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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阴朝民副局长听取工程进展汇报 

 
 

 
图 3. 法人单位听取集成商和监理单位 

工作进展汇报 
 

 
 图 5. 应急救援服务系统详细设计 

阶段评审会 
 

 
图 2. 法人单位赴搜救中心调研 
 
 

 
图 4.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技术规程评审会 

 
 
 

 
图 6.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概要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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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朝民副局长听取工程进展汇报 

2013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地震局阴局长听取了国家地震社会服

务工程进展汇报，发展与财务司的徐铁鞠副司长主持会议，监测预报

司李克司长，震害防御司韦开波副司长，震灾应急救援司尹光辉副司

长，科学技术司李明副司长等领导出席了会议。项目法人单位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项目责任人高孟潭副所长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总工程师地球所张东宁副所长详细汇报了项目的建设情况及目

前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 

   阴局长在会上强调今年是项目实施的关键年，在项目法人单位和

各司室统一协调下，目前进展有喜有忧。重点项目在实施中存在问题

是正常的，主要是软件研发方面问题。他指出科技成果的转化要有一

套机制，目前软件研发要加大推动力度，建立定向活动机制，在现有

框架下调动专家积极性，鼓励专家参与。他要求控制经费、控制进度、

控制效益，进一步细化项目实施中子系统验收和建设单位验收等时间

节点；要求控制住关键内容可行的时间点，业务司要掌握动态；要求

项目法人单位提出科学合理的项目预备费的使用方案，预备费要保核

心、保验收的关键环节，要合理地使用，并要留有余地。 

2. 项目法人单位赴中国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调研 

7 月 11 日项目法人单位一行 6 人赴中国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进

行调研。项目负责人高孟潭研究员、总设聂高众研究员、总工张东宁

研究员、总会于惠芳高会、总工办卜淑彦主任、应急搜救中心吴为民

主任、宋彦云副主任和李志雄副主任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由总工张

东宁研究员主持，应急搜救中心项目办谢霄峰处长汇报了单位工程的

进展情况。项目相关负责人高孟潭研究员特别关注建设单位进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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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提出明确要求。与会领导和专家针对具体技术、财务和管理问

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3. 项目法人单位听取集成商和监理单位工作进展汇报 

6 月 19 日项目法人单位听取了监理单位国研监理公司、系统集

成商北大千方和中科软 3家公司的工作进展汇报。项目负责人高孟潭

研究员、总工张东宁研究员、总工办和总会办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 3家公司对近期工作具体安排、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实施计划进行

了汇报。监理单位对工程实施过程中相关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与会人

员针对重点内容进行了讨论，项目负责人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指

示，并进行了详细部署。 

4. 组织召开技术规程咨询和评审会议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规程：5 月 27 日项目法人单位在北京组织召

开震害防御系服务系统规程咨询会。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黎益仕副

司长、项目负责人高孟潭研究员、总设聂高众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

会上咨询专家组对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相关的 5 个规程进行了交流讨

论，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详细的意见和建议。7 月 5 日和 7 月 15 日项

目法人单位特别邀请到咨询会议上的领导和专家，分两次组织召开震

害防御服务系统规程评审会议。评审专家组对系统规程文本进行了审

阅，并认真听取的各编制组的详细汇报，经过质询和评审，5个规程

全部通过评审。至此震害防御系服务系统 6个规程全部通过评审。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规程：5 月 23 日项目法人单位在江苏组

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相关规程咨询与评审工作会议。中国地

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侯建盛处长、上海市地震局吴建春局长、江苏省

地震局刘建达副局长、总设聂高众研究员、总工张东宁研究员，总工

办主任卜淑彦处长以及项目实施组专家等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地震

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相关的 5个技术规范进行了咨询和评审，其中 2 个

规程通过评审。8月 5 日项目法人单位在北京对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

统相关 3个规程进行再次咨询与评审，至此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6

个规程全部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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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织召开系统集成项目试点部署联调启动和规程培训交流会

议 

经过项目法人单位、相关建设单位、总工办实施组专家组和各承

建商的努力，截至 8 月初地震应急服务系统已经完成需求分析、概要

设计、详细设计和模型设计，震害防御系服务系统已经完成需求分析、

概要设计和部分模型设计。8 月 9-10 日项目法人单位在山东组织召

开震害防御和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项目试点部署联调启动工作会

议。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黎益仕副司长、应急救援司尹光辉副司长、

山东局晁洪太局长、项目负责人高孟潭研究员、总设聂高众研究员、

总工张东宁研究员和总会于惠芳高会出席了会议并讲话。集成建设单

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地球物理研究所领导、39 家建设单位技术负

责人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还对两个系统 10 个规程进行了

学习和交流，对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 8 月 9日起，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地球物理研究所两个系统集

成建设单位将组织集成商和各承包商，根据会议制定的实施方案和联

调现场管理制度，在山东进行至少两个月的系统集成试点部署联调和

系统模块的完善工作。 

 

（二）项目法人单位组织的招标任务进展动态 

1．招标过程管理 

6 月 14 日和 8 月 5 日项目法人单位分别组织地震应急救援服务

系统“软件灾区场景生成软件”和“省级地震灾情处理平台集成合同

谈判 ”采购合同谈判。项目总设聂高众研究员和总工办实施组相关

人员参加了谈判会议，核定了该软件合同模板。 

2．实施过程管理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组织概要设计阶段评审:5月 26日通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专

题会议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涉及相关建设任务的概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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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阶段评审会议。项目总设聂高众研究员、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首席温

增平研究员、陆鸣研究员、蔡宗文高工和总工办震害防御系统实施组

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评审专家组要对各建设任务概要设计阶段文本

进行了审阅，并听取了各承包商的详细汇报。实施组要求通过评审的

承包商尽快进入概要设计阶段，未通过评审的承包商抓紧调研、加大

人力投入，尽快修改完善，重新提交评审。6 月 26 日项目法人单位

第二次组织概要设计评审会，涉及建设任务人全部通过评审。 

组织模型设计阶段评审：7月 5 日通过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专

题会议组织召开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涉及相关建设任务的模型设

计评审会。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首席温增平研究员、蔡宗文高工和总工

办震害防御系统实施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评审专家组要对各建设

任务模型设计阶段文本进行了审阅，并听取了各承包商的详细汇报。

实施组要求通过模型设计评审的两家单位尽快实施，未通过的承包商

加快进度，不能影响工程进度，针对专家组意见尽快修改重新提交评

审。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组织详细设计评审：6 月 15 日和 7 月 19 日通过地震应急救援服

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分两次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涉

及相关建设任务的详细设计评审会议。项目总设聂高众研究员、应急

救援服务系统首席姜立新研究员和总工办应急救援系统实施组相关

人员参加了会议。评审专家组要对各建设任务详细设计阶段文本进行

了审阅，并听取了各承包商的详细汇报。通过两次评审，涉及的各项

建设任务全部通过详细设计评审。实施组要求各承建商应严格按照项

目进度继续实施。 

组织模型设计评审：8 月 6日通过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专

题会议组织召开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涉及相关建设任务的模

型设计评审会议。项目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首席姜立新研究员和总工办

应急救援系统实施组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评审专家组要对各建设任

务模型设计阶段文本进行了审阅，并听取了各承包商的详细汇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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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 5个建设任务全部通过模型设计评审，实施组要求各承建商严格

按照项目进度加快实施。 

目前项目法人单位组织的招标任务进展状态详见下表。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进展情况： 
序号 建设任务名称 涉及的建设单位 进展状态 

1 
震害防御数据管理系

统 
31 个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2 
城市震害防御能力评

估系统 

河北、广东、山东、福建、

甘肃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3 

建设项目抗震设防管

理及城市规划地震信

息服务系统 

河北、广东、山东、福建、

甘肃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4 

建筑工程设计地震信

息服务及城市公用设

施信息服务系统 

河北、广东、山东、福建、

甘肃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5 

专业技术人员信息服

务及社会公众信息服

务系统 

河北、广东、山东、福建、

甘肃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模型

设计 

6 
分区域村镇场地评价

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模型

设计 

7 农居震害评价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8 
分区域农居地震安全

技术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9 
农居网络交互咨询系

统 
31 个省地震局 通过概要设计 

 

 

应急救援服务系统进展情况: 

序号 建设任务名称 涉及的建设单位 进展状态 

1 
基于协同环境的次生灾

害评估软件 
31 个省地震局和台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模型设计 

2 
基于协同环境的互动辅

助决策和指挥优化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和台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模型设计 

3 
短信息灾情收集与传送

子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和台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模型设计 

4 
地震应急预案管理信息

系统 

31 个省地震局、地质所、工

力所、预测所、台网中心、搜

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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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设任务名称 涉及的建设单位 进展状态 

5 
专业地震机构地震应急

协同工作软件系统 

地质所、工力所、预测所、地

球所、地壳所、搜救中心、震

防中心和广东省地震局 

通过详细设计、

模型设计 

6 前方指挥平台管理系统 

河北、山西、辽宁、江苏、福

建、广东、云南、四川、甘肃、

新疆和搜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7 国家级灾情热线平台 31 个省地震局和搜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模型设计 

8 
数据注册、定向集成传

送与虚拟数据调度系统 
地质所台网中心 通过详细设计 

9 
立体场景分析与破坏景

象生成软件 
31 个省地震局和台网中心 通过需求分析 

10 省级地震灾情处理平台 31 个省地震局 
各省合同签订

中 

11 
遥感地震灾情地面接收

子系统 
预测所、新疆、广东省地震局 通过实施方案 

12 专业协同支撑单元 

地质所、工力所、预测所、地

球所、地壳所、搜救中心、震

防中心和广东省地震局 

通过实施方案 

13 专家协同工作平台 

北京、山西、吉林、四川、云

南、甘肃、新疆地震局和台网

中心 

第一批合同已

签订 

14 
指挥部成员单位联动接

入子系统 
台网中心、预测所 

第一批合同已

签订 

15 
小飞机地震灾情获取子

系统 
搜救中心和云南省地震局 

进入第三轮招

标 
 

 

（三）各建设单位管理动态 

1. 各建设单位积极推动数据收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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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月 15日和 22日分别对震害防御服务系统和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数据收集情况进行了检查和交流。各建设单位根据数据检查结果对数

据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积极推进单位工程建设进度。 

2. 浙江省地震局召开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单位建设项目预算

执行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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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日浙江省地震局发财处会同相关项目实施部门召开会议，

对“十二五”重点项目“国家社会服务工程”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进

行了梳理。会上费德明副处长对该项目上两年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

说明，并要求项目各实施单位对照项目任务，加快项目建设，切实提

高预算执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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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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法人单位一直努力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的组织实施工作，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涉及的 6 个技术规范已完成咨询评审工

作，并于 8月 9 日在山东组织培训和交流。通过系统集成专题会

议，大部分软件建设任务已完成模型设计阶段评审。 

项目法人单位于 6 月中旬组织分系统实施组相关人员召开

了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建设工作会议，对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

统的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交流讨

论。结合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 7.0 级地震，总工办地震应急救援

系统实施组相关人员针对工程项目实施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各建设单位根据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数据检查结果，对数

据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                   

2.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涉及的 6 个技术规范也已完成咨询评审

工作，并于 8月 9 日在山东组织培训和交流。通过系统集成专题

会议，城市震害防御服务系统示范城市和农村应用软件的概要设

计全部通过评审，其中 2个建设任务已通过模型设计评审，进入

了详细设计阶段。 

各建设单位根据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数据检查结果，对数据进

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3. 地震预警示范系统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对地震预警示范系统数据库组

织了评审，并按照工程项目监理—北京震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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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巡视监理计划，由监理总部派人和工力所项目管理、实施小

组成员联合检查预警示范系统项目的数据库建设和软件研发进

展情况。系统相关人员从不同角度分别指出了各家施工单位存在

的问题，给予了必要的指导，并提出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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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有序进行。 

（二）存在问题 

各系统软件研发工作需加快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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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项进度 

（一）建筑工程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已开展预警机房的装修工作。甘肃

省地震局对预警机房装修设计方案也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二）数据采集及平台建立  

1.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各省建设单位均对数据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数据进行了修改、补充

和完善。甘肃省地震局按照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数据检查结果，补充缺

失数据，5 月完成了城市一般、重要建筑属性表的填写，陇南市武都

区城市建筑分布属性数据、生命线工程分布图、地震次生灾害源分布

图等收集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对各地、州、市地震局，新

疆防御自然灾害研究所分别报送收集的部分震害防御基础数据进行

检查。上海市地震局对基础数据中缺失的矢量图全部补充完整，并正

在收集崇明县的村镇震害防御数据。辽宁省地震局根据《震害防御信

息服务数据采集规范》及项目组数据检查结果，对以前的资料进行整

理及数据补充调整；继续对收集的各种资料按规范规定的格式进行核

对并录入微机。 

2.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各省建设单位均对数据检查中存在的问题数据进行了修改、补充

和完善。 

3. 地震预警示范系统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正在加紧预警示范系统数据库建设

的实施，已经签署完成 3项任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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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件研发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软件研发工作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建设

单位：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作为项目法人单位主要通过分系统集成专题会议，组织涉及集成

建设任务的各个实施阶段文本的评审；对系统集成单位和个别进展缓

慢承包商的工作进度、人员配备和产出文本等进行了检查；对监理单

位提出的建设进度、质量要求进行了交流讨论和落实；组织总工办应

急救援服务系统实施组相关人员务虚会，针对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建设

任务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据设计目标，统一认识，指导实施工

作；组织召开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系统集成商参加的项目例会，

交流讨论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具体指导下一步工作的组织实施。

 2.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完成单位工程多灾种协同行动抗震救灾协调系统的节点评审工

作。配合项目法人单位进行软件建设任务节点评审工作。 

3. 中国地震局预测所 

开展了遥感地震灾情地面接收子系统建设中，涉及天线安装场址

变更的实施方案评审等工作。配合项目法人单位进行软件建设任务节

点评审工作。 

4.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完成单位工程 7个软件包的概要设计评审，部分软件包已完成详

细设计工作，并已通过专家评审。 

5.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单位工程的 12 个软硬件包进入代码开发和进场施工阶段。进行

单位工程总集成联调测试所需文档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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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备采购 

为推进项目顺利开展，硬件平台建设也在加紧实施，各省局建设

单位继续完成相应设备的采购工作。如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购买的硬

件设备工作站等已基本到位。 

（五）系统集成 

1.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 

1）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总集成单位督促各包修改和提交概要设计

文档、协助完成甲方评审工作。在各建设单位进行驻场并组织各分系

统承建单位进行阶段性问题梳理、作出进度计划要求，对各分系统建

设任务技术内容进行充分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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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震害防御服务系统总集成单位组织召开了项目例会，邀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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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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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 

1）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区域中心总集成单位督促各包修改和提交

概要设计文档、协助完成甲方评审工作，在建设单位进行驻场并组织

各分系统承建单位进行阶段性问题梳理、作出进度计划要求，组织各

分系统对业务需求进行分析，对各分系统产出物进行梳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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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项目 

14 
 

四、项目投资 

（一）年度投资执行情况倒排名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 2013 年预算指标 10899 万元，6 月初首

笔资金到位，截至 6 月 30 日累计支付 988.27 万元，执行率 9.07%。 

国家地震社会服务工程资金执行情况表 
序号 建设单位 概算批复 2013 年下达预算 累计支出 累计执行率（%）

合计 35899.00 10899.00 988.27 9.07 

1 搜救中心 5310.35 1584.39 0.00 0.00 

2 台网中心 4530.82 1509.43 0.00 0.00 

3 预测所 1136.86 360.41 0.00 0.00 

4 四川局 646.22 127.94 0.00 0.00 

5 北京局 368.07 115.78 0.00 0.00 

6 湖北局 328.83 94.46 0.00 0.00 

7 海南局 323.69 92.92 0.00 0.00 

8 重庆局 321.03 92.11 0.00 0.00 

9 上海局 313.17 89.77 0.00 0.00 

10 地壳所 109.66 32.53 0.00 0.00 

11 地球所 2602.05 1157.50 5.07 0.44 

12 内蒙古局 347.21 99.98 0.50 0.50 

13 江苏局 612.27 116.87 0.60 0.51 

14 河南局 345.43 99.44 0.59 0.59 

15 黑龙江局 325.83 93.56 1.00 1.07 

16 宁夏局 320.22 91.87 1.06 1.15 

17 地质所 1419.06 561.74 7.10 1.26 

18 浙江局 326.33 93.71 1.68 1.79 

19 天津局 314.46 90.14 2.10 2.33 

20 安徽局 328.33 99.86 2.47 2.47 

21 河北局 1306.57 352.20 19.96 5.67 

22 山东局 1056.02 335.67 20.07 5.98 

23 工力所 1977.83 710.70 45.39 6.39 

24 广东局 1690.91 465.82 39.14 8.40 

25 陕西局 346.03 100.82 10.27 10.19 

26 震防中心 109.66 29.11 3.95 13.57 

27 湖南局 326.83 93.86 13.45 14.33 

28 山西局 649.22 126.05 19.93 15.81 

29 甘肃局 1987.87 491.22 86.43 17.59 

30 新疆局 883.07 204.66 40.74 19.91 

31 云南局 1559.50 408.39 98.50 24.12 

32 江西局 326.33 93.71 23.01 24.55 

33 广西局 337.08 94.11 30.00 31.88 

34 辽宁局 623.27 123.47 39.95 32.36 

35 青海局 348.33 100.30 32.96 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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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吉林局 358.79 103.02 39.02 37.88 

37 西藏局 347.73 100.12 41.97 41.92 

38 福建局 1334.07 361.36 361.3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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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大事记 

（一）项目大事盘点 

5 月 23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规程咨询评审工作议 

 

5 月 26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评审相关建设

任务概要设计文本 

 

5 月 27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规程咨询会议 

 

6 月 14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工作会议及“灾区场景

生成与分析系统”软件合同谈判 

 

6 月 15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评审相关

建设任务详细设计文本 

 

6 月 19 日   国研监理和分系统集成商向项目法人单位汇报

工作进展 

 

6月26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第二次评审相关

建设任务概要设计文本 

 

7 月 5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规程评审会议及震害防御服

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评审相关建设任务模型设

计文本 

 

7 月 11 日   项目法人单位赴中国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调研 

 

7 月 15 日   震害防御服务系统规程编写会议在贵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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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评审相关

建设任务详细设计文本 

 

8 月 7 日    地震应急救援服务系统集成专题会议评审相关

建设任务模型设计文本 

 

8 月 9 日    系统集成项目试点部署联调启动及规程培训交

流会议在山东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