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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健全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应对机制，科学有序应对特种设备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特种设备现状，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的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资源整
合、信息共享，反应及时、科学处置，部门联动、协同配合的原则。

1.5  事故分级

按照严重性和受影响程度，特种设备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

1.5.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
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600兆瓦以上锅
炉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5万人以上转移的；客运索道、大型
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

1.5.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
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600兆瓦以上锅炉
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240小时以上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万人以上



15万人以下转移的；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24小时以上48
小时以下的。

1.5.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锅炉、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爆炸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转移
的；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2小时以上的。

1.5.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特种设备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
重伤，或者1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
造成500人以上1万人以下转移的；电梯轿厢滞留人员2小时以上的；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
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3.5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大型游乐
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上述有关数量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  组织指挥体系

2.1  市级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
室（重庆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重庆市人民政府救灾办公室、重庆市人民政府应急指挥中
心，以下简称市政府应急办）统筹协调下，根据工作需要，在重庆市事故灾难应急指挥部
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
制，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担任指挥长，统一领导、组织对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
的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学救援、秩序维护、舆论引导、应
急保障、善后工作、事故调查等工作组（职责见附件1）。

2.2  区县层面组织指挥机构

发生特种设备一般、较大事故时，由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相应组织
指挥机构应对，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加强工作指导和技术支持。

2.3  现场指挥机构

负责一般、较大特种设备事故应对工作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现场应急
处置指挥部，负责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下设相应工作组。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
备事故，市指挥部即为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参与现场应急处置的单位和人员，应当服从
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3  监测预警

3.1  风险管理与预防

市质监局牵头建立重庆市特种设备风险管理体系，制定特种设备风险管理工作规
范、流程和标准，督促、指导有关单位、企业和生产经营者履行特种设备风险管理主体责
任。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统筹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特种设备风险管理工作，指导、督
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开展特种设备风险管理工作。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企业和生产经营者要做好特种设备风险识别、登记、评估和防控工作，并向所在地质
监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坚持“边评估、边控制”的原则，根据风险等级，科学制定风险控
制措施并落实到位。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根据可能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性质、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特种设备事故预警分为
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等级。

3.2.2  预警发布

预警信息主要包括事故类别、预警级别、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当采取的措
施和发布机关等内容，可以通过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手
机短信和当面告知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

红色、橙色预警信息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市政府授权市质监局发布，
黄色、蓝色预警信息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单位发布。质监部门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
度，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3.2.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可根据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对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在涉险区域设置事故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
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乘客、公众避险信息，控制事故范围和损害程度。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应急救
援队伍进入待命状态，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最新情况，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2.4  预警调整和解除

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
整预警级别。确定不可能发生特种设备事故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应
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并停止采取有关措施。

3.3  信息报告

3.3.1  报送途径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涉事单位、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所在区县（自治
县）质监部门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有关区县（自治县）质监部门接报后，
要立即向所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市质监局报告。有关单位、企业或生产经营者也
可通过“110”报警电话、“12345”市长公开电话等报警。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特种设备
事故，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
握情况，力争30分钟内电话报告市政府、1小时内书面报告。市政府应急办、市质监局立即
按程序分别向国务院应急办、质检总局报告。



3.3.2  报告内容

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单位概况以及特种设备种类；

（2）事故发生初步情况，包括事故简要经过、现场情况、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
伤亡和涉险人数、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初步确定的事故等级、初步判断的事故原
因；

（3）已采取的措施，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4）报告人姓名、联系电话；

（5）其他有必要报告的情况。

3.3.3 信息续报

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故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
天不少于1次。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终报，包括处置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
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根据特种设备事故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
个等级。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分别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由市政府牵头
应对。发生一般、较大特种设备事故，分别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由事发地区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应急响应启动后，应当根据特种设备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和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
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事态发展到需向国务院以及驻渝解放军、武警部队请求
支援时，由市政府协调。

4.2  响应措施

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涉事单位、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
第一时间通告周边区域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
度避免人员伤亡。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迅速明
确指挥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保护人员生命安全。

根据工作需要，可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4.2.1  人员疏散

有组织、有秩序地撤离特种设备事故现场人员，疏散周边可能受损害、受影响的群
众，并组织前往安全区域。



4.2.2 搜寻救援

组织市和区县（自治县）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特种设备事故现场搜寻救援。

4.2.3  医学救援

组织充足的医疗资源和力量，紧急救助受伤人员。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
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
需医药物资。做好伤病员心理援助。

4.2.4  交通疏导

设置交通管制区域，对事发地及周边交通秩序进行管控疏导，防止交通阻塞瘫痪。开
通绿色通道，为应急车辆提供通行保障。

4.2.5  安全防护

掌握现场及周边特种设备、地面设施及危险源情况，判断危险状态，及时采取防护
措施，必要时调集专业救援队伍进行处理。做好事发地周边群众的安全防护。制订现场安
全防护方案，严格限制人员进出。应急救援人员、事故调查人员佩戴明显标识、装备专业
防护器具，确保安全。

4.2.6  维护稳定

根据事故影响范围、程度，划定警戒区，做好事发现场及周边区域的保护和警戒，
维持治安秩序。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各类矛盾纠纷
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4.2.7  污染处置

对于可能发生次生环境污染的特种设备事故，环保部门应在第一时间制定环境污染
处置方案，采取措施并监督事故责任单位防止、减轻和消除环境污染危害。

4.2.8  舆论引导

通过政府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组织
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地向社会持续动态发布事故情况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
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故时间、地点、原因、性
质、伤亡情况、应对措施、救援进展、公众需要配合采取的措施、事故区域交通管制情况
和临时交通措施等。

4.3  响应终止

特种设备事故的威胁和危害消除后，现场指挥部应当停止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并
宣布应急响应结束，现场人员、装备等及时撤离。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应急处置结束后，事故发生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善后
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有关保险机构和企业要尽快赶赴事故现场，及
时进行现场查勘和后续理赔工作。

5.2  事故调查

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包括开展事故现场调查、技术实验验证、事故原因分析、安全预
防建议等各项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性质、人员伤亡、影响范围、经济损失等情况。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重大事
故由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或市政府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
组进行调查；较大事故由市质监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一般事故由区
县（自治县）质监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将
事故调查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复，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质监部门备案。

5.3  处置评估

事故现场处置完毕后，事故调查组应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暂行办法》
要求，形成处置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应急处置基本情况、事故单位应急处置责任落实
情况、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责任落实情况、经验教训、防范或整改措施建议
等。

一般、较大特种设备事故，区县（自治县）指挥部应向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提
交处置评估报告；重大、特别重大特种设备事故，市指挥部应向市政府提交处置评估报
告。

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质监部门和特种设备使用、经营、维护单位应加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队伍建
设，提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市、区县（自治县）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应加强相关
训练。市质监局组织成立市特种设备事故专家组，为特种设备事故提供决策咨询和工作建
议，制订应急救援方案。

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应急调查处理中心，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永川区特种设
备应急救援分中心及社会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加强针对性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开展针对性
专业训练，参与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6.2  救援装备及物资保障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加强专业设备、救援物
资和防护器材的储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储备，保障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
的生产、存储、调拨和供给。质监部门应建立特种设备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制度和制定调拨
体系方案。

6.3  通信及交通运输保障

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保障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的通信联系，组织现场信
息通信保障，保障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与市应急指挥部之间视频、音频和数据信息的实时



传输。要健全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运输保障体系，保障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
输。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6.4  资金保障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处置所需经费，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各级财政部门要对特种设
备事故应急处置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组织本地区、本部门、
本系统的有关人员开展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业务培训，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和要求，做好
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应急培
训，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和要求，做好实施应急预案的各项准备。市、区县（自治县）质监
部门要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使有关人员熟悉处置程序和工作要求。每次应急演练结束后，
各参加单位应及时总结处置工作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以便修订完善应急预
案。

8  附则

8.1  术语解释

特种设备：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
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事故：是指因特种设备的不安全状态或者相关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在特种
设备制造、安装、改造、修理、使用（含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检验检测活动中
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特种设备严重损坏或者中断运行、人员滞留、人员转移等突
发事故。

8.2  预案管理

质监部门组织本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定期开展预案评估工作，及时对预案进
行修订，原则上不超过5年。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或修订本部门、本单
位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并注重与政府专项预案的衔接。

8.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质监局负责解释。

8.4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重庆市特种设备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渝办发
〔2009〕22号）同时废止。

附件：1．市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责
                       2．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技术专家通讯录



附件1

市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责

一、市指挥部职责

市指挥部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市政府应急办、市
质监局、市安监局、市公安局等部门和有关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副指挥
长。主要职责：组织、协调、指挥应急处置工作；传达贯彻执行国务院、市政府有关指
示、命令；向国务院、市政府报告特种设备事故基本情况和应对情况；组织调度有关队
伍、专家、物资、装备；决定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闭和对交通实行管制等强制性措施。

二、成员单位职责

市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市政府应急办、市质监局、市安监局、市交委、市财政
局、市商委、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环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政府外事侨
务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重庆保监局、重庆海关、市气象局、市通信管理局、重
庆检验检疫局、市总工会、重庆警备区、武警重庆市总队、市公安消防总队、武警重庆市
边防总队、事故发生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市政府应急办：发挥运转枢纽职责，负责统筹协调重大、特别重大事故应急处置，
传达市指挥部指令；向国务院应急办报告事故相关信息。

市质监局：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本系统对涉及事故的单位启动锅炉、压力容器
（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等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提出相关特种设备事故处置方案，提供抢险救援技术支
持，参与特别重大事故调查，配合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或会同市安监局牵头
开展重大事故的调查，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较大事故的调查，并指导区县（自治县）
质监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一般事故进行调查。

市安监局：协助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配合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或会同市质监局牵头开展重大事故调查。

市交委：负责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所需运力，为应急处置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提供绿色
通道。

市财政局：负责保障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经费。

市商委：负责组织供应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生活物资。

市公安局：负责事故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负责现场治安管理、安全保卫；协
助现场及周边区域人员疏散；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现场及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秩序；负
责现场排爆和清理工作，组织现场民爆器材的搜集和保卫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参与事故应
急救援。



市监察局：参与事故调查；负责查明事故管理方面原因。

市民政局：负责组织调运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协助有关区县（自治
县）人民政府做好罹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和受影响群众生活救助。

市环保局：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围区域环境进行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
制污染的要求或建议，并对事故现场污染物的清除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等工作予以指导。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医疗单位开展现场医学救护工作，负责调配事故现场的医
护人员、医疗器材、应急药品；协调落实医疗救治措施，根据需要调派市级专家和应急医
疗队伍给予技术支持和现场帮助。

市政府外事侨务办：负责指导和协调相关涉外工作。

市政府新闻办：负责组织发布权威信息，负责媒体记者接待和舆论引导工作。

市网信办：负责实时、准确、全面地汇集相关舆情，做好网上舆情监测和舆论导控
工作，及时澄清网络谣言。

重庆保监局：负责督导有关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法律规定切实做好保险理赔服
务工作。

重庆海关：负责办理有关人员和应急处置工作所需物资设备的通关事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有关气象信息。

市通信管理局：负责应急处置通信保障；协调调度基础电信企业的应急通信设施设
备。

重庆检验检疫局：负责为有关出入境人员进行检验检疫并办理相关手续。

市总工会：负责指导、协调做好遇难、受伤人员家属的善后和稳定工作，支持配合
善后处理工作；参与事故调查；为受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相关权益咨询保护。

重庆警备区：负责协调驻渝部队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武警重庆市总队：按照《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规定，组织所属部队参与应急工
作。

市公安消防总队：参与事故抢险救援，扑灭事故火灾；协助提供控制泄漏方案；实
施现场抢险搜救受伤人员；配合环保、卫生部门开展灾后洗消工作。

武警重庆市边防总队：负责有关人员的出入境边防查验。

事发地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牵头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督
促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并将情况及时上报市指挥部；牵头开展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为事
故抢险救援及调查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事故发生单位（企业）：负责启动本单位（企业）应急预案，组织本单位（企业）
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对事故进行先期应急处置，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负责配合做好事故
调查处理工作，做好伤亡人员善后工作。

供电、供水、供气等单位应做好应急供电保障，开展供水管道和燃气管道等管网抢
修。

附件2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技术专家通讯录

类
别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方 式

机
电
类
特
种
设
备

重庆市特
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

邹定东 院长、高级工程师 89232258  13508330809

张 雷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89138112  13983097367

疏纪申 五级职员、高级工程师 89232268  13908326194

陈长洪 院副总工程师 89138182  13896900669

张东平 电梯一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191  13808368589

段晓明 电梯一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193  18623311123

邹同锋 主任助理、工程师 89138199  13883575288

邓明旭 电梯二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198  13101308743

罗朝均 电梯二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138  13608320120

张传基 电梯二中心高级工程师 67506824  13527533723



类
别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方 式

支 猛 电梯二中心责任工程师 89138195  13883931518

邓 伟 电梯二中心责任工程师 89138196  13368129903

郝永刚 起重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67502324  13008336223

易水洪 起重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9232260  13508366017

张 跃 涪陵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7888605  18696962328

杨朝禄 涪陵中心责任工程师、工程师 87888611  13908250039

陈永华 涪陵中心责任工程师、工程师 72228023  13609461185

陈 岱 万州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64892302  13908269650

陈建军 万州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 64892312  18680903807

唐 川 黔江中心主任、工程师 79222599  13212489600

夏绪伟 黔江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 79231319  13594035793

承

压

类

特

种

设

备

重庆市特
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

吴小阳 副院长、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89138110  13452060287

陈 杰 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89232259  13908367672

王 志 五级职员、高级工程师 89232267  13908329975

黄声义 院副总工程师 89138182  13883130637

刘庆生 容器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218  13983419756



类
别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方 式

张益轩 容器中心副主任 67512730  13896076638

白晓东 容器中心责任工程师 89138215  13983675659

张红卫 容器中心责任工程师 89138216  13752805903

王 力 管道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188  13002351264

彭 燕 管道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9232252  13220202905

谭腾飞
管道中心责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
89232252  13983421229

蒲 晒 科技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89138271  13883795877

周 军 质量技术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89138135  13883394452

朱 进 锅炉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67515083  13896775131

刘志强
锅炉中心责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
89138256  15025677646

叶明恒
锅炉中心责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
89138255  13983129446

王友红 气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009  15823834341

赵忠国 气瓶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010  13110200123

李 斌 气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 89138007  13389650456

王友红 气瓶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89138009  15823834341



类
别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方 式

桂洪键 涪陵中心主任、工程师 72248798  13896503588

张承华
涪陵中心责任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
72224015  13272970268

张光耀 万州中心高级工程师 64892312  13609432688

涂九华 万州中心高级工程师 64892316  13996673253

陶承湛 黔江中心工程师 79231665  13709480550

谭彦立 黔江中心工程师 79231319  13883473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