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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有效的防洪预案能大幅减少潜在损失，并缩短可能的停工时间，但前提
是该预案不仅要综合考虑各种潜在风险状况，而且还能以明确的指示和早期
预警监测为基础，来确保得到有效的实施。
概述
我们的一位客户，其唯一的生产工厂因洪水导致其财产和营业中断损失总计达 6000 多万美元。在洪峰
到来的两天前，由于水位不断的上升，客户就已经意识到了潜在的洪水风险，同时该工厂处在在百年一
次的洪水风险区（Flood Zone）。客户在之前确已制定了正式的防洪应急预案，但直到洪水涌进厂区后，
该预案才被正式启动。遗憾的是，工厂并没想到主要道路已被截断，而当地政府的救灾行动只允许救灾
车辆和后勤车辆进入灾区；此外，工厂也并未考虑到有关部门需要切断该区域的电力供应。因此，那些
原本可以轻松转移的财产（如物资、设备、叉车、公司车辆）都未能及时转移而被洪水损坏，进一步加
重了客户的损失。不仅仅是财产上的损失，这样还大大延长了客户恢复正常营运的时间。

您知道吗？
与其他的自然灾害不同如地震，大部分洪水都是可以提前预警的，所以工厂是可以提前部署并采取减损
措施的（包括转移设备、物资，调用防洪设施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客户的防洪预案并未将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考虑在内。他们的计划只涉及关闭整个工厂、转移设备
与库存、疏散员工等紧急应对措施，但却没有明确这些措施具体应在什么时间实施。



由于担心如果关闭唯一的生产工厂会严重影响到公司的业务运营，客户迟迟推后了防洪预案的启动，
等到真正实施的时候却为时已晚了。



防洪计划并未考虑到电力供应中断和工厂道路被阻断的情况。

经验总结


如果根据当地灾害信息、市政信息或其他可靠信息，确定工厂处于洪水灾害区域，则应
制定正式的防洪防灾预案。



防洪预案的制定应按不同的阶段/级别，对应即定的启动关键点（如在不同的监测水位高度时），
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并将各种不同的任务，明确落实分配到组织内的个人。



监测距离宁远勿近，以便赢得充足的预警时间。防洪应急预案应将洪水到达厂区的时间考虑在内。



防洪预案应涵盖：
a)

防洪准备：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工厂设施、物资所面临的风险，测试应急备用发电机；

b)

防洪减灾：

防止洪水进入厂区；

c)

灾后恢复：

确认重建和恢复厂区运营所需的关键性资源。



防洪预案应考虑到电力和道路中断等潜在风险因素。



企业应定期在内部并开展应急预案演习， 并可与当地应急响应部门联合演习。

严重的洪灾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厂区，而且还会危害到整片区域的一般性基础设施（电力、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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