公路沿线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组织力

量抢修因灾损坏的公路设施，保障交通干线畅通，并配合公路沿线地方

政府做好公路沿线地质灾害勘查、设计、施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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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象局：负责及时通报气象监测预警资料和降雨时空分布等信息，

会同市资源规划局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做好学校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落实学校地质灾

害的监测、治理工作，发现险情及时组织师生、员工避险转移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同资源规划局开展旅游区（点）地灾防治预案

编制和隐患点排查、监测；督促在山区 A级旅游景区内开发的建设单位，

按照规定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联合辖区内 A 级旅游景区开展地质

灾害防治的检查，做好查险、排险工作，消除隐患；负责及时协调广播

电视台及相关媒体播报市人民政府防灾工作部署、灾害性气象、地质灾

害预报预警信息和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等。 

福州市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各家基础电信企业保障各级

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地质灾害发生地之间的通信畅通，保障

通信人员和设施安全。 

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及行政村是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具体责任

单位，应加强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特征的巡查；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组织编制《村（居）汛期地质灾害防御群众转移预案》。 

四、应急响应 

（一）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乡镇（街道）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应急处

置演练，并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确保转移路线明晰、避让场所安全、保

障措施完善。 

（二）灾情险情报告 

发现地质灾害险情或灾情的单位和个人，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并

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资源规划、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其他部门或村（居）

民委员会接到报告的，应立即转报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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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民政府或县级资源规划、应急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

派人赶赴现场调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害发生或者灾情险情扩大，并

按照灾情险情速报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资源规划、应急管理部门报

告。 

（三）转移疏散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应适时启动相应的突发地

质灾害应急预案，划定危险区，设置明显警示标志，组织做好人员转移、

灾（险）情评估和救援工作。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受威胁人员避

险疏散及实施交通管制。地质灾害险情未消除前，被转移人员不得擅自

返回。 

（四）应急技术支撑 

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生后，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资源规划部门

配合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迅速开展地质灾害

调查，查明地质灾害类型、范围、规模、成因、发展趋势，并提出地质

灾害防治处置建议，相关技术资料应及时通过“福建省地质灾害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存档。因地质灾害死亡或失踪的灾情，属地县级资源规划

部门应将地质灾害应急调查报告按规定报同级党委、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抄送省自然资源厅。 

五、地质灾害防治奖惩措施 

（一）加强资金保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本辖区

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市级财政重点支持市级重要地质灾害点“消灾去

险”工作，根据地灾规模在每年预算中安排重要地质灾害点工程治理、

搬迁、应急降险及地灾防治工作专项经费。 

1．对于采取搬迁避险的，在省级每户补助 1万元的基础上，市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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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配套补助 1万元，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市级财政再增加补助每户 1

万元，县（市、区）级财政视情况给予相应配套补助。 

2．对于工程治理的，市级财政部门在年度预算中专项安排资金，优

先保障市级重要灾害点工程治理项目，按照“先治先补”和“特别紧急

的灾险情治理项目可提前”的原则，按不超过经审核后项目概算的

40%-50%给予补助，在项目优选和资金安排上加大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

闽清、永泰、罗源县按不超过 50%，其它县（市、区）按不超过 40%。符

合中央和省级地灾防治申报条件的治理项目，由市资源规划局会同市财

政局积极向上争取补助资金，并按上级要求做好市级资金配套和县（市、

区）自筹。 

（二）明确奖惩措施 

对在隐患排查、巡查监测、预报预警等防灾工作中提前发现险情前

兆，及时报告险情，及时采取疏散措施，避免了人员伤亡或减轻了重大

财产损失，在抢险救灾或恢复重建中贡献突出的单位或个人，按照《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福建省地质灾害临灾预报奖励办法》规定，由政府给

予表彰和奖励，奖励经费在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经费中列支，奖励材料存

入个人档案。对落实防灾措施不到位导致严重后果的要按照相关规定严

肃追责。 

六、应急降险、搬迁避让及工程治理 

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各地质灾害点的危险性、危害性和经济条件，

按照轻重缓急原则，有计划开展应急降险、搬迁避让及工程治理工作。 

1．应急降险。对危险性、危害性较小的小型隐患点和房前屋后高陡

边坡，可实施应急降险，降低成灾风险。通过应急降险处置后趋于基本

稳定，经专家论证可以核销的予以核销；经专家论证仍不能核销的，应

纳入群测群防体系，强降雨期间开展巡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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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搬迁避让。对位于偏远山区、工程治理投资过大或治理后仍不能

有效消除威胁的隐患点和高陡边坡，鼓励受威胁群众搬迁避让、异地集

中安置，要按照《福建省农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方案》（闽政办

〔2016〕116 号)及《福州市地质灾害搬迁实施方案》（榕政综〔2014〕232

号）要求，核定搬迁对象，实施搬迁重建。 

3．工程治理。对位于乡村、集镇及城市规划区内、自然因素引发、

危险性大、威胁人数多、造成经济损失大的重大隐患点，各级政府要将

其纳入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库，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有序开展治理。工程

建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督

促责任方组织治理并承担治理所需费用。 

七、市级重要灾害点的防治安排 

38 处市级重要地质灾害点，按照分类处置原则，其中 12处根据“愿

搬尽搬、应补尽补”原则，推进地质灾害搬迁避让；7处采取“全民动员、

全民参与”的群测群防措施；其余 19处市级重要地质灾害点采取工程治

理措施，根据各治理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将具备动工条件的 8 处重要地

质灾害点（详见附件 2-1），优先列入 2019 年工程治理计划，治理费用约

2775 万元，剩余 11处（详见附件 2-2）作为预备项目，治理费用约 3980

万元，抓紧开展勘查、设计、预算等前期工作，确保条件成熟一个，推

动一个。 



 

10 

附件1-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统一编号 野外编号 位      置 灾害类型 初发时间 经  度 纬  度 体积（m3) 威胁人数 威胁财产

（万） 灾害规模 险情等级 稳定性 处置建议 

1 350181020244 FQS253 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峰头 15 号后山 崩塌 1997.07 119°09′47.3″ 25°44′24.3″ 160 135 26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 350181010224 FQS224 福清市龙江街道安民村松安小学后山 滑坡 2008.08 119°24′21.3″ 25°41′33.2″ 35400 335 17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3 350181010025 FQS025 福清市龙江街道松峰村教堂及周长春等屋后 滑坡 2002.08 119°24′07.9″ 25°41′52.5″ 24000 76 24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4 350181010174 FQS174 福清市南岭镇大山村卢厝楼自然村后山 滑坡 2010.06 119°30′24.3″ 25°47′15.1″ 204000 65 240 中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5 350122020172 LJF405 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西坑自然村后山 崩塌 2015.04 119°51′38.0″ 26°20′13.9″ 7500 430 53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6 350122000003 LJF103 连江县东湖镇东湖村三叉口加油站背后 崩塌 2011.05 119°31′12″ 26°13′46″ 5000 90 18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7 350122000004 LJF177 连江县黄岐镇海建街后山坡 崩塌 2002.04 119°53′07.5″ 26°19′21.1″ 6000 95 18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8 350122010009 LJF178 连江县长龙镇真茹村外窑后山 滑坡 2007.08 119°34′57.3″ 26°22′27.4″ 3750 87 65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9 350123030208 LOY208 罗源县霍口乡川边村雷明炎等 泥石流 2008.10 119°12′03″ 26°27′30″ 6400 105 96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10 350123010949  罗源县中房镇下湖村胡庆为等屋后 滑坡 2015.09 119°29′07″ 26°34′18″ 500 71 2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11 350123010932  罗源县中房镇洋里村 滑坡 2010.07 119°26′27″ 26°34′23″ 135000 1009 3000 中型 特大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12 350124010585 MQ585 闽清县东桥镇山限村李长务等 85 户房后滑坡 滑坡 2016.07 118°51′42″ 26°20′24″ 9750 312 88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13 350124020501 MQ501 闽清县梅城镇台山新村 322 号毛文朗屋后 崩塌 2016.01 118°52′01.7″ 26°13′45.6″ 720 59 6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14 350124030632 MQ632 闽清县梅溪镇上埔村凤凰湾 泥石流 2016.07 118°52′27.59″ 26°12′37.93″ 900 83 10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15 350124030631 MQ631 闽清县梅溪镇樟洋村林仰敬房后 泥石流 2016.07 118°49′55.63″ 26°15′43.34″ 1100 54 8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16 350124010546 MQ546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池木德等屋后 滑坡 2016.07 118°49′08.42″ 26°05′06.90″ 4000 57 1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17 350124010544 MQ544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前西自然村池信枫屋后 滑坡 2016.07 118°48′55.63″ 26°05′15.65″ 6000 64 1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18 350124010031 MQ031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池家金房后 滑坡 2016.07 118°44′50.14″ 26°03′25.61″ 7000 82 12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19 350124010618 MQ618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里样自然村邱祥锡等房后 滑坡 2016.07 118°44′20.92″ 26°03′43.29″ 22500 51 103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0 350124010611 MQ611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邱其文房后 滑坡 2016.07 118°44′35.28″ 26°03′48.32″ 3000 114 15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21 350124020790 MQ1707 闽清县塔庄镇塔庄中学 崩塌 2016.07 118°46′18″ 26°03′39″ 750 520 2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群测群防 

22 350125011132 YT1805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A 区 滑坡 2015.06 118°57′36″ 25°51′27″ 25000 66 15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3 350125011134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B 区 滑坡 2015.08 118°57′30″ 25°51′28″ 14600 133 110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4 350125020097  永泰县城峰镇旗山小区 崩塌 2008.05 118°57′55.7″ 25°52′02.1″ 2400 86 15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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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统一编号 野外编号 位      置 灾害类型 初发时间 经度 纬度 体积（m3) 威胁人数 威胁财

产（万） 灾害规模 险情等级 稳定性 处置建议 

25 350125010074  永泰县赤溪乡石竹村上苦竹 滑坡 2006.05 118°53′34.37″ 25°46′02.83″ 13000 127 1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6 350125010075  永泰县赤溪乡双桂村第九组 滑坡 2006.05 118°51′31.75″ 25°45′13.13″ 13500 51 4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27 350125010107  永泰县赤溪乡云岭村横路 4-5 号 滑坡 2007.06 118°53′29.3″ 25°47′47.6″ 3000 165 2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28 350125010216  永泰县大洋镇凤洋村龟洋 滑坡 2007.06 118°47′09″ 25°55′54″ 5760 102 2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29 350125010012  永泰县大洋镇埔头村汪家昌屋后 滑坡 1999.10 118°46′35.5″ 25°57′05.9″ 2400 57 4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30 350125000028  永泰县东洋乡仑坪村 滑坡 2007.06 118°37′57.3″ 25°54′54.1″ 1200 64 1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31 350125010039 YT-039 永泰县洑口乡后亭村后厝卢明永等房后 滑坡 2003.04 118°25′38.2″ 25°48′01.5″ 108000 68 990 中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32 350125000051  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铁板寨 滑坡 2016.09 118°29′013″ 25°50′40.1″ 4500 53 1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33 350125010208 YTX-208 永泰县岭路乡庄边村洋斜程良新等房后 滑坡 2006.08 118°55′6.86″ 25°48′2.94″ 12600 120 65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34 350125011114  永泰县盘谷乡洋里村上洋 11 号严书清等屋后 滑坡 2016.09 118°48′27.19″ 25°57′31.47″ 3600 52 40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35 350125020331 YT-022 永泰县霞拔乡上和村洋中自然村范功飞屋后 崩塌 2016.09 118°40′43″ 25°56′31″ 200 64 8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36 350125000024 YT-024 永泰县霞拔乡霞拔村街道李盛健房后 滑坡 2016.07 118°41′32.5″ 25°55′41.1″ 200 121 1200 小型 中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37 350125010176 YT-027 
永泰县长庆镇莲峰村水尾 38 号、39 号侯爱平等屋

后 滑坡 2000.05 118°35′35.1″ 25°58′09.8″ 3000 52 15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搬迁避让 

38 350125010055 YT-055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吴纯传等房后 滑坡 2003.09 118°35′40.9″ 25°56′02.8″ 900 52 50 小型 小型 不稳定 工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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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2019 年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工程治理实施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统一编号 位  置 灾害类型 治理方式 资金概算 项目形象进度 责任单位 责任人 

1 350181010025  福清市龙江街道松峰村松峰村教堂

及周长春等户宅后 滑坡 工程治理 355 列入 2019 年 
工程治理计划 福清市人民政府 张  帆 

2 350122000004  连江县黄歧镇海建村后山坡 滑坡 工程治理 100 已完成招投标， 
确定施工单位 连江县人民政府 郑立敏 

3 350125011132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A 区 滑坡 工程治理 370 正在施工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4 350125011134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B 区 滑坡 工程治理 700 列入 2019 年 
工程治理计划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5 350125010216  永泰县大洋镇凤洋村龟洋 滑坡 工程治理 140 正在施工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6 350125011114  永泰县盘谷乡洋里村上洋 11 号 滑坡 工程治理 450 列入 2019 年 
工程治理计划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7 350124010546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池木德等屋后 滑坡 工程治理 335 已完成勘察、设计 闽清县人民政府 陈忠霖 

8 350124010544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前西自然村池

信枫屋后滑坡 滑坡 工程治理 325 已完成勘察、设计 闽清县人民政府 陈忠霖 

合计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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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2019 年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工程治理预备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统一编号 位  置 灾害类型 治理方式 资金概算 责任单位 责任人 

1 350181020244 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峰头 崩塌 工程治理 20 福清市人民政府 张  帆 

2 350122000003 连江县东湖镇东湖村三叉街加油站背后 滑坡 工程治理 300 连江县人民政府 郑立敏 

3 350122010009 连江县长龙镇真茹村外窑后山 滑坡 工程治理 200 连江县人民政府 郑立敏 

4 350123010949 罗源县中房镇下湖村胡庆为等屋后 滑坡 工程治理 60 罗源县人民政府 孙  利 

5 350124010618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里样自然村 滑坡 工程治理 500 闽清县人民政府 林忠霖 

6 350125000051 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铁板寨 滑坡 工程治理 35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7 350125020331 永泰县霞拔乡上和村洋中自然村 崩塌 工程治理 30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8 350125000024 永泰县霞拔乡霞拔村街道 滑坡 工程治理 50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9 350125010055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岭兜 滑坡 工程治理 30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10 350125010074 永泰县赤锡乡石竹村上苦竹 滑坡 工程治理 45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11 350125020097 永泰县城峰镇旗山小区 崩塌 工程治理 1000 永泰县人民政府 雷连鸣 

合计 3980     

备注：抓紧开展勘查、设计、预算等前期工作，确保条件成熟一个，推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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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峰头 15 号后山崩塌 

统一编号 350181020244 经纬度 119°09′47.3″  25°44′24.3″  
高程 冠：500m 

趾：325m 野外编号 FQS253 公里网 X:2848307 Y:40416031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5m，宽 4m，高 8m，潜在方量 160m3，已滑塌 160m3 

发灾时间 
1997年 7

月 
威胁 
户数 

40
户 

人

数 
135
人 

威胁 
财产 

砖混房 7 座、土木房 9 栋约

2600m2， 26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处低丘缓坡凸形坡地形，自然坡度约 33°，上部地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含碎石

粘性土，土层厚度约 3m，结构松散，下伏基岩为强风化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 
历史 

1997 年 7 月后缘危石沿裂隙（产状 210°∠75°）裂开，在 20 年的时间里裂

开宽度 0.8m，长度 3m，危石 1 体积 5*4*3=60m3,危石 2 体积 4*5*3=60 m3,
危石 3 体积 4*2*5=40 m3。遇较大台风时有零星转石从山顶滚落到山脚下。 

诱发因素 
台风、降雨、

地震 
稳定

分析 

山顶悬空危石逐渐裂开且未加防护，目前稳定性一般；在台

风连降大雨及地震时，上部危石易崩落成灾，发展趋势稳定

性为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

查 
监测

周期 
每月一次，汛

期加密监测

次数 

报警

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少林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市长 施家雄 15606995588 镇 长 何育航 13960711777 

村 长 李春冰 15859152129 监测人 
陈国贵
陈咸积
陈咸江 

13950261653 
85398992 

13489973351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 忠 13805074778 分 管 庄  强 13960858818 

科 长 陈丹梅 13609565781 所 长 陈  平 13655045752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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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清市龙江街道安民村松安小学后山滑坡 

统一编号 350181010224 经纬度 119°24′21.3″  25°41′33.2″  高

程 
冠：60m 
趾：31m 野外编号 FQS224 公里网 X: 2842959 Y: 40440410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55m,宽 170m,高 3m,潜在方量 28050m3,已滑塌 1000m3 

发灾时间 2008 年 8 月 威胁

户数 
4 人

数 
17人和师生318 
人 

威胁 
财产 17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该点处低丘陡坡凸坡地形，自然坡度约 25°，上部地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含碎

石粘性土，土层厚度 0.5～2m，结构松散，下伏基岩为侏罗系鹅宅组上段强

—中风化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08 年 8 月，遇台风暴雨，后缘（上顶上）出现 1 条拉裂缝，长约 10m，

宽 1～10cm，产状：292°∠81°前缘出现滑坡，滑落土体约 1000m3，堆至松

安小学围墙，已清理，现遇台风暴雨，前缘时有少量土体剥坠落。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安民村委楼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市长 施家雄 15606995588 街道主任 郑凌燕 15959120111 

村主任 王远祥 13906930027 监测人 陈国跃 1340593152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  忠 13805074778 分  管 庄  强 13960858818 

科 长 陈丹梅 13609565781 所  长 黄  健 1363523394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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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清市龙江街道松峰村坑边 92 号教堂及周长春等户宅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81010025 经纬度 119°24′07.9″  25°41′52.5″  高

程 

冠：42m 
趾：30m 野外编号 FQS025 公里网 X:2843555 Y:40440038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20m，宽 400m，高 3m，潜在方量 24000m
3
，已滑塌 1120m

3
 

发灾时间 
2002 年 8
月 

威胁 

户数 

12

户 

人

数 

76

人 

威胁 

财产 

教堂和民房约 2600m
2
， 

260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该点处丘陵陡坡凸坡地形，自然坡度约 28-40°，上部地层为第四系残坡

积砂质粘性土，结构松散，土层厚 2-5m，下伏基岩为侏罗系鹅寨组上段碎

块状强风化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史 

2002年 8月遇暴雨，屋后多处发生滑坡，土方量 240-2000m
3
，大部分已清

理。现遇大雨或暴雨仍有少量土体剥坠落。 

诱发因素 
大雨、人工

削坡建房 

稳定

分析 

自然坡度陡，上部土层较厚且结构松散，前缘临空面

高陡，目前稳定性较差；遇大雨或暴雨仍有少量土体

剥坠落，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

查 

监测

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

加密监测次数 

报警

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松峰村委会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坡上修建截水沟、削方减

载、坡改梯砌石护坡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市长 施家雄 15606995588 街道主任 郑凌燕 15959120111 

村 长 刘祥财 13860646233 监测人 
周长春

周子平 
15977311777 
13675028887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局 长 林  忠 13805074778 分 管 庄  强 13960858818 

科 长 陈丹梅 13609565781 所 长 黄  健 1363523394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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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福清市南岭镇大山村卢厝楼自然村后山滑坡 

统一编号 350181010174 经纬度 119°30′24.3″  25°47′15.1″  高

程 
冠：430m 
趾：325m 野外编号 FQS174 公里网 X:2853400 Y:40450570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240m，宽 170m，高 5m，潜在方量 204000m3 

发灾时间 2010.06 威胁 
户数 

18
户 

人

数 
65
人 

威胁 
财产 民房 2400m2，24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处低丘陡坡凸坡地形，自然坡度约 27°，上部地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含碎石粘性

土，结构松散，可塑，厚度约 4 米，下伏基岩为早白垩世强风化石英正长斑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 
历史 

2010 年 6 月暴雨,滑体后缘错落约 45cm，后缘及中部出现三条弧形拉裂缝，后

缘拉裂缝①长约 40m，宽 20～30cm，深约 0.5m；中部拉裂缝②长约 150m，宽

50cm，深约 2m，后壁错落约 0.5m；中部拉裂缝③长约 200m，宽 30cm，深约

1.5m；前缘渗冒浑水现象。 

诱发因素 
暴雨、风化、

土体松散 
稳定

分析 

自然坡度陡（约 27°），坡上土体较厚（约 4 米），后缘及

中部出现 3 条拉裂缝，前缘渗冒浑水，目前稳定性差；在

暴雨或连降大雨时，土体易滑落成灾，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

查 
监测

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

加密监测次数 
报警

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大山村委会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市长 施家雄 15606995588 镇 长 叶春辉 13905911299 

村 长 陈玉平 13720836879 监测人 
卢森兴 
卢圣木 

18805918136 
1395916182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  忠 13805074778 分 管 庄  强 13960858818 

科 长 陈丹梅 13609565781 所 长 郑晓岗 18359126282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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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西坑自然村后山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2020172 经纬度 119°51′38.0″  26°20′13.9″  高

程 
113m 

野外编号 LJF405 公里网 X: 2914200 Y: 40 486068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25m，宽 25m，厚 12m，潜在方量 7500m3，已滑塌 180m3 

发灾时间 2015.04.23 
威胁

户数 
110 人

数 430 人 威胁 
财产 53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丘陵地貌，坡向 150°，山坡自然坡度约 25°，高差约 180m。表层为残

坡积砂质粘性土，可见厚度约 2m，下为燕山早期第三次侵入黑云母花岗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15 年 4 月 23 日 5 时发生岩质崩塌，崩塌体长约 4m，宽约 15m，厚约 3m，

石方量约 180m3，崩塌方向 150°，崩塌体向下翻滚，小部分残留于边坡的

中上部，大部分堆积于坡脚，堆积于坡脚的四块岩体运行距离约 200m，距

房屋最近处约 13m，最大崩塌体 2m×6m×7m，最小崩塌体 2m×4m×3m，损

坏坟墓 2 座，未造成人员伤亡；  
诱发因素 降雨 稳定分析 不稳定，降雨时易产生崩塌。 

监测方法 目视巡查监测 监测周期 平时 1 次/月，雨季加密 报警信号 敲锣、

广播 
避灾地点 西坑村委楼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陈钦 13905013056 乡镇分管 邱建军 13489090358 

村主任 林海云 13075936667 监测人 卢扬铿 1363523282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秀华 13599956727 分 管 蒋 新 13950252002 

科 长 郑国强 18559185158 所 长 徐卫键 13905001803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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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连江县东湖镇东湖村三叉口加油站后山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2000003 经纬度 119°31′12″  26°13′46″  高

程 
13m 

野外编号 LJF103 公里网 X: 2902304 Y: 40451949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50m，宽 100m，厚 1m，潜在方量 5000m3，已滑塌 120m3 

发灾时间 2011 年 5 月 威胁

户数 
2 人

数 90 人 威胁 
财产 2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丘陵斜坡坡脚，坡面呈微凸形，自然斜坡 20-30°。该处原为采石场，

开采边坡高约 50米，坡度 70°以上，多处残留悬空面。山坡植被为稀疏的

杂木林，局部裸岩。潜在崩滑体为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岩石中等风化，

较破碎，呈浅灰白色。岩石中发育多组裂隙，产状分别为 20°/SE∠60°，

间距 5-15厘米/条；350°/NE∠30°，间距 40-60厘米/条，顺坡；50°/NW

∠70°，间距 5-20厘米/条。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2011年 5月发生崩塌，崩塌长约 20m，宽约 6m，厚约 1m，体积约 120立方

米。近年来降雨期间，偶见崩塌，为岩质掉块。 

诱发因素 降雨、人工开挖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较差 

监测方法 目视巡查监测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监

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东湖村委楼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陈钦 13905013056 乡镇分管 林拥华 13859058959 

村主任 郑循信 15960164777 监测人 杨宇志 1500500593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秀华 13599956727 分 管 蒋新 13950252002 

科 长 郑国强 18559185158 所 长 陈进春 13950479558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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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连江县黄岐镇海建街后山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2000004 经纬度 119°53′7.5″  26°19′21.1″  高

程 
52m 

野外编号 LJF177 公里网 X: 2912573 Y: 40488561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50m，宽 60m，厚 2m，潜在方量 6000m3，已滑塌 300m3 

发灾时间 2002年 4月 
威胁

户数 
31 人

数 95 人 威胁 
财产 1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丘陵自然斜坡，高陡坡度约 35-40°，斜坡上残坡积层为含碎石砂质粘

性土、厚 2-3m，球状风化的孤石大的直径达 2m；基岩为燕山期强风化花

岗岩，节理裂隙发育，房屋距斜坡约 1-2m。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02 年 4 月发生滑塌，已滑体积约 500m3。2017 年 3 月再次发生崩塌，崩

塌体长约 12m，宽约 10m，厚约 1m，体积约 120m3。多年来，后山坡时常

会有大小不等的零星孤石等滚落，大的孤石直径达 130cm，房后边（山）

坡发生剥、脱落，威胁坡脚住户生命财产安全。 
诱发因素 降雨、人工开挖 稳定分析 较不稳定，易产生滑塌 

监测方法 目视巡查监测 监测周期 平时 1 次/月，雨季加密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委楼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陈钦 13905013056 乡镇分管 刘毅 13509386061 

村主任 魏凡恩 13015712787 监测人 何维块 1396095459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秀华 13599956727 分 管 蒋新 13950252002 

科 长 郑国强 18559185158 所 长 王增堂 15059051989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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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连江县长龙镇真茹村外窖自然村雷成水等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2010009 经纬度 119°34′57.3″  26°22′27.4″  高

程 
326m 

野外编号 LJF178 公里网 X: 2918371 Y: 40458341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25m，宽 50m，厚 3m，潜在方量 3750m
3
，已滑塌 5m

3 

发灾时间 2007 年 8 月 威胁

户数 
23 人

数 87 人 威胁 
财产 65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低山丘陵区坡脚，后山坡坡向 220°，自然坡度 30～35°，高差大于

100m。表层覆盖第四系残坡积砂质粘性土，厚度约 2～5m，下伏基岩为侏罗

系鹅宅组流纹质凝灰岩。地下水位埋深约 0.5～3m。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07年 8月，高 20～25m 的缓坡旱地外侧发生两处拉张裂缝，后山坡正中

一处拉裂缝 1 可见延伸 8～12m，外缘下错 2～10cm；后西侧距 20～30m 另

一处拉张裂缝 2可见延伸 5～10m,外缘下错 5～15cm；兰克玉房后突然冒浑

水,水量约 10L/h；据访后山顶有一走向 130°，长 30余 m拉裂缝，现场踏

勘因表土填埋等原因未见到。威胁雷成水等房屋 5栋 148间，23户 87人。 

诱发因素 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南山村委楼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陈  钦 13905013056 乡镇分管 黄用增 13506993865 

村主任 雷成土 13850160938 监测人 兰水俤 13774601867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林秀华 13599956727 分 管 蒋  新 13950252002 

科 长 郑国强 18559185158 所 长 陈友健 13799935599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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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罗源县霍口乡川边村雷明炎等屋后泥石流 

统一编号 350123030208 经纬度 119°12′03″ 26°27′30″ 高

程 
 

野外编号 LOY208 公里网 X:  Y:  

灾点类型 泥石流 规模 6400m³ 

发灾时间 2008 年 10 月 威胁

户数 
26 人

数 
106 威胁 

财产 520 万 

地质环境

条件 

丘陵陡坡地形；山坡植被发育一般；表层为残坡积粘性土，结构松散，厚

5-8m；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凝灰熔岩。土层松散，厚度大，汇水量较大，沟

谷纵坡降大。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土体多次松动，植被一般，在台风暴雨作用下，容易发生滑坡，在汇水的

作用下形成泥石流。 

诱发因素 强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委楼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徐超 13906909919 乡 长 雷农水 13069579593 

村主任 雷会木 13763889566 监测人 雷明炎 1825019540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新强 18050222988 分 管 陈刚 13609540179 

科 长 郑新秦 18650706718 所 长 陈明安 13960946128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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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0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罗源县中房镇下湖村胡庆为等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3010949 经纬度 119°29′07″ 25°34′18″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X:  Y: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3600m3 

发灾时间 2015 年 9 月 威胁

户数 
18 人

数 57 人 威胁 
财产 6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丘陵陡坡地形，后山坡高约 40m，坡度 25度，山坡植被发育一般；，表

层残坡积砂质粘性土，厚 6m。表层残坡积土体松散，抗剪强度低；汇水面

积大。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目前已发生局部滑塌，在暴雨作用下可能继续活动。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委楼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徐超 13906909919 镇 长 林云 13850137520 

村主任 胡江 15080052231 监测人 胡庆为 1896502048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新强 18050222988 分 管 陈刚 13609540179 

科 长 郑新秦 18650706718 所 长 李辉 1386067057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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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罗源县中房镇洋里村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3010932 经纬度 119°26′27″ 26°34′23″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35000m
3 

发灾时间 2010年 7月 
威胁

户数 
323 

人

数 
1009人 

威胁 

财产 
2500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丘陵陡坡地形，后山坡高约 70m，坡度 30-35°，山坡植被发育；表层残坡

积粘性土，厚 3-5m，局部基岩顺层出露，整体滑坡受顺坡向基岩控制，基

岩倾向约 35°，后山汇水面积大。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目前已发生局部房后滑塌，坡面出现裂缝、强降雨坡体冒浑水，在暴雨作

用下可能继续活动。 

诱发因素 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S207省道边空地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徐超 13906909919 镇 长 林云 13850137520 

村主任 陈初堂 13799929938 监测人 陈初堂 1379992993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新强 18050222988 分  管 陈刚 13609540179 

科 长 郑新秦 18650706718 所  长 李辉 1386067057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滑坡区 

撤离至 S207省

道边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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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东桥镇山限村李长务等 85 户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585 经纬度 118°51′42″  26°20′24″  高

程 
65m 

野外编号 MQ585 公里网 X: 2915005 Y: 40386358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主轴长 25m，宽 130m，厚 3m，体积规模 9750 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85 人

数 
312 威胁 

财产 88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点处低山斜坡地带，山坡自然坡高 50m，坡度约 30-35°，植被灌木等。根

据开挖边坡临空面揭露地层，边坡上部残坡积土，厚度 3m,可塑，结构松散，

中部为强风化岩，厚度约 5m，下部为中风化流纹质凝灰熔岩，有外倾结构

面，地下水主要为孔隙潜水，排泄条件好，水量贫乏。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随着坡面向后掏空侵蚀，边坡总体稳定性较差。民房前缘发现 3 条拉张裂

缝，裂缝长约 3-6m，张开 2-4cm，下错约 4-8cm。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边坡高差大，坡度陡，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位移监测仪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东桥镇镇政府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沿村道行进至 123县道后，经 7.6公里至镇政府处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陈巧 13609578355 

村主任 李昌锦 13675062702 监测人 李昌国 13860657697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江正俤 18965033372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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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梅城镇台山新村 322号毛文朗屋后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4020501 经纬度 118°52′01.7″  26°13′45.6″  高

程 
70m 

野外编号 MQ-501 公里网 X:2902751 Y:40386806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12m，宽 30m，厚 2m，体积规模 720m³,已崩塌 5m³ 

发灾时间 2015 年 1 月 威胁

户数 
13 人

数 59 人 威胁 
财产 6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崩塌区位于人工台地地带，台阶边坡高差 12-15m，边坡坡度 50-60°，边

坡上部土体为为素填土，厚度约 2-4m，下部浅黄褐色含碎石残坡积粘性土，

厚度约 5m，可塑，稍密-松散，干强度及韧性均中等，地下水为孔隙水。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区域土质较为疏松，土体较为破碎。民房为 4 层的砖混结构，坡脚有轻微

隆起，初现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5 号。上部有长拉裂缝，长 5m,宽 0.05m，

深 0.5m，下错 0.1cm。坡面剥落土石方量约 5 m3。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边坡临空面大，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台山居委会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吴良通 13950459423 

村主任 王冰灵 13850108026 监测人 毛文朗 1508047895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刘文生 1350698296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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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4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梅溪镇上埔村凤凰湾泥石流 

统一编号 350124030632 经纬度 118°52′27.59″  26°12′37.93″  高

程 
70m 

野外编号 MQ632 公里网 X:2900700 Y:40387496 

灾点类型 泥石流 规模 扇长 200m，扇宽 50m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15 人

数 83 人 威胁 
财产 10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斜坡沟口地带，自然坡度约 35°，山坡表层为厚约 3-4m 的残积

粘性土，基岩为强-中风化花岗岩，主沟纵坡：≥12°。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边坡坡度大，自然山坡土体结构松散，局部山坡坡面堆积杂填土，其结构

松散，山间沟谷汇水面积大，加剧了泥石流的爆发。 

诱发因素 降雨 稳定分析 土体厚度大，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监测设施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上埔村村委会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希垚 15980691153 

村主任 林道伟 13950373888 监测人 陈彦钦 1830596360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夏燕 13950217855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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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5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梅溪镇樟洋村林仰敬房后泥石流 

统一编号 350124030631 经纬度 118°49′55.63″  26°15′43.34″  高

程 
375m 

野外编号 MQ631 公里网 X:2906445 Y:40383328  

灾点类型 泥石流 规模 扇长 20m，扇宽 20m 

发灾时间 2016.7.9 威胁

户数 
7 威胁

人数 
23 威胁 

财产 80 万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中山斜坡坡地地带，其东侧自然山坡坡高约 165m，自然坡度约 35°，

厚约 1-3m的残积粘性土，基岩为强-中风化花岗岩。东侧发育近北西向山

间沟谷，沟谷纵坡度约 30°。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2016 年 07 月发生沟谷型泥石流，主要成分为残积土夹砂土状强风化岩，方

量约 200m³，损房 1 间，伴随后缘山坡植被被破坏。 

诱发因素 降雨 稳定分析 沟谷汇水面积较大，纵坡度陡峭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监测设施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梅溪镇镇政府 防治建议 群防群测和定期进行位移监测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希垚 15980691156 

村主任 刘林屯 18905026928 监测人 林仰敬 13860648761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夏燕 13950217855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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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6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池木德等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546 经纬度 118°49′10.7″  26°05′06.7″  高

程 
160m 

野外编号 MQ546 公里网 X:2887593 Y:39682068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20m，宽 100m，厚 3m，体积 6000m³，已崩塌 260m³ 

发灾时间 2016 年 7月 
威胁

对象 池木德等 12 户 64 人 
威胁 
财产 1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点处低山坡脚地段，其东侧为低山地貌区，高差约 160m，东侧发育山

间沟谷，长约 410m，纵坡度约 20°，沟谷汇水面积约 63000 ㎡。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16.07.09 房后发生沟谷型泥石流，规模约 6000m³，滑坡体堆积于人

工边坡坡脚及山间沟谷处，滑坡至民房的堆积体规模约 260m³，毁房 1 间，

成分主要为残坡积砂质粘性土。 
诱发因素 暴雨、开挖坡脚 稳定分析 后缘为山间沟谷，汇水面积大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 
位移监测

仪 

监测 
周期 

非汛期，每月至少观测一次；汛期，每 10
天观测一次；强降雨、暴雨期间每日至少

观测一次 

报警 
信号 

广

播 

避灾地点 溪源村村委会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延村道向南东方向前行约 700m 至村部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林世烽 13860696659 
村 长 张华兴 13609585618 监测人 池木德 15960171631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张涛 15980290648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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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7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前西自然村池信枫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544 经纬度 118°48′57.8″  26°05′15.6″  高

程 
150m 

野外编号 MQ544 公里网 X:2887875 Y:39681707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 50m，宽 40m，厚 2m，体积 4000m³，已崩塌 130m³ 

发灾时间 2016 年 7月 
威胁

对象 池信枫等 15 户 57 人 
威胁 
财产 1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点处低山坡脚地段，其西侧人工边坡坡高约 26m，边坡坡度约 40°，山

坡表层为残坡积砂质粘性土，下部基岩为强风化碎斑熔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2016.07.09 房后发生滑坡，规模约 4000m³，滑坡体堆积于人工边坡坡

脚及山坡坡面，滑坡至民房的堆积体规模约 130m³，成分主要为残坡积砂

质粘性土。 
诱发因素 暴雨、开挖坡脚 稳定分析 人工边坡高差大，坡度陡峭，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 
位移监测

仪 

监测 
周期 

非汛期，每月至少观测一次；汛期，每 10
天观测一次；强降雨、暴雨期间每日至少

观测一次 

报警 
信号 

广

播 

避灾地点 溪源村村委会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林世烽 13860696659 

村 长 张华兴 13609585618 监测人 池信枫 15980159337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张涛 15980290648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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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8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池家金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031 经纬度 118°44′50.14″  26°03′25.61″  高

程 
135m 

野外编号 MQ031 公里网 X: 2883778 Y: 40374629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20m ；平均宽：70m ；厚：5m；体积：7000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23 人

数 82 人 威胁 
财产 

120 万元，8 栋民

房 

地质环境

条件 

点处低山坡脚地段，自然山坡高约 130m，山坡坡度 30-35°，滑坡区位于

山间浅沟谷，山间汇水面积约 16万㎡，山坡表层出露坡残积砂质粘性土，

层厚 3-5m，下部基岩为侏罗纪碎斑熔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在台风诱发下发生，长约 300m，平均宽约 20m，平均厚约 1m，规模约

6000m3，堆积于坡面及坡脚地段，损房数座，成分以坡残积粘性土为主。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炉溪村委楼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长议 13850125377 

村主任 邱道文 13600861820 监测人 池家金 13859051127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黄闽钦 13850126073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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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9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里样自然村邱祥锡等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618 经纬度 118°44′20.92″   26°03′43.29″  高

程 
150m 

野外编号 MQ618 公里网 X: 2884309 Y: 40373828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50m；平均宽：150m；估计厚：3m；体积：22500m
3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14 人

数 51 人 威胁 
财产 103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点处低山坡脚地带，自然山坡坡高约 90m，山坡坡度 33-38°，坡面植被灌

木，山坡表层为残坡积粘性土，层厚 3-7m；下伏基岩强风化碎斑熔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坡体堆积在坡底，冲毁房屋一座，目前边坡暂未采取加固防范措施，该

滑坡处于不稳定状态。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山坡坡度陡峭，土体厚度大，松散，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炉溪村委楼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长议 13850125377 

村主任 邱道文 13600861820 监测人 邱祥锡 13328869255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黄闽钦 13850126073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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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邱其文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4010611 经纬度 118°44′35.28″  26°03′48.32″  高

程 
160m 

野外编号 MQ611 公里网 X: 2884459 Y: 40374219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长：150m；平均宽：10m ；估计厚：2m；体积：3000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33 人

数 114 人 威胁 
财产 

150 万元,12 栋民

房 

地质环境

条件 
滑坡点处于丘陵斜坡地带，山坡自然坡度约 40°，植被发育，以杉树为主，

斜坡下部为民房，乡村小路该点附近表层为杂填土、残坡积粘性土。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西侧房子发生垮塌，垮塌体堆积至坡底，在暴雨等工况下会有滑坡泥石流

的可能性。 

诱发因素 强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炉溪村委楼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长议 13850125377 

村主任 邱道文 13600861820 监测人 邱其文 18265369239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黄闽钦 13850126073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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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闽清县塔庄镇塔庄中学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4020790 经纬度 118°46′18″  26°3′39″  高

程 
110m 

野外编号 MQ1707 公里网 X:2884204 Y:40377077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长 15m，宽 25m，平均厚 2m，规模约 750m³，已滑坡约
30m³ 

发灾时间 2017.04 威胁

对象 
教学楼内师生 威胁 

财产 
15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崩塌区位于残丘人工台地坡脚处，校区内台阶边坡坡高 6-9m，边坡坡度近

直立，坡度 70-80°，出露强-中风化碎斑熔岩，砂土状-碎块状层厚 3-5m，
其节理、裂隙发育强烈。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崩塌体主要成分为强-中风化碎斑熔岩，方量约 30m³。 

诱发因素 暴雨、开挖山体 稳定性分析 边坡坡度陡峭，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安装简易 
位移监测仪 

监测 
周期 

非汛期，每月至少观测一次；汛期每 10 天观测

一次；强降雨、暴雨期间每日至少观测一次 
报警 
信号 

广

播 
避灾地点 坂尾村村委会 防治建议 群测群防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县 长 陈忠霖 22363819 乡镇分管 黄长议 13850125377 

村 长 黄笃烺 13859053910 监测人 黄饶兵 13960897722 

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局 长 陈如青 13860695658 分 管 刘景盛 13960898736 

科 长 陈昌辉 13515005186 所 长 黄闽钦 13850126073 

照片 
 

  



 

35 

附件 3-2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A区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1132 经纬度 118°57′36″  25°51′27″  高

程 
 

野外编号 YT1805 公里网 X: Y: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25000m3 

发灾时间 2015 年 6 月 威胁

户数 
 人

数 66 人 威胁 
财产 15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场地微地貌单元为剥蚀残丘地貌，现状平面形态呈“凹形”，滑坡现状圈

椅状，左侧为自然山坡，坡度约 15-35°，右侧为开挖后形成的岩质边坡，

表层为薄层坡积碎石土，坡顶上方为环山路，约 45-55°，坡面揭示为坡积

碎石层，局部为大块的中风化巨石，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侏

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夹泥质粉砂岩，强-中风化。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山坡后侧高约 95m处产生多条拉裂缝，后缘形成拉张裂缝，裂缝宽度约 0.5m
到 1m，裂缝延伸方向北东方向，基本与坡向垂直分布，裂缝贯穿与整个坡

体，连续性好，仅局部断开，裂缝区域局部已垮塌，形成错台，高度 1～2m，

坡脚处强风化岩体产生开裂变形并外拱，局部发生小滑塌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 长 林麦凌 15652992671 

村主任 张 君 13515006918 监测人 黄雪芹 1334828521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黄飞文 1377459579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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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3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B区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1134 经纬度 118°57′30″  25°51′28″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3000m3 

发灾时间 2015 年 8 月 
威胁

户数 
 人

数 133 人 
威胁 
财产 110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0-40°；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

2-6m，下伏基岩为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夹泥质粉砂岩，强-中风化。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坡顶和坡肩产生 2条张拉裂缝，后缘形成拉张裂缝，裂缝宽度约 1.0米到

1.2米，裂缝延伸方向北东方向，基本与坡向垂直分布，坡肩裂缝走向为

80°，裂缝贯穿与整个坡体，连续性好，仅局部断开，裂缝区域局部已垮

塌，形成错台，高度 1～2米，坡脚处原干砌块石挡墙发生垮塌，碎块状强

风化岩体局部发生小滑塌，处于不稳定状态。 

诱发因素 人工开挖、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林麦凌 15652992671 

村主任 张 君 13515006918 监测人 郑丽华 1806509258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黄飞文 1377459579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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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4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城峰镇旗山小区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20097 经纬度 118°57′55.7″  25°52′2.1″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240m3 

发灾时间 2008 年 5 月 
威胁

户数 
28 人

数 85 人 
威胁 
财产 18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丘陵缓坡(40°)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凝

灰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坡仍堆积于坡脚，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旗山社区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林麦凌 15652992671 

村主任 黄丽杨 13960982357 监测人 王 伍 1369684182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黄飞文 1377459579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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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5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赤溪乡石竹村上苦竹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074 经纬度 118°53′3437″  25°46′2.83″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3000m3 

发灾时间 2006 年 5 月 威胁

户数 
16 人

数 127 人 威胁 
财产 3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丘陵缓坡(40°)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凝

灰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坡仍堆积于坡脚，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石竹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叶贤群 13805932335 

村主任 陈建新 13536980968 监测人 邱银官 1506066153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范永斌 1377459668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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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6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赤溪乡双桂村第九组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075 经纬度 118°51′31.75″  25°45′13.13″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3500m3 

发灾时间 2006 年 5 月 威胁

户数 
9 人

数 51 人 威胁 
财产 68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0-25°，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

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凝灰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坡仍堆积于坡脚，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双桂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叶贤群 13805932335 

村主任 苏良标 13774595312 监测人 程顺林 1379996459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范永斌 1377459668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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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7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赤溪乡云岭村横路 4-5号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107 经纬度 118°53′29.3″  25°47′47.6″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3000m3 

发灾时间 2007 年 6 月 威胁

户数 
27 人

数 148 人 威胁 
财产 2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0-25°，上部为残坡积粘

性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凝灰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后缘形成拉张裂缝，裂缝宽度约 0.4m，下错约 0.7m，裂缝延伸长约 50m，

前缘坡高约 5m处有位移，处于不稳定状态。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云岭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叶贤群 13809532335 

村主任 谢金海 13696825928 监测人 谢友杰 24691901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范永斌 13774596686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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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8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大洋镇凤阳村龟洋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216 经纬度 118°47′09″  25°55′54″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5760m3 

发灾时间 2007 年 6 月 威胁

户数 
25 人

数 102 人 威胁 
财产 5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0-25°，自然斜坡相对高差约

40m，植被发育，主要为松、灌木等；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1-3m，下伏基

岩为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强风化。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2007、2009 年台风降雨期间，该人工边坡均发生崩滑，滑体下滑冲毁民房

后墙，造成 1 间民房受损。2012 年 2 月 12 日降雨期间，再次发滑坡，滑坡

长约 8m，宽 5m；估计厚：3m；体积：120m3。滑体下滑堆积至民房后墙。

2007、2009、2011 年均发生滑坡，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凤阳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连进荣 15377911313 

村主任 蓝慧敏 18760406338 监测人 潘贞术 13859061156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张孝源 13950470429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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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9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大洋镇埔头村汪家昌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012 经纬度 118°46′35.5″  25°57′5.9″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2400m3 

发灾时间 1999 年 10 月 威胁

户数 
13 人

数 57 人 威胁 
财产 2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0-25°，自然斜坡相对高差约

23m，植被发育一般，主要为毛竹、灌木等；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3-5m，

下伏基岩为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强风化层可见厚度大于 8m。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体下滑后冲击坡脚民房导致民房后墙受损，坡顶民房墙基悬空，滑坡仍

堆积于坡脚，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埔头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连进荣 15377911313 

村主任 汪紧琳 18259181778 监测人 汪家昌 2487510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张孝源 13950470429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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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0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东洋乡仑坪村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00028 经纬度 118°37′57.3″  25°54′54.1″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200m3 

发灾时间 2007.06 威胁

户数 
16 人

数 64 人 威胁 
财产 3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剥蚀低山丘陵地貌，植被发育一般，主要为毛竹、灌木等；上部为残

坡积粘性土，3-8m，下伏基岩为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强风化层可见厚

度大于 8m。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体下滑后冲击坡脚民房导致民房后墙受损，滑坡堆积体已清除，现状稳

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仑坪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朱金辉 13860688922 

村主任 郭而秋 13720814967 监测人 郭春元 13774525970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黄身彬 1565999045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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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洑口乡后亭村后厝卢明永等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039 经纬度 118°25′38.2″  25°48′1.5″  高

程 
 

野外编号 YT-039 公里网 X:2855472 Y:40341924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08000m3 

发灾时间 2003 年 4 月 威胁

户数 
19 人

数 68 人 威胁 
财产 

990 万元，6 幢土

木房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丘陵陡坡(30°)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南园群

火山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后山呈出现拉张裂缝，呈弧状延伸、伴生下错，错距约 50cm，坡脚发生小

滑坡，目前雨仍有浑水冒出，处于不稳定状态。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后亭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 长 林诚功 15880156536 

村主任 卢桢芳 15880928688 监测人 卢明松 13400531978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赖东权 13950384513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近景                            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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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铁板寨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00051 经纬度 118°29′013″  25°50′40.1″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发灾时间 2016 年 9 月 威胁

户数 
10 人

数 67 人 威胁 
财产 1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丘陵缓坡(20°)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土灰色，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南

园群火山凝灰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房后山坡出现拉张裂缝，长约 30m，宽 5-15cm，中部出现滑动台坎，错裂

20cm左右，局部达 50cm，处于不稳定状态。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盖洋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乡镇分管 林忠传 13459158825 

村主任 郑新疆 15960158628 监测人 郑子近 1505918201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郑诗举 1598072969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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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3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岭路乡庄边村洋斜程良新等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208 经纬度 118°55′6.86″  25°48′2.94″  高

程 
 

野外编号 YT-208 公里网 X:2855203 Y:40391407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12600m3 

发灾时间 2006 年 8 月 威胁

户数 
18 人

数 120 人 威胁 
财产 65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中低山陡坡（30°）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石帽山

群火山凝灰熔岩。 

变形特征

及活动历

史 
滑体下滑后冲击坡脚民房导致民房后墙受损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 长 王 翀 13859061141 

村主任 林建希 13950382505 监测人 程良德 13459144749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华飞彪 15280151975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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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4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盘谷乡洋里村上洋 11号严书清等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1114 经纬度 118°48′27.19″  25°57′31.47″  高

程 
 

野外编号  公里网 X: Y: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3600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9 月 威胁

户数 
13 人

数 52 人 威胁 
财产 

400 万元，9 栋土

木房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丘陵缓坡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侏罗系南园群

火山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后缘见拉张裂缝，宽 0.5-0.8m，下错 1-1.5m 呈弧状延伸约 100m,房后地面

拱起下雨天坡脚有浑水冒出。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洋里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长 卢仲崔 13860688376 

村主任 郑高新 15368662888 监测人 严书秀 13799351772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林 铭 13799351278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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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5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霞拔乡上和村洋中自然村范功飞屋后崩塌 

统一编号 350125020331 经纬度 118°40′43″  25°56′31″  高

程 
 

野外编号 YT-022 公里网 X: Y: 

灾点类型 崩塌 规模 200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9 月 威胁

户数 
11 人

数 64 人 威胁 
财产 8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丘陵缓坡（25°）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凝灰

熔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坡仍堆积于坡脚，现状稳定性较差，发展趋势稳定性差。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较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上和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长 陈财旺 13959154983 

村主任 范济基 13859061223 监测人 范礼油 13675086760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郑兴华 18059123060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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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6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霞拔乡霞拔村街道李盛健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00024 经纬度 118°41′32.5″  25°55′41.1″  高

程 
 

野外编号 YT-024 公里网 X:2870010 Y:20669544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8500m3 

发灾时间 2016 年 7 月 威胁

户数 
39 人

数 121 人 威胁 
财产 120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地处低山丘陵缓坡（25°）地貌，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下伏基岩为凝灰

熔岩。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目前已发生局部滑塌，在暴雨作用下可能继续活动。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较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霞拔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长 陈财旺 13959154983 

村主任 林基钟 17706928873 监测人 李盛健 0591-24712166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郑兴华 18059123060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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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7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长庆镇莲峰村水尾 38号、39号侯爱平等屋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176 经纬度 118°35′35.1″  25°58′9.8″  高

程 
 

野外编号 YT-207 公里网 X:2874233 Y:40358984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主轴长：12m；平均宽 50m； 估计厚：5m；体积：3000m3 

发灾时间 2000 年 5 月 威胁

户数 
 人

数 52 人 威胁 
财产 15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5-30°，自然斜坡相对高差大于 10m，
植被一般发育，主要为毛竹、灌木等；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厚 1-4m，下

伏基岩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强风化。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体下滑后冲击坡脚民房导致民房后墙受损，坡顶民房墙基悬空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较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莲峰村村部 防治建议 搬迁避让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长 林在扬 13860689239 

村主任 侯功星 18016727111 监测人 侯爱平 17720832815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赖 光 1370596153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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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8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 

灾点名称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吴纯传等房后滑坡 

统一编号 350125010055 经纬度 118°35′40.9″  25°56′2.8″  高

程 
 

野外编号 YT-055 公里网 X:2870677 Y:40358628 

灾点类型 滑坡 规模 900m3 

发灾时间 2003 年 9 月 威胁

户数 
12 人

数 57 人 威胁 
财产 50 万元 

地质环境

条件 

位于低山丘陵地貌，斜坡自然坡度约 25-30°，自然斜坡相对高差大于 10m，
植被一般发育，主要为毛竹、灌木等；上部为残坡积粘性土，1-4m，下伏

基岩为侏罗系南园组凝灰岩，强风化。 
变形特征及

活动历史 滑体下滑后冲击坡脚民房导致民房后墙受损 

诱发因素 坡脚切坡、降雨 稳定分析 目前稳定性较差 

监测方法 定期目视检查 监测周期 每月一次，汛期加密

监测次 
报警信号 敲锣 

避灾地点 岭兜村村部 防治建议 工程治理 

撤离路线 
示意图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分管副县长 余 斌 18965092733 镇长 林在扬 13860689239 

村主任 张龙清 13509309252 监测人 吴纯福 15060101043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局 长 戴有烺 13959135363 分 管 朱桂华 13859061709 

科 长 林仙彪 13705985922 所 长 赖 光 13705961537 

照片 
（远、近景

各一张） 

 
远景                        坡顶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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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点群测群防网络联系表 

福州市 县（市）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职务 电话 乡镇 负责人 电话 行政村 负责人 电话 序号 灾点名称 监测人 电话 

福州市 
自然 
资源和 
规划局 
值班室： 

8332 
7490      

地灾值 
班室：
8330 
9390 

 
传真： 
8337 
0345 

福清市 

施家雄 

15606995588 

林 忠 局长 13805074778 东张镇 何育航 13960711777 少林村 李春冰 15859152129 1 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峰头 15 号后山 陈国跃 13405931522 

陈丹梅 科长 13609565781 龙江街道 郑凌燕 15959120111 安民村 王远祥 13906930027 2 福清市龙江街道安民村松安小学后山 陈国贵 13950261653 

   龙江街道 郑凌燕 15959120111 松峰村 刘祥财 13860646233 3 福清市龙江街道松峰村教堂及周长春等屋后 卢森兴 18805918136 

   南岭镇 叶春辉 13905911299 大山村 陈玉平 13720836879 4 福清市南岭镇大山村卢厝楼自然村后山 周长春 15977311777 

连江县 

陈 钦 

13905013056 

林秀华 局长 13599956727 安凯乡 邱建军 13489090358 文湾村 林海云 13075936667 5 连江县安凯乡文湾村西坑自然村后山 卢扬铿 13635232822 

郑国强 科长 18559185158 东湖镇 林拥华 13859058959 东湖村 郑循信 15960164777 6 连江县东湖镇东湖村三叉口加油站背后 杨宇志 15005005932 

   黄岐镇 刘  毅 13509386061 海建街 魏凡恩 13015712787 7 连江县黄岐镇海建街后山坡 何维块 13960954593 

   长龙镇 黄用增 13506993865 真茹村 雷成土 13850160938 8 连江县长龙镇真茹村外窑后山 兰水俤 13774601867 

罗源县 

徐超 

13906909919 

陈新强 局长 18050222988 霍口乡 雷农水 13069579593 川边村 雷会木 13763889566 9 罗源县霍口乡川边村雷明炎等 雷明炎 18250195402 

郑新秦 科长 18650706718 中房镇 林  云 13850137520 下湖村 张兆惠 13559167123 10 罗源县中房镇下湖村胡庆为等屋后 胡庆为 18965020483 

   中房镇 林  云 13850137520 洋里村 陈初堂 13799929938 11 罗源县中房镇洋里村 陈初堂 13799929938 

闽清县 

陈忠霖 

22363819 

陈如青 局长 13860695658 东桥镇 陈  巧 13609578355  山限村 李昌锦 13675062702  12 闽清县东桥镇山限村李长务等 85 户房后滑坡 李昌国 13860657697  

陈昌辉 科长 13515005186 梅城镇 吴良通 13950459423  台山 
新村 王冰灵 13850108026  13 闽清县梅城镇台山新村 322 号毛文朗屋后 毛文朗 15080478953  

   梅溪镇 黄希垚 15980691156  上埔村 林道伟 13950373888 14 闽清县梅溪镇上埔村凤凰湾 陈彦钦 18305963608  

   梅溪镇 黄希垚 15980691156  樟洋村 刘林屯 18905026928 15 闽清县梅溪镇樟洋村林仰敬房后 林仰敬 13860648761 

   三溪乡 林世烽 13860696659  溪源村 张华兴 13609585618  16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池木德等屋后 池木德 15960171631  

   三溪乡 林世烽 13860696659  溪源村 张华兴 13609585618  17 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前西自然村池信枫屋后 池信枫 15980159337  

   塔庄镇 黄长议 13850125377  炉溪村 邱道文 13600861820  18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池家金房后 池家金 13859051127  

   塔庄镇 黄长议 13850125377  炉溪村 邱道文 13600861820  19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里样自然村邱祥锡等房后 邱祥锡 13328869255 

   塔庄镇 黄长议 13850125377  炉溪村 邱道文 13600861820  20 闽清县塔庄镇炉溪村邱其文房后 邱其文 18265369239 

   塔庄镇 黄长议 13850125377  坂尾村 黄笃烺 13859053910  21 闽清县塔庄镇塔庄中学 黄饶兵 1396089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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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福州市重要地质灾害点群测群防网络联系表 

福州市 县（市）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职务 电话 乡镇 负责人 电话 行政村 负责人 电话 序号 灾点名称 监测人 电话 

福州市 
自然 

资源和 
规划局 
值班室： 

8332 
7490 

 
地灾值 
班室： 

8330 
9390 

 
传真： 

8337 
0345 

永泰县 

余斌 

18965092733 

戴有烺 局长 13959135363  城峰镇 林麦凌 15652992671  白沙村 张君 13515006918 22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A 区 黄雪芹 13348285218 

林仙彪 科长 13705985922  城峰镇 林麦凌 15652992671  白沙村 张君 13515006918 23 永泰县城峰镇白沙宫工业园 B 区 郑丽华 18065092588  

   城峰镇 林麦凌 15652992671  旗山社区 黄丽杨 13960982357  24 永泰县城峰镇旗山小区 王伍 13696841828 

   赤溪乡 叶贤群 13805932335  石竹村 陈建新 13536980968  25 永泰县赤溪乡石竹村上苦竹 邱银官 15060661532  

   赤溪乡 叶贤群 13805932335  双桂村 苏良标 13774595312  26 永泰县赤溪乡双桂村第九组 程顺林 13799964592  

   赤溪乡 叶贤群 13805932335  云岭村 谢金海 13696825928 27 永泰县赤溪乡云岭村横路 4-5 号 谢友杰 0591-24691901 

   大洋镇 连进荣 15377911313 凤洋村 蓝慧敏 18760406338 28 永泰县大洋镇凤洋村龟洋 潘贞术 13859061156 

   大洋镇 连进荣 15377911313 埔头村 汪紧琳 18259181778 29 永泰县大洋镇埔头村汪家昌屋后 汪家昌 0591-24875103 

   东洋乡 朱金辉 13860688922 仑坪村 郭而秋 13720814967 30 永泰县东洋乡仑坪村 郭春元 13774525970 

   洑口乡 林诚功 15880156536  后亭村 卢桢芳 15880928688  31 永泰县洑口乡后亭村后厝卢明永等房后 卢明松 13400531978 

   盖洋乡 林忠传 13459158825 盖洋村 郑新疆 15960158628 32 永泰县盖洋乡盖洋村铁板寨 郑子近 15059182013  

   岭路乡 王翀 13859061141  庄边村 林建希 13950382505  33 永泰县岭路乡庄边村洋斜程良新等房后 程良德 13459144749 

   盘谷乡 卢仲崔 13860688376  洋里村 郑高新 15368662888  34 永泰县盘谷乡洋里村上洋 11 号严书清等

屋后 
严书秀 13799351772  

   霞拔乡 陈财旺 13959154983  上和村 范济基 13859061223  35 永泰县霞拔乡上和村洋中自然村范功飞屋

后 
范礼油 13675086760  

   霞拔乡 陈财旺 13959154983  霞拔村 林基钟 17706928873  36 永泰县霞拔乡霞拔村街道李盛健房后 李盛健 0591-24712166 

   长庆镇 林在扬 13860689239  莲峰村 侯功星 18016727111  37 永泰县长庆镇莲峰村水尾 38 号、39 号侯

爱平等屋后 
侯爱平 17720832815  

   长庆镇 林在扬 13860689239  岭兜村 张龙清 13509309252  38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吴纯传等房后 吴纯福 15060101043  

 



 

54 

附件5-1 

福州市地质灾害防灾工作责任人及电话一览表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 手机 传真 
福州市政府 杨新坚 分管副市长  13905910899  

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郑章干 局 长 83662966 13763889166  

张仁灿 分管副局长 87905669 13805029555 83370345 
张景臣 副调研员 83379539 13905009768  
黄昭煌 副处长 83309390 13609598628  
李庆红 主任科员 83309390 13365918256  
丁 义 科 员 83309390 13809529390  
李邵红 科 员  13860619383  
张 辉 科 员  13696868172  

局值班室 83327490  83370345 
地灾值班室 83309390  83309391 

福清市政府 施家雄 分管副市长 85588897 15606995588  

福清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林 忠 局 长 86077661 13805074778  
庄 强 分管副局长 85261798 13960858818  
陈丹梅 科 长 85250116 13609565781  
林  如 科 员 86000081 15060695215  

局值班室 86002255  85262803 
地灾值班室 86000081  86077129 

长乐区政府 卓国鸿 分管副区长 28924963 13805059366 28922096 

长乐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刘江官 局 长 28205656 13906902536  
蔡 伟 分管领导 28202689 13905012589  
杨广端 科 长 28837991 13950276011  
简静如 科 员 28837991 15750823477  

局值班室 28207562  28928550 
地灾值班室 28207562  28922550 

闽侯县政府 魏邦仲 分管副县长  13600872033 22982257 

闽侯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

局 

余 敏 党组书记 22065299 13950394292  
林祥飞 局 长 22076559 13705901588  
程德明 分管领导 22983777 13805002067  
林生辉 科 长 22077625 13600850835  
王文飞 副科长 22065391 13609575763  
唐志成 副科长 22065391 13960780466  

局值班室 22982504  22981284 
地灾值班室 22065391  2298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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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2 

福州市地质灾害防灾工作责任人及电话一览表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 手机 传真 
罗源县政府 徐 超 分管副县长 26867915 13906909919 26831156 

罗源县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陈新强 局 长 26833866 18050222988  

陈 刚 收储中心 
副主任 26839992 13609540179  

郑新秦 科 长 26865776 18650706718  
郑夏伟 办公室 26865776 15990373582  

局值班室 26831435  26830573 
地灾值班室 26865776  26865776 

连江县政府 陈  钦 分管副县长  13905013056 26153078 

连江县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林秀华 局   长    13599956727  
蒋  新 分管副局长   13950252002  
郑国强 科 长  26153078 13600800213  
叶永华 干 事 26153078 13055283688  

局值班室 26236459  26236459 
地灾值班室 26236459  26153078 

闽清县政府 林志斌 分管副县长 22370188 13960709839 22373388 

闽清县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陈如青 局 长 62300701 13860695658  

刘景盛 分管领导 62300678 13960898736  

陈昌辉 地矿科科长 62300691 13515005186  
黄道锐 副科长 62300691 13850125860  
张 徽 副科长 62300691 15280593083  
江明鉴 科 员 62300691 13850125890  
刘晓娟 办事员 62300691 15880132562  

局值班电话 62300705  22332780 
地灾值班室 62300691  62300691 

永泰县政府 余 斌 分管副县长 24817017 18965092733 24832430 

永泰县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戴有烺 局 长 24811665 13959135363  
朱桂华 分管副局长 24832667 13859061709  
林仙彪 地矿科科长 24832633 13705985922  
林培峰 副科长 24832633 13959184777  
陈超君 科 员 24832633 18359908501  
王梦潭 科 员 24832633 17306901957  

局值班电话 24832267  24838562 
地灾值班室 24832633  2487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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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3 

福州市地质灾害防灾工作责任人及电话一览表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 手机 传真 

马尾区政府 黄宇清 分管副区长  13905008789  

马尾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潘振强 局 长 83683937 13609534551  

谢文锦 分管副局长 83685931 13809516571  

陈 群 科 长 83681212 13600828171  

高 铭 科 员 83681212 13599033772  

局值班室 83689633  83689633 

地灾值班室 83689633  83685933 

鼓楼区政府 杨 辉 
区委常委、区

政府党组成员 
87603635 13705953635 87515939 

鼓楼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郭 斌 局 长 87536978 13950311711  

郑勇坚 地环科科长 87534569 13509374855  

郭建新 科 员  13509337921  

局值班室 87603921  87511148 

地灾值班室 87534569  87534569 

台江区政府 林立清 分管副区长  13720833881  

台江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杨东森 主任科员 83262558 13805018567  

陈振辉 地环科科长 83262841 13859033534  

李用亮 地环科科员 83262841 13799913197  

局值班室 83262950  83282927 

地灾值班室 83262950  83282927 

仓山区政府 余垂霄 分管副区长  13609559199  

仓山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李 翔 局 长 83535838 13950426590  

翁邦惠 副局长  15960119305  

赵 翔 地矿科科长 83458837 13959113818 83458837 

陈文峰 科 员 83458837 13860677277  

局值班室 83808205  83539982 

地灾值班室 83458837  8345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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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4 

福州市地质灾害防灾工作责任人及电话一览表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 手机 传真 

晋安区政府 林 立 分管副区长  13805097046  

晋安区 
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方 进 局 长  13705003396  

廖尧全 
分管副局长

（挂职） 
 15806008557  

吴 丹 修复科科长 87310178 18559940021  

张 成 执法科科长 87311808 18850399399  

局值班室 87311578  87311578 

地灾值班室 87342131  87323509 
福州高新区

政府 林勉建 分管副主任 38200285 13960969877  

福州高新区

国土环境保

护局 

李 翀 主任科员、 
负责人 

62338310 13799980170  

叶友明 主任科员 62338311 13405968427  

姜  珩 分管副局长 62338312 13600884977  

朱婷婷 科 员 62338324 15880039195  

李  玲 科 员 62338326 13665069038  

局值班室 62338326   

地灾值班室 62338324  6233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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