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有弹性的
Greenhithe
Connected和紧急情况已准备就绪

了解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措

施，以确保安全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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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和目的

Greenhithe紧急应变小组由当地消防和紧急服务，社
区信托基金，居民协会和小学的领导人组成。此资源
描述了Greenhithe社区，我们可能面临的潜在危险，
社区可能必须应对的资源以及恢复时对社区而言重要
的事情。

目的是帮助格林希斯（Greenhithe）居民更好地协调和
管理灾害，采取独立行动互相照顾，以迅速有效地康



复。 “得以
你的篮子和我的篮子，人民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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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领导的中心
这些是潜在的社区领导的紧急中心，可以作为安全的集合点。他们有

厕所和厨房。它们按照优先级顺序列出，具体取决于紧急情况在哪里

以及建筑物是否损坏。

•Greenhithe路7号的Greenhithe乡村会堂

•Roland Rd 10

号的Greenhithe•Greenhithe路12号

•Collins Park的老校舍

网吧•Rahui Road的Tauhinu Sea Scouts Dens

这些不是正式的疏散中心，但可以用作避难所社区聚会场所，提供信息和支持，包

括资源分配。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其他中心。



还设有Greenhithe商店（烹饪和食品存储），Greenhithe War
Memorial洗手间和更衣棚（庇护所，洗手间）和Wainoni Park更衣
室（厕所）。

这些中心不在奥克兰的指导之下

虽然可以协助，但它们紧急事务管理

并与民防中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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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
确定了Greenhithe的主要风险。这些危害及其影响可能随时随地发
生，而不会发出警告，并破坏我们的生命，损坏财产并造成严重伤

害。前五个是最有可能的。这些链接提供了有关准备和恢复的实用信

息。

大流行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pandemics

房屋和丛林大火

https://fireandemergency.nz/at-home/your-community-responsibility/

停电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 nz / hazards / lifeline-utility-failures中断

恶劣天气事件（超级风暴）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severe-weather-and-storms

供水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 .nz / hazards / lifeline-utility-failures

洪水/沿海淹没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floods飞机

事故

HazChem存储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other-hazards



火山喷发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volcanoes

地震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hazards/earthquakes

最好允许学校继续作为学校使用。我们将努力保持Greenhithe医疗中心的
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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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

响应
在紧急情况下，第一响应者是

消防，警察和圣约翰救护车人员，他们

受过严格的培训，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响应。

有一份针对Greenhithe的详细的“急救人员和应急管理行动计划”。它具
有标准的操作程序，并就奥克兰紧急情况管理部门和急救机构在紧急

情况下如何合作达成协议。

它包括疏散计划，福利和增强的防洪系统，以应对洪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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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
响应
在发生大规模的紧急情况后，Greenhithe社区将需要进行自我组织，沟通
和相互帮助。

现有的邻里支持街道

联系系统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

如果没有电源或电信，每个

将要求街道联络人（或其代表）

去村民大会堂，以收到指示

以带回他们各自的街道成员。

将要求每个家庭检查双方的

邻居。将要求街道

联系人（或其代表）

检查的弱势群体

街道上是否安全。如果一个家庭安全并且

不需要帮助，他们将被要求将的绿色绑在

他们选择物体信箱上。

有关准备紧急情况的各个方面的更多信息，请的奥克兰

访问下面紧急情况管理网站。不要等到紧急情况！现在就

熟悉一下。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about-us

获取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about-us


通知发出警报和警告是为了通知您紧急情况并采取特定措施，例

如“寻求更多信息”或“撤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接收警报和警告：

红十字会危险应用程序

会发出警报，并提供有关在有用信息
紧急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操作的

情况发生紧急文本和电子邮件

通过aem.org.nz与Auckland Emergency Management进行注册。

来自其他人的警告，

例如，邻里支持网络，电话联络树

紧急移动警报

这些是由授权的紧急机构发送到移动电话的紧急情况消息

广播和电视

如果断电，太阳能，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或汽车收音机可以提供最新消息。紧急
情况下，到达以下电台之一：

国家广播电台756 AM或101.4 FM

•Newstalk ZB 1080 AM或89.4 FM

•热门歌曲97.4 FM

•Magic Talk 702 AM或Magic Music 100.6 FM

•更多FM 91.8 FM

•海岸98.2 FM

其他无线电频率可以在这里找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adio_stations_in_Auckland

7

网站和



社交媒体
有关请访问 www.greenhithecommunitytrust.org.nz
本地更新，。 （提供翻译选项），请

关注Greenhithe社区的Facebook页面

•https
://www.facebook.com/groups/Greenhithecommunitygroup/•https://www.facebook.com/GreenhitheFire/

有关重大紧急情况的最新信息，请访问奥克兰紧急事务管
理网站。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

加入奥克兰紧急事务管理局的Facebook和Twitter以获取
最新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aklcdem/•https://twitter.com/aucklandcdem
?lang = en

有关您所在地区特定危险的信息，请查看奥克兰紧急事务管理
局的危险查看器

https://www.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org.nz
单击右上角的菜单，然后单击“有用信息”标题下的“奥克兰的危险查看器”，

MetService网站提供天气信息新西兰的所有数据以及雨
水雷达图像。

www.metservice.com

个人能力
应变为应对Greenhithe的主要风险做好准备：

•制定家庭计划–考虑您独特的生活安排。
https://getready.govt.nz/prepared/household/•

记住您的宠物！如果要撤离，请在旅行箱上贴上联系方式标签，并带上线索



，枪口和疫苗接种记录。

•了解火灾，海啸或洪水的安全撤离路线。与家人，朋友和邻居一起练
习。注意滑倒，倒下的树木和电源线可能会切断您的电源。

•如果您无法回家或需要疏散，请安排其他地方与家人，朋友或邻
居在一起。

•确保您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安全。为您的房屋和财物提供足够的保
险。

•与您的邻居见面并参与您的社区。

•尝试在家露营。您的家中已经装满了应急物品，这些应急物品被伪装
成日常用品，如果断电和断水，可以帮助您做饭，上厕所和取暖。每

人每天需要3升水。其他应急物品可以临时使用或与他人共享。

•准备好逃生工具箱
-火炬和电池，带电池的收音机，手消毒剂，现金，重要文件的副
本和带照片的身份证件

-步行鞋，保暖的衣服，雨衣，帽子
-急救箱，扑热息痛，处方药
-水和零食食物

•通过在aem.org.nz网站上的“危害查看器”中键入地址，发现您在家和工作
中有哪些危害风险

•视力，听力或沟通障碍等残障人士还有其他需求

•如果可以安全使用留在家里，那就这样做！

您比您想像的要准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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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创建了一个富有

韧性的Greenhithe。我们在一起知道，我们可以创造性地解决紧急情
况下出现的问题并互相帮助。

我们安全，有能力

紧急情况下，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准备，了解情况并互相帮助，以使自

己重新站起来。



了解谁可以分享有用的设备和技能-可能是您。

我们已经建立联系并做好准备

，至少要认识四个邻居-每一边，
对面一个，后面一个。

通过Greenhithe Community Trust网站加入您的邻居支持街道
小组。知道您的街道联系人是谁。接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每

月新闻。

考虑加入当地的Greenhithe消防队。

考虑参加社区急救课程。

加入本地社交媒体页面：

•Greenhithe社区Facebook组

•您当地街道的Facebook页面

•Greenhithe消防队Facebook页面

•Greenhithe居民协会Facebook页面和网站

我们是民主和参与的

您可以通过Greenhithe居民
协会和上港本地委员会发表意见。

参加Greenhithe社区信托或其他
活动。加入本地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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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具有包容性

Greenhithe社区具有丰富的文化，强大的活力。

庆祝诸如元宵节，市场日，粉红下午茶，街头烧烤，春季嘉年华等社区活

动。在每月的“邻居支持”电子邮件新闻或
http://greenhithecommunitytrust.org.nz/news-events/上找到有关这些内
容的信息

。请务必提供翻译。

我们关心我们的自然环境
和可持续性

明智地浪费和用水。堆肥废物。

遵循狗的规则来保护野生动物。



给猫放个钟，让它们在晚上睡觉。

通过处理入侵性杂草减少环境破坏和火灾风险。

加入您当地的Pest Free Greenhithe小组。订阅每月的本地《生态新
闻》。 http://greenhithecommunitytrust.org.nz/ecology/

我们拥有充满活力和
多样化的当地经济

支持我们的当地企业和社区，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11复苏
Greenhithe人民互相照顾

我们将共同努力实现即时，

中期和长期的整体复苏。

Greenhithe社区已要求在恢复过程中考虑可能的情况，优先考虑恢复以下资产。

•村中央，包括医疗中心，
消防局和当地企业

•小学
•社区会议场所，包括
霍村和圣米歇尔教堂

•公园包括战争纪念公园
，Wainoni公园和柯林斯

公园Greenhithe的霍村已经被指定为优先社区聚集点，将在可能的情
况下首先恢复。

将鼓励社区支持本地

企业，从而也有助于其恢复。

紧急医疗呼叫救护车。

如果在正常时间，请致电Greenhithe医疗中心。检查呼吸和脉搏。

如有必要，启动心肺复苏术。



发送AED除颤器（位于墙外消防局，小学，网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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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应急响应

新西兰保险业委员会（ICNZ）的所有成员均已
制定了应急响应程序。这些程序使他们能够处理紧急事件后

可能发生的大量索赔。

他们的紧急响应程序包括专门的呼叫中心，经过专门培训的损失理算师团队

以及ICNZ的技术建议。

如果您需要对保单提出索赔，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与保险公司或保险经纪
人联系以获得建议和支持。

根据重大紧急情况的程度，由保险业建立的特殊呼叫中心可
能是登记索赔的最佳第一点。

出现问题的提示

•确保财产安全。

•如果您的房屋或企业遭到破坏，请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场所，
并使之对家庭或员工安全舒适。

•尽快联系您的经纪人或保险公司。您越早做，他们就会越早提
供帮助。例如，他们也许可以安排更快的维修或使您进入临

时住所。

•尽力将登机窗或去除水损坏的财产之类的损害降到最低。
尽量不要丢掉任何东西，但是

如果有必要，请先拍照。

•拍摄任何损坏或其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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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号码



电话对于生命或财产的任何危险请致电111。在
紧急情况下请致电105奥克兰市议会（09）301
0101
停电：0508 832 867或vector.co.nz/report

我的社区警员：

我的医生：

我的邻居支持街道联络人：

我的牙医：

我的兽医：

我的学校：

我的保险联络人：

我的近邻：

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我该如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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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您的家庭，家庭



和企业受到保护，

并准备与紧急情况通话

我们的本地顾问之一：

ANDREW KERR
021 980 698
andrew.kerr@sharenz.com

SAM KERR
021 980 435
sam.kerr@sharz.com

0800 800 320 | 09 476 1670
C4-72 Aairlo Drive，Mairangi湾

顾问披露声明副本

可应要求免费提供。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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