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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7∙01贵州大方山体滑坡

“典型案例灾情演化规律及干预策略研究”专题研究组编写

专题负责人：李英冰 联系方式：ybli@sgg.whu.edu.cn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案例名称：7·1大方县山体滑坡

地点：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

时间：2016年 7月 1日 5时 30分

受灾人数：23人遇难，7人受伤，339人受灾

摘要：7·1大方县山体滑坡发生于 2016年 7月 1日，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本次滑坡总方量约为 9.6万立方米。

编制单位：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1 概述

1.1事件概要

2016年 7月 1日 5时 30分左右，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发生山体滑

坡灾害。此次山体滑坡源区平面呈现舌型，后缘高程 1440米，滑坡体纵长 200米，最大宽

度 80米，最大厚度 6米，平均厚度约 4米，滑坡区面积为 197.6平方米。导致房屋倒塌 13
户 65间，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640万元。

1.2 事件发生原因

贵州省大方县金星组滑坡属于典型的浅层顺层滑坡。滑坡发生的原始斜坡的坡角大于岩

层的倾角，属于最不稳定的坡体结构，为滑坡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强降雨在有利地形条

件下入渗是事件的主要触发原因，据气象部门统计，2016年 6月份大方县的总降雨量达到

310.5mm，单 6月 15日降雨量就达 71.6mm，事发前，贵州省气象局 6月 30日 23时 50分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毕节市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可达特大暴雨。金星组滑

坡的坡体为顺向斜坡，发育有易于软化的薄层泥岩且无明显地下水排泄通道，降雨入渗不仅

增加滑体的自重，还促使泥岩层发生软化，针坡抗滑能力减弱、后缘裂隙充水形成超静压力，

最终导致灾害发生。除了这些主要原因外，矿山开采、公路及城镇建设以及不合理抽取地下

水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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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造成损失

7·1大方县山体滑坡共造成 23人遇难，7人受伤，339人受灾，导致房屋倒塌 13户 64
间，直接损失达到 640万元。

2 大事记

2.1主要时间线

（1）2016/06/ 30 23:50 贵州省气象局官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贵州省气象局官方微博 6月 30日 23时 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 6小时，

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西部、贵阳市西部和北部、遵义市、铜仁市中北

部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可达特大暴雨，局地伴有强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等级较高，可能诱发山洪、城镇内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2016/07/01 5:30 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发生山体滑坡

2016年 7月 1日 5时 30分左右，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发生一起山

体滑坡。事发时下着中到大雨，持续时间不到一分钟，垮塌的山石就掩埋了金星组 16户 30
人。

（3）2016/07/03 现场搜救工作结束

截至 2016年 7月 3日凌晨 2点 55分，经过消防官兵等救援人员 45小时的搜救，被埋

的 30人已全部搜出，其 7人受伤，23人死亡，搜救工作结束，善后及灾后重建工作启动。

2.2应急救援工作时间线

（1）2016/07/01 消防官兵到达灾害现场

灾情发生后，贵州省公安消防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抢险救援预案，总队全勤指挥部现场

指挥，先后调派了毕节、贵阳 2个支队、51辆车、263名官兵和 13条搜救犬投入战斗。

毕节市消防支队大方县中队是最早赶到现场的救援队伍。毕节支队轻型地质灾害救援编

队在灾害发生一小时内就到达现场，立即开展侦察和定位，迅速展开抢险救援行动，利用生

命探测仪、搜救犬、切割机、凿岩机、无齿锯、液压剪切钳等工具展开搜寻、破拆、挖掘，

第一时间救出生还者 7人。

10时 30分，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吴瑞山、总工程师江平率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实

地组织指挥救援工作。

（2）2016/07/01 武警部队到达

毕节武警支队在前期圆满完成织金县抗洪抢险任务尚未休整的情况下，立即转战，以最

快速度开赴灾区，先头分队于 7时 30分到达现场，在后续部队及其他救援力量的协同下，

成功营救出第一名生还者。支队官兵充分发挥了抢险救灾主力军、急难险重突击队和维护稳

定压舱石作用，为抢险救灾作出了重大贡献。

险情发生后，武警水电部队三支队官兵迅速投入 110余名官兵、设备 25台套进行处置。

为充分利用人员搜救 72小时黄金救援期，水电兵昼夜不停，分秒必争，先后利用大型挖掘

机和全地形应急救援车，及声波、雷达生命探测仪，采取全覆盖搜寻、全方位挖掘、全时段

侦测、全程序配合的方法，对 19000平米的区域，近 9.5万方的塌方体进行搜寻、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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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07/01 17:20 武警交通部队达到救援

灾情发生后，刚刚圆满完成“6.21”云南彝良抗洪抢险的武警交通三支队官兵在回撤途

中紧急抽调兵力 83 人，机械车辆 34 台（套），星夜兼程，赶赴灾区，第一时间展开抢险救

援行动。长途机动 500余公里，于 1日 17时 20分到达灾区，并第一时间加入地方联指请领

任务，展开抢险救援行动。行动过程中，参战官兵严格按照任务分工，与军地各单位密切配

合、协同作战，连续奋战 28个小时，累计拓宽通往灾害现场的救援通道 2.3公里、整平路

面 1.2公里，确保了整个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5）2016/07/01 武警总队奔赴现场救援

7月 1 日,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金星组发生山体滑坡灾害,总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

与救援,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昼夜奋战,充分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

切实发挥了救援主力军作用,为抢险救援做出了重大贡献。

2.3不同层级政府关键决策部署

（1）2016/07/01 上午 7时左右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召开会议

灾害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召开会议，紧急安排部署救援，贵州省长孙志刚，省

委副书记谌贻琴做出救灾批示：一要求千方百计搜集失联人员，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派出和社

会面管控，扎实做好家属思想安抚和舆情引导，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要求大方县长顾掌

权立即通知县政府各位副县长赶往现场组织施救，公安、国土、水务等有关部门及理化乡要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防治次生灾害发生。并通过省公安厅视频连

线查看灾害情况，了解救援进展，指挥抢险工作。

（2）2016/07/01 上午 10时 省领导前往现场指挥救援

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秦如培，副省长黄家培等领导赶赴现

场指挥抢险救援，并要求消防部队切实把搜救人员作为第一任务，千方百计抢救被困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省、市、县、乡四级立即启动灾害应急预案。

（3）2016/07/01 10:30 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吴瑞山、总工程师江平率全勤指挥部到达现

场

10时 30分，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吴瑞山、总工程师江平率全勤指挥部到达现场，实

地组织指挥救援工作。

（4）2016/07/01 上午 地质灾害事故救援前线指挥部成立

在救援现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秦如培召开会议，成立“07.01”地质灾害事故救援

前沿指挥部，明确省公安消防总队吴瑞山总队长为现场总指挥，毕节市政府陈昌旭市长、省

公安消防总队江平总工程师为副总指挥，指挥调度和统筹 5个工作组共 2000余名到场人员

参与救援。

3 预防与先期准备

（1）灾区承灾体信息收集

在前期实地搜寻排查的基础上，指挥部通过公安、国土、民政收集整理各类有价值的信

息、情报和数据，尤其是被困人员手机信号的关联信息，精确的判定了被困人员的数量和区

域。并结合灾前的卫星航拍图，绘制了埋压房屋定位图、救援实力分布图、次生灾害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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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图等，确保各组指挥员对于受灾存量底数清、情况明，对于救援进度心中有数，为调度指

挥及调配装备、人员等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2）应急资源的预防与准备

灾害发生后，总队、支队按照重大灾害事故战勤保障预案，一次性调集“动中通”通讯指

挥车、模块化地质灾害救援车、抢险救援车、装备器材运输车、油料运输车、兵员运输车、

野外炊事车、宿营车、沐浴车等 51辆救援和后勤保障车、6000余件套器材装备投入战斗和

保障，第一时间向政府建议调集大型挖掘机、推土车、运土车等工程机械和车辆 30余辆。

救援过程中，按照生活保障、器材补充、油料供应、装备抢修、通信保障等 8大功能分区模

块保障，全程实现音视频动态传输和辅助决策，搭建救援指挥、餐饮保障、宿营等阵地帐篷

30顶，并通过餐车为官兵提供热饭菜，利用沐浴车让官兵及时洗浴，消除了卫生隐患，解

决了灾害地点远离县城导致的生活、装备、物资、医疗等保障困难问题，为救援任务顺利完

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灾害发生后，共调运救灾物资如下：救灾帐篷 70顶，救灾棉被 500床，单衣裤 100套，

手电筒 336只，雨衣 720件，雨伞 200把，电热水壶 3个，塑料凳子 100张，大米 150公斤，

瓶装饮用水 100件，方便面 100件和行军折叠床 100张。

4 应急响应与救援

4.1 态势评估

（1）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贵州省气象局官方微博 6月 30日 23时 5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 6小时，

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北部、安顺市西部、贵阳市西部和北部、遵义市、铜仁市中北

部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个别乡镇可达特大暴雨，局地伴有强雷电，山洪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等级较高，可能诱发山洪、城镇内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确定滑坡信息

事发后，政府立即组织地质专家前往现场，经地质专家现场初步勘察，本次滑坡总方量

约 9.5万立方米，为自然性浅层小型推移式顺层岩质滑坡。经现场初步核实，滑坡导致金星

组 10户 29人被埋。

4.2 信息报告与信息通告

【说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信息上报记录。 】

4.3人员疏散与安置

参与救援的官兵人数总共 920人，主要由贵州省武警总队、贵州省消防总队、武警水电

部队、武警交通部队和贵州省毕节市消防支队组成。此次救援参战部队出动了救援设施如下：

铲车 12台、挖掘机 24台、救护车 30台、特种车 39辆、生命探测仪 9台、发电车 2辆、通

信车 4辆、发电机 5台和其他大型车辆 34辆以及搜救犬 13条。贵州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

负责人已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截至 22时 31分，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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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为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当地已安全转移安置附近群众 31户 83人。

在救援中，由毕节、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共同组成现场施救组，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

仪拉网式排查，探测生命迹象，按“三班倒”不间断轮流作业施救；由省武警水电部队、武警

交通部队以及武警毕节支队组成现场搜救组，利用重型挖掘设备，按照网格化责任分工，配

合消防部队进行现场搜寻救援；由省国土资源厅、毕节市政府地质灾害专家组成地质灾害风

险评估和预警组，对救援现场及周边地质变化情况进行全程侦测和安全风险评估，并警报撤

离

毕节支队轻型地质灾害救援编队在灾害发生一小时内就到达现场，救出生还者 7人。总

队调集的增援力量贵阳支队重型地质灾害救援编队到达现场后，为抢占“72小时黄金救援时

间”，针对泥石流土石方量多达 9.5万方，被困群众点多、面广、埋深，搜救条件极度不利

的实际，前沿指挥部总指挥吴瑞山总队长提出了“救人第一、以房找人、精准定位、先易后

难、先外后内、安全有序”的原则，指挥部重新调整战斗部署，成立搜寻组 9个、破拆救人

组 8个，侦察、警戒、通讯、政工、宣传、保障、舆情监控组各 1个，进一步细化救援方案。

二是分片包干，协同作战。根据被埋人员分布情况，划分 8个作战区域，分片包干，每个区

域由 1名大队领导、2名中队干部、1名作战文书及 1个破拆救人组、1个搜寻组、武警水

电部队 3台重型挖掘机协同推进搜救工作，作战文书负责及时反馈本组搜寻、施救等信息，

供指挥部分析决策。同时，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情况，由武警部队人员设立安全警戒，落实安

全防护，确保施救安全。

参战官兵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指示批示要求和指挥部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救人第一、

以房找人”的原则，由搜寻组逐一确定受灾房屋大概位置后，组织 13条搜救犬、9台生命探

测仪对房屋附近区域进行重点搜索，同时开展地毯式、网格化搜寻，绝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对发现的被埋人员逐一标记，精准定位。救援组还坚持“先易后难、先外后内”的原则，利用

破拆、顶撑、切割、牵引等工具和手刨等方式，逐一解救被埋人员。对掩埋较深、人工搜救

难度大且反复搜索探测无生命迹象的区域，实行“人工为主、机械为辅”的阶梯式挖掘、“过
筛子”式搜救。根据夜间搜救条件和现场情况，夜间实行 5个区域 15个搜救小组分批轮流作

业，做到“人停机不停”，在最大限度确保救援不间断推进的同时，保存参战官兵的战斗力。

4.4 医疗救治

灾害发生后，省、市、县各级医疗系统立即响应，省卫计委、省应急办等相关部门组织

的省医、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专家组已赶赴大方县参与救治，按照“全力以赴优化治疗方

案，不能出现新的死亡”的原则，在全省调用医疗技术力量满足伤员的抢救。

灾害现场参与救援的医疗卫生人员 338人，驻守救援现场的医护人员 142人，调集救护车

30辆，救治获救的伤者 7人。当天第一时间抢救出的 6名幸存者，在省、市、县、乡医疗

系统的联动配合下，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当天早上 8点左右，大方县人民医院派出的第一

辆 120急救车返回医院，送来了出生才 48天的龙耀轩，他是“7·01”灾害发生后最早获救的

幸存者之一，也是此次自然灾害中年龄最小的孩子。64岁的彭清淑，于当天下午两点半左

右被 120急救车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大方县人民医院接到通知后，先把各个科室所有的病

房能够腾出来全部腾出来，共 46张床位，先运送过来的伤员已安排在神经胸外科。经多方

研判和定夺，龙耀轩、彭清淑等 5位较重的伤员分别被送往毕节市人民医院和贵州省人民医

院继续救治，由理化卫生院转诊过来的项昌全伤势较轻，继续在大方县人民医院住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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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社会秩序维护

基层干部在灾害救援中主动参与，对受灾家庭家属进行慰问、劝导、解释、安抚，做群

众的思想工作；大方县委宣传部、政法委和国土局承担了维护现场秩序的工作：及时划定危

险区范围、设置警戒线，对工作区进行科学合理设置，维护了科学施救的良好秩序；组织危

险区内全部村民有序撤离，对围观群众进行疏导劝返；加强灾区信访维稳和治安管控，严防

社会上出现不稳定因素；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监测监控，对滑坡体进行全方位监测，防止次生

灾害事故发生。

5 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风险沟通）

5.1 信息公开（对外、对市民）

由毕节市相关部门组成后勤保障组，负责油料供应、饮食饮水、医疗救护、卫生防疫、

道路交通、供电通信等工作;五是由毕节市政府办公室人员组成综合协调组，负责救援工作

的综合协调，传达领导指示，通报救援进展，收集、互通、共享信息和情报。

5.2 网络舆情

设立了媒体接待工作小组，小组的工作内容如下：及时组建灾害信息搜集网络，全方位

多角度收集灾区民意信息并及时汇总处理；强化舆情管控和信息收集、整理、研判；设置专

栏，从救援过程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各级党委政府对灾区群众的关爱、灾后重建体现大爱

等角度推出系列宣传报道，构建集报刊、电视、网络于一体的立体式、多元化宣传格局。在

工作期间，小组共接待各家媒体记者人数 65人。与灾害相关稿件共有 13074条，网上祈福

达到 300万人次。

6 恢复与重建

6.1 事故调查

针对这次滑坡灾害，调查结果如下：一是预警环节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虽然政府

针对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出台了相关法规、管理制度或工作意见，但在灾害发生前，县、乡

政府没有接到隐患点险情报告；二是监测预警网络不能有效运转，存在着监测手段原始、监

测数据孤立和预警响应灵敏度低等问题；三是监测预警工作的落实力度偏低，针对地质灾害

隐患点实施精准监测与预警的系统构建存在资金投入困难等方面的制约，缺乏“建设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网络，提高预警预报能力”的标准和规范以及缺乏对灾害监测预警行为的问责。

四是监测预警队伍需要壮大，专业的地质灾害监测员队伍建设滞后，监测员的报酬低，与其

担当的职责不相匹配且监测员的监测预警能力参差不齐，监测预警效用不高。五是监测预警

科技水平需要进一步提供，现有的技术的手段、仪器设备等尚不能完全满足灾害监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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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要求，地质灾害监测系统亟待攻关，灾害预测预报机理模型亟需发展，灾害协同预

警机制的发展不足成为制约灾害预警效能的瓶颈，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末端科技水平更为低

下。六是基层群众灾害预警意识较弱。基层群众对地质灾害隐患风险的认识不同，在决定采

取避险的时机、策略和行动上存在差异；并非每个家庭都能支付得起所需的“避险成本”，

不同家庭采取的灾害预防准备措施自然会出现差异；而其他的灾害利益相关方（如政府）可

以提供信息和财政支持，刺激受灾害威胁的群众采取预防措施，但无法改变群众对灾害的认

知和防御意识，因此这种刺激未必奏效。

6.2 恢复重建举措

8月起,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安居,大方县采取资金捆绑使用的方式,先后投入民政资金

284.9万元,国土资金 300万元,协调恒大集团帮扶投资 5000万元,重新选址距离乡政府所在

地仅 500米, 启动理化乡偏坡村“7·01”地质灾害恢复重建工作。

“共规划建设 23栋安置房屋,房型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涉及 137户 492人。目前,已

有 5栋封顶,预计明年 3月完成主体工程,6月即可交付使用。”在大方县理化乡理化村白车

组安置点,处处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减灾安居工程建设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正着手通过土地流转和农民入股的方式,在安置点开发 1000亩猕猴桃种植基地,

同时,肉牛养殖、蔬菜种植等也正在规划和选点中。届时,搬迁户可通过特惠贷等方式发展产

业,也可通过帮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进行务工,确保每户年收入至少增加 10000元。”在理

化乡党委书记李庆华看来,安居还需乐业,得益于理化村良好的区位优势及生态资源,让受灾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不难实现。

恒大集团建设的新农村，配备了家私家电等基本生活用品，实现贫困户拎包入住，每户

配建 2栋蔬菜大棚，同时配备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确保贫困户“搬得出、

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

6.3 善后安抚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下设善后处置组，负责抢险救援的善后事宜：进一步摸清受灾农户的

基本情况，全面摸排死亡人员尸体是否找到，受伤人员的住院地质、伤情、是否有亲属陪护，

进一步摸清是否还有失联人员，做到情况清、底数明；迅速与死者亲属取得联系，对在外工

作、外出务工的死者家属，由乡镇包保干部想办法找到电话号码，力争动员死者亲属在 7
月 2日内全部返回大方。每一名死者亲属要明确一名联络员，把受灾群众当亲人区沟通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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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及时向受灾群众通报灾情、救灾情况，让群众了解灾情和救援进展，做好群众思想政治

工作，避免造谣传谣，稳定受灾群众情绪。把死者安葬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引导

群众正确对待自然灾害，化悲痛为力量，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6.4 保险理赔

在大方县山体滑坡事故中，保险公司 3日内完成 16.5万元农房保险赔付，另已确认 2
人投保意外伤害保险、3.3万元赔款即将支付到位。

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后，中国人寿贵州省分公司高度重视，成立了以省公司分管运营总为

组长的理赔应急小组。毕节分公司分管运营总，办公室，团险部，两级客户中心相关人员迅

速赶往现场排查客户。经多方主动联系相关部门排查，大方县计生协会为独生子女和二女结

扎户购买的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杨玉奎、卢启芬夫妇在本次事故中遇难，

在确定被保险人身份后，省公司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求毕节分公司及大方县

支公司主动上门收取理赔资料，特事特办，简化手续，启动快速赔款机制。7月 6日中国人

寿大方县支公司会同大方县计生协会工作人员上门进行现场理赔，向遇难者家属支付了保险

金 3.3万元，家属对中国人寿积极主动的理赔服务非常感谢，表示要将赔款用于重建家园，

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损毁的 11户房屋由人保财险大方支公司承保政策性农房保险。7月 4
日，支公司已将赔偿款项支付到政府指定的财政专户。

7 分析及评述

这次滑坡灾害揭示了在滑坡灾害监测预警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对此，有专家提出了以下

建议。一是要构建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引导群众及时报告，以更广的渠道搜

集灾前数据；并且要健全完善专业监测员队伍，以更准的视角获取灾害风险数据；通过群专

结合、及时洞察发现风险迹象，守好风险节点，结合相关模型对地质灾害进行预测预报。二

是要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平台等科技手段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强对浅层

基岩滑坡的早期识别；基于地理信息平台建立地质在哈监测预警系统，综合运用卫星空间定

位、网络、通信、计算机、物联网等现代化技术，推进监测预警智能化，实现对地质灾害的

实时监测预警；同时加强实时监测数据与已有系统数据结合，建立预测模型，增强灾害分析

预警预报与应急指挥能力。三是要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部门的协作联动。首先要夯实基层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基础，为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配置关键数据的自动化监测与传输设备；其

次要畅通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传递渠道，地质灾害防治管理部门与广电、电信、城建等部

门加强联系与合作，建立联合响应机制，利用各种渠道及设施及时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

息，保证预警预报信息渠道畅通、播发及时；最后是深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多主体合作机制

建设，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涉及地质灾害防御的应急联动能力建设，完善信息互通制度，

加强与有关部门突发事件预警系统的信息对接和协调联动，推进地质灾害调查、监测数据和

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完善会商和预警联动机制，提高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和时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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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数据汇总

【说明：主要包含应急资源（队伍）等应急救援保障数据、事件发生与发展
的孕灾环境数据、事件发生与发展的发展态势数据、人等承灾体数据，可以服务
于可视化】

8.4 图片与视频

【说明：与事件相关的图片与视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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