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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震应急救援系统数据检查会 

 
图 3. 地震应急救援系统区域集成例会 

 
 图 5. 地震应急救援系统合同谈判会 

 
 

 
图 2. 震害防御系统数据检查会 

 
图 4. 震害防御系统技术规程编写会 

图 6. 震害防御系统需求分析评审会 
 

项目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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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法人单位管理工作动态 

1. 组织召开地震预警示范系统规程评审会议并对技术规范进行

培训 

1 月 10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召开地震预警示范系统规程评审会议。中国地震局监测

预报司王飞处长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上，各专家

对预警示范系统规程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评审。1 月 22-25 日，国家

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组织在哈尔

滨召开地震预警示范系统相关技术规范编培训会议。中国地震局发展

与财务司关晶波处长、规范编制组成员，首都圈及西北片区的相关建

设单位共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会议。会上，各相关建设单位与规范编

制组专家对规程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2. 确定项目例会会议制度 

为推进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建设进度，保证建设质量，法人单

位在建设过程中确定了三类项目例会会议制度。第一类：项目承建方

总体实施管理例会，每半个月召开一次，由分系统总集成单位主持召

开，分系统内各单项工程承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技术总工参加。第二

类：监理例会，每一个月召开一次，由监理主持。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研究所、监理单位、信息系统安全咨询及等级测评服务单位、系统

总集成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及各技术系统总工参加。第三类：项目建设

任务专题会议，由项目管理小组依据会议申请方的要求召开，并确定

参会人员范围，由项目管理小组组长（或其指定人）主持。项目管理

小组由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总工办主任、总设办主任、总会办主任、

国研监理总监理工程师共同组成。会议也可根据议题可邀请外部相关

专家与权威人士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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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第一类会议已召开 6次，分别为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和地震应

急救援服务系统的实施管理例会，分别为需求分析和概要设计阶段的

前期工作和进展检查。第二类会议已召开 3次，主要是甲方、监理方

及集成方对当前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及对下一步工作的时间节点和工

作进行安排。第三类会议已召开 2次，主要对项目集成单位与各包承

建单位的接口进行规范。 

3. 组织召开 2013 年度工作会议 

1 月 25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召开 2013 年度工作会议。中国地震局发展与财务司牛

之俊司长、徐铁鞠副司长、关晶波处长，地震应急救援服务司苗崇刚

副司长，震害防御司黎益仕副司长，监测预报司黄媛副处长；项目负

责人高孟潭研究员、项目总工程师张东宁研究员、项目总设计师聂高

众研究员、项目总会计师于惠芳、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谢宵锋处长、

项目总工办、总会办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主要汇报了项目 2012

年建设任务的进展情况、2013 年需重点考虑的主要问题，2013 年工

程建设任务的技术安排以及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等。此次会议明确了

2013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安排，并强调要加强管理，做好质量和进

度控制等方面的工作。 

4. 组织召开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灾情数据检查会议 

4 月 15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召开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灾情数据审查会议。项目负责人

高孟潭副所长、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

援服务司李洋高工出席会议，会议由总工办主任卜淑彦主持，各省局

建设单位近 70 人参加会议。3 组数据检查组成员对各省提交的数据

进行了检查，对参与检查的各省局建设单位的数据资料提出了评价意

见和具体要求。 

5. 组织召开震害防御信息服务数据检查会议 

4 月 22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召开震害防御信息服务数据审查会议，会议由总工办主

任卜淑彦主持，各省局建设单位近 70 人参加会议。3 组数据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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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对各省提交的数据进行了检查，对参与检查的各省局建设单位的

数据资料提出了评价意见和具体要求。 

6. 组织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相关技术规程编写 

为推进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建设，保证建设质量，国家地震社

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组织于 1 月 21 日在

哈尔滨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相关技术规范编写工作会议。中国地震

局发展与财务司关晶波处长、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首席专家温增平研究

员、陆鸣研究员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各位专

家对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相关的技术规范进行了讨论。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总工办于 3 月 30 日-4 月 2

日在北京和广州组织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和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相

关技术规程的编写会。 

目前，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将于 5 月 23 日评审 4 个规程，剩

下 1 个规程也计划于 6 月进行评审；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已有 2个规程

征求各建设单位意见，剩下 3 个规程计划 6月完成。 

（二）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投标建设工作动态 

1. 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技术指标咨询编写会议 

1 月 8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所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技术指标咨询编写会议。项目总设计师

聂高众研究员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专家对任务

涉及的技术指标进行了讨论。 

2. 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部

分硬件建设任务实施方案评审会 

3 月 15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部分硬件

建设任务实施方案评审会。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地震台网中

心姜立新研究员和项目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专家对任务实施

方案进行了评审，要求任务实施方案合格的建设单位按照项目进度继

续进行，不合格的仍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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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阶段

评审 

1）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

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 

2 月 3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所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

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应急救援服务系

统首席专家姜立新研究员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

专家对各任务需求进行了详细的评审，要求任务需求合格的建设单位

按照项目进度继续实施，不合格的仍需修改。 

2 月 26 日，二次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

招标建设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首席专家姜立新研

究员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对上一次不合格的任务需

求进行二次评审。  

2）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

任务概要设计评审会 

3 月 29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

概要设计评审会。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首

席专家姜立新研究员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专家

对各任务概要设计内容进行了评审，要求概要设计合格的建设单位按

照项目进度继续进行，不合格的仍需修改。 

4. 组织统一组织招标部分任务的合同谈判 

1）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示范城市震害防御软件合同谈判 

2 月 27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示范城市震害防御软件合同谈判。震

害防御服务系统首席专家陆鸣研究员、温增平研究员、蔡宗文高工和

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等人参加了谈判会议。会上，各位专家主要对

软件功能、可靠性、应用环境、时间进度及后期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讨

论，确定了软件合同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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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数据库系统协议供货合同谈判 

3 月 5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所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数据库系统协议供货合同谈判。震害防

御服务系统首席专家蔡宗文高工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谈

判会议，确定了数据库供货合同模板。 

3）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安全认证系统合同谈判 

3 月 20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所组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安全认证系统合同谈判。震害防御服

务系统首席专家蔡宗文高工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谈判会

议，确定了安全认证系统合同模板。 

5.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阶段评审 

1）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

需求分析评审会 

3 月 4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

物理研究所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

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首席专家陆鸣研究员、温增

平研究员，蔡宗文高工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各位专

家主要对任务需求进行了评审，要求任务需求合格的建设单位按照项

目进度继续实施，不合格的仍需修改。 

4 月 8 日，二次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

标建设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震害防御

服务系统首席专家蔡宗文高工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加了会议。

各位专家主要对上一次不合格的任务需求进行二次评审。 

2）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

概要设计评审会 

5 月 16 日，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震局地

球物理研究所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

设任务概要设计评审会。项目总设计师聂高众研究员、震害防御服务

系统首席专家温增平研究员，蔡宗文高工和项目总工办实施组专家参

加了会议。各位专家主要对任务需求进行了评审，要求任务需求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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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单位按照项目进度继续实施，不合格的仍需修改。 

（三）各建设单位管理动态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各建设单位为推进项目整体建设进度，继

续进行数据收集、检查及硬件设备采购等，积极推进本单位工程建设

进度，以下为部分建设单位的管理动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辖区桂平市实施广西地震社会服务工

程项目震害防御建设数据采集工作通过验收 

 为防御和减经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不断提升全市防震减灾综合

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广西

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震害防御建设数据采集验收工作会议在广西

柳州市召开。有关专家在会上对 10 个示范县震害防御数据采集工作

进行了集中评审、验收。贵港市辖区桂平市收集的数据准确、详实，

工作扎实有效，得到了验收专家组的好评和赞誉，一致通过了该市的

数据采集验收。 

2. 云南省地震局参加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预警示范系统

规程培训会议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预警示范系统《地震预警系统建设技

术规程》和《地震预警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程》已编写完成并通过评

审，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总工办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 25 日

在哈尔滨组织两个规程试行稿培训。参会人员包括七家建设单位人

员、规程编制组成员和总工办人员等，云南省防灾研究所总工崔建文

研究员、刘琼仙高级工程师作为规程编制组成员参加了培训会议。此

次会议的目的是在试行稿的基础上倾听建设单位技术人员、建设、运

维管理人员意见后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加快出版稿的正式印刷，以

便技术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按规程规定内容进行项目的规范建设。 

3. 河北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震防分项项目协调会在石家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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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8 日，河北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震防分项项目协调会

在石家庄召开。来自我省六个设区市地震局主管局长和项目负责人、

项目承担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省地震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省地震

局项目办有关人员参加了协调会，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

项目办温增平研究员和省地震局高景春副局长出席会议，会议由震害

防御处李广辉处长主持。 

4. 新疆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应急数据库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2013 年 2 月 5 日，新疆地震局召开社会服务工程应急分项数据

库建设验收会，新疆地震局副局长宋和平出席验收会，新疆地震局地

震应急救援服务处、纪检监察审计处、防灾所、震防处，自治区测绘

局、北京震科监理新疆总监代表等部门领导和专家参加了验收。与会

专家在听取了项目承建单位的汇报，观看了数据演示，审阅相关验收

文档资料，经过质询和讨论后，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验收，同时就数

据规范化、实际应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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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进度 

（一）进度描述 

1.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项目法人单位在 2013 年第一季度进一步推进统一组织招标

的建设任务工作，其中软件建设任务基本都已通过概要设计评

审，进入详细设计阶段。  

各建设单位继续按照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数据收集规范进行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数据收集、整理以及自行组织的硬件采购

工作。项目法人单位于 4月中旬组织专家组对各省的应急系统数

据进行了检查。对各省的数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补充完善建议。           

2.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项目法人单位在 2013 年第一季度内进行了统一组织的城市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示范城市和农村应用软件的需求评审。目前，

相关建设任务基本都已通过需求分析，进入概要设计阶段。 

各建设单位继续按照震防系统数据收集规范进行震害防御

服务系统数据采集和建库工作。项目法人单位于 4月中旬组织专

家组对各省的震防系统数据进行了检查。对各省的数据提出了具

体要求和补充完善建议。     

3. 地震预警示范系统 

4 月 1 日，工力所社会服务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在北京组织

召开了“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软件研发”项目技术交流研讨会。

软件“生命线系统工程预警能力评估技术系统”和“首都圈预警

信息发布软件系统”技术文件已初步完成，待项目办公室审核后

报送法人单位审核。中标软件研发工作有序开展。 

1 月初至今，多次同项目技术人员研讨，陆续编制了预警示

范系统国家地震预警中心数据库建设招标文件。5月 2 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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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预警示范系统之“预警区地震事件和台站

基本信息子项目”评标，最终哈尔滨新天翼电子有限公司以 45

万元的价格中标，目前正在签订合同中。预警台网基础资料及强

震动记录数据库－强震动记录库及预警台网中心基本信息数据

库子项目已收到 3 家单位投标材料，正在等待评标。 

数据库建设框架搭建工作已初步完成，准备集中讨论后定

稿。 

甘肃省地震局预警示范系统主要是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采

购，目前也在有序进行。 

（二）存在问题 

一些省的收集的数据缺项较多，需进一步补充完善相应数

据。 

三、分项进度 

（一）建筑工程 

      广东省地震局、新疆自治区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

研究所已完成了遥感地震灾情地面接收子系统卫星天线建设地

点变更后新场址的环境勘察测试工作，目前已提交变更卫星天线

建设地点的申请。 

（二）数据采集及平台建立  

1.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各省继续进行数据收集，其中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已完成拉萨、那

曲、昌都、山南等 12 个县（市）数据收集工作，其他数据收集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河南省地震局完成了对收集数据的整理验收；广东省

地震局基本完成了城市范围基础地理数据和 4 个城市数据的收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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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正在进行惠州、阳江 2市的建筑物基础信息的数据采集。另外，

也完成了农居数据采集和 4个特征农居资料采集工作，正在按照技术

规程整理；江苏省地震局基本完成了 13 个县市的农村地震安全专业

数据调查与建库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收集了部分基础数

据，已经开始审查工作；上海市地震局完成了数据的预审查工作；四

川省地震局已基本完成数据调查与收集工作，进行了中期检查工作，

并继续完善数据收集；辽宁省地震局已进行数据整理工作，并展开了

数据补充调查;甘肃省地震局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整理和补充。 

2.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各省继续进行数据收集，其中西藏自治区地震局已完成县（市）

经济数据收集工作，其他数据收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广东省地震局

基本完成了 12 个地市的基础数据采集工作，部分重点目标的空间化，

及 2010 年度乡界和交通数据的更新，并在积极拓宽应急基础数据获

取渠道进一步完善数据；江苏省地震局开展了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热线

平台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上海地震局等已开展数据收集

和整理工作；四川省地震局完成了基础数据和补充数据的收集，正在

进行整理和检查工作；辽宁省地震局已完成应急基础数据库更新工

作；浙江地震局收集了《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灾情数据库建设合同》的

专题图数据；甘肃省地震局已整理应急联动协同灾情数据并参加了数

据检查会议。 

项目法人单位于 2013 年 4 月中旬对震害防御系统和地震应急救

援服务系统的各省收集数据进行了检查。对各省需补充的数据提出了

具体的要求。 

（三）软件研发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软件均为统一研发，分享部署在各省局，

因此软件研发的进展在以下几个建设单位列出：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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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法人单位组织完成震害防御服务分系统招投标工作； 

2）项目法人单位组织完成城市灾害防御能力评估系统开发、分

区域村镇场地评价系统开发、抗震设防及城市规划地震信息服务系统

开发及建筑工程设计、城市公用设施信息服务系统开发的合同谈判工

作； 

3）项目法人单位组织完成震害防御服务系统中间件、CA 安全认

证系统、数据库软件的合同谈判工作； 

4）项目法人单位组织完成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

评审工作。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项目法人单位协同建设单位组织专家、监理单位、各承建单

位两次组织完成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区域

中心《需求规格说明书》的评审工作； 

2）项目法人单位组织各分系统承建单位梳理系统接口及系统模

型，收集各包问题统计表，并进一步完善接口规范设计。 

地震预警示范系统： 

项目法人单位积极组织推进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和甘肃

地震局预警示范系统建设任务实施。 

2.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配合项目法人单位开展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子系统的招投

标工作； 

2）完成多灾种协同行动抗震救灾协调系统、地震应急预案管理

信息系统、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协同工作软件系统、数据注册、定

向集成传送与虚拟数据调度系统、公里格网化数据增长软件及应急指

挥信息自动成图系统、专业协同支撑单元的合同签订工作，并按照合

同条款进行支付工作； 

3）公里格网化数据增长软件及应急指挥信息自动成图系统承建

单位依据专家评审意见对《需求规格说明书》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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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完成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协同工作软件系统、专业协同支撑单

元合同签订工作，并依据合同条款进行支付。 

4. 中国地震局预测所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完成遥感地震灾情地面接收子系统、遥感处理系统、地震应

急专家协同和行业服务平台集成项目、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协同工

作软件系统、专业协同支撑单元集成合同签订工作，并依据合同条款

进行支付； 

2）组织专家完成了遥感处理子系统《概要设计说明书》的评审

工作。 

5. 中国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完成国家级热线平台软件、现场指挥管理系统、专业地震机

构地震应急协同工作软件系统、专业协同支撑单元集成合同签订工

作，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支付工作。 

2）安全保障系统与项目总集成单位参加并协助业主方完成各软

件包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专家评审工作；继续收集各包 UI 设计,准备

统一搜救中心项目整体 UI 风格；  

3）无线公网地震应急救援服务响应系统承建方继续系统开发等； 

4）地震现场救援信息服务子系统承建方完善 Android 手机现场

勘查、救援任务功能。完善后台管理系统勘查地图、任务地图功能等； 

5）国际强震救援数据库承建方继续基础地理数据整理、数据库

管理系统功能测试等； 

6）国内救援队联动网络建设承建方配合总集集成登录和集成 UI

开发，编写操作手册，完成内部测试； 

7）通信系统承建方继续完善深化设计方案，准备专家评审等； 

8）计算机网络及存储系统承建方准备设备订货，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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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会商场所及服务系统承建方与业主方确认装修方案，准备进

场施工等； 

10）国际强震救援空间信息与应用支撑系统承建方开始搭建框

架，开发系统等； 

11）国际强震救援应用处置系统承建方继续各单元测试工作、子

系统联调工作等； 

12）强震救援服务系统承建方开始系统研发等。 

6. 中国地震震害防御中心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完成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协同工作软件系统、专业协同支撑单

元集成的合同签订工作，并按照合同支付条款开展支付工作。 

7.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配合项目法人单位组织指挥部成员单位联动接入子系统、灾

区场景生成与分析系统招标工作； 

2）完成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协同工作软件系统、数据注册与

虚拟数据调度系统合同签订工作； 

3）完成国家抗震救灾指挥部信息支撑与服务系统、国家抗震救

灾指挥部协同联动数据及内容管理系统、专家协同单元软件开发项

目、基于语音、短信和图像的灾情识别判断软件、国家中心数据更新

与入库项目、国家中心协同控制管理软件合同签订工作。 

（四）设备采购 

为推进项目顺利进行，软件系统开发的同时，硬件平台建设工作

也在进行。各省局建设单位继续完成相应设备的采购工作。例如、广

东省地震局已经按要求采购了与项目相关的硬件设备；四川省地震局

已开展震防信息中心硬件平台的采购工作；甘肃省地震局已经验收了

自购设备的部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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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集成 

1.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总集成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震害防御服务

系统集成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规范项目文档，制定需求规格说明

书模板并下发，组织分系统承建单位编制《项目实施进度计划》初稿

及项目策划文件，统计各分系统合同签订情况，并督促跟踪各分系统

合同签订工作；完成项目需求分析成果汇总，并组织需求调研工作；

总集成单位总结各包的概要文档概要及提交，数据需求梳理、模型清

单、接口清单整理等工作的情况，明确下阶段工作具体时间节点要求，

督促各包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组织召开了项目例会，邀请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参加，总集成单位于会上组织各子系统承建单位对项目建设

情况进行了汇报，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技术答复，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

针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及对下一步工作做出要求。 

2.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区域中心总集成单位组织召开了项目

例会，邀请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参加，总集成单位于会上组织各子系

统承建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技术答

复，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针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及对下一

步工作作出要求；下发了项目建设过程规范性文档模板，组织各分系

统承建单位梳理系统接口及系统模型，收集各包问题统计表，并进一

步完善接口规范设计；完成了区域集成实施方案的修改完善、省局工

作指导方案及区域软件集成开发指导方案的编制，经过专家咨询，得

到专家认可；应急系统区域总集成单位对区域集成项目各系统业务进

行分析，梳理各系统业务关系和流程图，对项目接口及模型进行分析，

组织相关成果文件的评审工作 ； 

2）项目国家中心集成商完成项目启动会，制定发布了相关管理

规范，指导监督各分包完成项目启动所需各类策划文档，指导并监督

各包完成需求调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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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大事记 

（一）项目大事盘点 

1 月 8日  项目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技术指标咨询编写会

议 

1 月 10 日  地震预警示范系统规程评审会议 

1 月 14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区域集成工作会议 

1月16日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关于国家地震社会服

务工程城市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应用软件开发项

目招标 

1 月 21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相关技术规范编写工作会议 

2 月 3 日  项目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务需求分析评审会 

2月 5日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关于国家地震社会服

务工程分区域村镇场地评价系统开发项目招标 

2月27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示范城市震害防御软件合同谈

判 

3月 4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设任

务需求分析评审会 

3月 5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数据库系统协议供货合同谈判 

3月15日  项目组织招标部分硬件建设任务实施方案评审会 

3 月 20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安全认证系统合同谈判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 

17 
 

3月29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法人单位统一组织招标建

设任务概要设计评审会 

3 月 30 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相关技术规程编写会 

4月15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灾情数

据检查会议 

4月22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震害防御信息服务系统数

据检查会议 

5月9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概

要设计第三次评审 

5月16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概要设

计预评审 

5 月 23 日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相

关技术规程评审咨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