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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了 2005年 1月 17日 - 22日在日本神户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的基本内容 ,并着重论述

了当前国际减灾领域的重要进展和发展趋向 ,就减灾与可持续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我国减灾

领域近期发展的主要方向。从世界减灾大会的各项议程和各类论坛可以看出 ,未来世界减灾的战略

可以概括如下 :加强减灾能力建设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全面推进社区减灾体系的建设

是实现未来 10年减灾目标的关键任务 ;建立与灾害风险共存的经济与社会体系 ,必须把减灾与区域

发展有机地整合起来 ,寻求除害与兴利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建设接受一定风险水平的安全社区体

系 ;重视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城镇化等自然与人文过程引发或孕育的新的灾害风险 ;

建立满足区域减灾目标需要的预警系统 ,加强减灾信息共享 ,充分利用现有的减灾资源。针对国际减

灾发展趋向 ,提出了中国减灾战略调整的建议 ,即实施“区域减灾 ”、“综合减灾 ”、“科教减灾 ”、“提高

区域减灾能力 ”和“加强减灾科技能力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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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The 2nd World Conference on D isaster Reduction”, which

was held in Kobe of Japan from January 17 th to January 22 th in 2005. Then in term s of the conference content, the

newly significant p 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are analyzed comp rehensively.

In the e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isaster reduc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ar future is also put forward for

policy adjustment of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genda and all kinds of forum s in the 2nd World

Conference on D isaster Reduction, the future strategies of world disaster reductio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It

is a core task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aster reduction ability,



whil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2reduction system is the key task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isaster reduction aim s in the next 10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disaster reduction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see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y and to build up safer community system s which can accep t some certain

risk level,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ocial2econom ic system which can coexist with disaster risks well; It is need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new disaster risks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natural and human p rocesses includ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economy globalization, world urbaniza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warning system s, accelerate to share disaster reduction informa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disaster reduction resources.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2
duc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adjustment of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ies of our country:“to de2
velop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to develop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to construct science2education sys2
tem of disaster reduction”,“to imp rove reg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ability”,“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2
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Key words:World Conference on D 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y of disaster red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由联合国主办的世界减灾大会于 2005年 1月 17日 - 22日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举行 [ 1 ]。来自世界各

地 150个国家或地区、161个非政府组织的 4500名代表 , 164家新闻媒体的 560多名记者 ,总计约 3万人参

与了这次盛会。世界减灾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 :通过政府间辩论 ,形成本次会议的“兵库宣言 ”[ 2 ]、“兵库未

来 10年减灾框架 ”[ 3 ]、“横滨战略及安全世界行动计划评估 ”[ 4 ]
;通过热门论坛辩论 ,形成相关报告 (5个专

题讨论、5个区域讨论、3个高层讨论 ) ;通过公共论坛 ,对 8个论题 (66个研讨会 )、3个部分的展览 (143家参

展单位 )、9个部分的展版 (82个展位 )进行了交流 ;通过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特别辩论 (论坛、技术会议 ) ,形

成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建设框架 [ 5 ]。通过上述 4个方面的议程 ,本次大会就过去 10年世界减灾进展进行了

全面的总结 ,并对未来 10年世界减灾战略框架进行了部署。东道国日本借助此次大会 ,不仅全面介绍了日

本阪神地震 (1995)后 10年恢复重建的突出成就与经验 ,而且通过同步举办的大型减灾设备与技术展览 ,系

统地展示了本国在减灾仪器、设备等方面的优势与特色 ,预示着一个以减灾设备为标志的“减灾经济 ”即将

到来。本文依据从此次会议上获得的大量材料及所见所闻 ,在综述第一次世界风险大会的基础上 [ 6 ]
,进一

步阐述了当前世界减灾战略的重要领域及其中国减灾战略框架的调整。

1　从世界减灾大会通过的相关文件看未来世界减灾战略

1. 1　评估“建立更安全世界的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 ”

“横滨战略与其行动计划 ”是联合国于 1994年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减灾大会所制定的 ,到

2004年已执行了 10年。本次大会对此进行了评价 ,形成如下决议 [ 4 ]。第一 ,横滨战略和其行动计划实施以

来 ,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们对灾害风险的重要性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在逐步提高 ,这是因为这一议题在可持

续发展全球承诺中得到了体现 ,此承诺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2002年 8月 26至 9月 24日 ,南非约翰

内斯堡 )通过的《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 ,即对脆弱性、风险评估和灾害管理作了规

定。可见减轻灾害风险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第二 ,在设立了联合国系统各相关组织相协调

的“减灾机构间工作组 ”基础上 ,实施了《国际减灾战略计划 》( ISDR ) ,并明确了减灾优先领域 ,即减灾应成

为各国各级政府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对减灾进行立法 ,或制定相关政策 ,并将其纳入发展议程

的各个环节 ,突出综合减灾管理的重要性 ,加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减灾的投入仍需做艰苦的努力 ,开展国

家性的减灾论坛仍然可以见到实现减灾目标的效果 ,建立各种合作关系 ,有利于完善综合减灾的措施。第

四 ,加强对国家一级的风险评估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特别是突出了对脆弱性的理解 ,完善了对风险形成机制

的认识。需要改进风险评估使用的数据质量和数据共享机制。人们更加关注正在出现的风险因素 ,特别是

城市风险问题 ,以及自然灾害与技术等人为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 ,突出区域风险的特点 ,改进区域风险控制

的能力。预警被广泛视为减少灾害风险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1994年以来 ,预警系统技术能力有了明显的

改进 ,但目前的系统有其局限性 ,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缺乏有效的预警系统 ,而且预警系统的社会和政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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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未能跟上技术能力改进的步伐。人们对造成风险的环境因素、人类脆弱性的认识不足 ,预警在可持续

发展中的作用往往没有得到承认。应将预警系统纳入国家发展政策与规划之中 ,并组织实施。第五 ,减灾知

识管理和教育能力有一定的改善。减灾信息的管理和交流至关重要 ,减灾教育在教育界得到了重视 ,教师在

减灾教育中有了很强的影响力 ,但将减灾问题纳入课程的工作进展缓慢 ,明确的风险教育大纲在多数国家仍

属例外。减灾高等教育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些减灾教育机构发挥着重要的减灾培训与宣传和教育作用。

减灾能力建设是实现减灾目标的关键因素 ,其中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开展对减灾的深

入研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明确减灾研究的多学科性质 ,突出对减灾中人的行为研究 ,加强对区域减灾的综

合评价研究 ,重视对减灾中的风险认识等成为人们更加关注的减灾研究领域。提高公众意识是成功减灾的

一个关键要素。第六 ,重视减少风险的基本因素 ,强调减灾相关部门或机构的协作 ,大大改进了其协调机制。

灾害风险与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重视减灾中的环境与资源协调 ,收到明显的减灾效果。

执行一系列与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国际公约 ,大大有利于促进区域减灾工作。清除贫困是加强减灾的重要

途径 ,重视教育、卫生、金融、保险机构等在减灾中的特别作用 ,已在一些地区收到良好的效果。土地利用规

划已被证明是一项重要的减灾手段 ,它涉及风险评估、环境管理、发展生产。转化减灾科技成果亦可收到良

好的减灾效果 ,重视减灾科技的研究与开发 ,大大提高了国家和区域的减灾能力。第七 ,政府与民众的减灾

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提高政府的应急处理能力已在减灾中显示出明显的效能 ,加强对备灾、防灾和减灾

影响行动的投资已显十分迫切。

由以上 7点可以看出 ,本次会议对“横滨战略与其行动计划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对其所取得的成绩予

以充分的肯定 ,并同时指出了执行中的不足。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 :减少灾害风险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 ;不合理的发展有可能成为加大灾害风险的根源 ;建设安全世界需要协调多方面的资源和明显提高社

区、国家、区域、世界的减灾能力。

1. 2　发表了兵库宣言

在国际减灾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 ,印度洋地区突发特大地震 /海啸灾害之时 ,出席世界减灾大会的代表 ,

经过充分讨论 ,通过了“兵库宣言 ”,其主要内容为 [ 2 ] :第一 ,通过国际团结精神 ,与灾害做斗争。通过执行一

系列相关承诺 /框架 ,特别是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包括《兵库宣言 》中的目标 ,加强 21世纪全球减灾活动。

在应对减灾问题时 ,我们确认减灾、可持续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 ,明确政府、区域组织和

国际组织、包括志愿人员在内的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科技界共同协作在减灾中的重要作用。第二 ,从各个

层面营造减少灾害风险的良好气氛 ,倡导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风险并存。我们必须通过减低社会的脆弱度

降低灾害风险水平 ,抑或通过加强国家和社会的减灾能力 ,在减灾大循环体系中 ,体现高效的综合减灾措施。

第三 ,每一个国家都承担着保护本国公民和财产免遭自然灾害影响的责任。因此 ,在国家政策中 ,优先安排

减少灾害风险至关重要 ,尤其是要加强社区抗灾能力。加强双边、区域和国际协作 ,增强易受灾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减灾能力。第四 ,通过国际减灾战略机构间秘书处和相关活动 ,将“兵库行动框架 ”[ 3 ]转化为

实际行动 ,以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 ,在今后十年内 ,为了后代共创在灾害风险面前更为安全的世界。

1. 3　通过了“2005 - 2015兵库行动框架 ”

该框架是“兵库宣言 ”的重要成果 ,其突出了加强国家和社区抗灾能力的重要性 [ 3 ]。第一 ,灾害损失日

益严重 ,灾害风险的全球化日趋突出 ,灾害越来越危及全世界的经济、人口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近

20年来 ,平均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口有 2亿多人。减少灾害风险的努力必须系统地纳入可持续发展和减贫

政策、计划和方案 ,且在社区和国家各级建立管理与减少风险所必要的能力。第二 ,在今后 10年 ,努力取得

以下预期成果 :在生命以及社区、国家和社会、经济和环境资产方面大幅度减少灾害损失。为实现此目标 ,涉

及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做出充分的承诺和参与。战略目标具体为 :更有效地将灾害风险因素纳入各级的可持

续发展政策、规划和方案 ,同时特别强调备灾、防灾、减灾和降低脆弱性 ;在各级政区特别是社区一级发展和

加强各种体制、机制和能力 ,以便系统地推动加强抗灾能力的建设 ;系统地将减少风险办法纳入受灾害影响

社区的应急准备、应对和恢复方案的设计和落实行动。第三 , 2005 - 2015年减灾行动重点 :《横滨战略 》所确

定的原则仍然是完全适应的 ,减少灾害风险是可持续发展中贯穿各领域的问题。因此 ,也是实现国际议定发

展目标、包括实现“兵库宣言 ”所载目标的一大要素。减灾行动重点为 :确保减少灾害风险成为国家和地方

的优先立项并在落实方面具备牢固的体制基础 ;确定、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并加强预警 ;利用知识、创新和教

育在各级培养安全和减灾意识 ;减少潜在的风险因素 ;为有效反应加强备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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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提出了“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建设框架 ”

与会代表高度关注 2004年 12月 26日发生在印度洋地区的大地震及由此引起的海啸灾难 ,一直呼吁通

过全球的努力 ,尽快恢复由此造成的包括灾区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线和生命线工程 ,努力消除由此造成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为此 ,提出了建设“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 ”的框架 [ 5 ]。在大会为此设立

的特别辩论中 ,代表们认为 ,应从印度洋海啸预警系统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中吸收经验教训 ,减少区域风险 ,共

创更安全的未来。关于印度洋地震 -海啸灾害的“特别论坛 ”及其“特别技术会议 ”的声明中 ,与会代表认识

到 ,世界各国和地区有效处理灾害影响方面开展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强调必须持续开展国际和区域对话和讨

论 ,以建立信任、团结并致力于改善预警系统和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强调需要全面评估从此项地震 - 海啸

灾难吸收的各种经验教训 ,并积极倡导建立全球海啸预警系统。与此同时 ,强调区域减灾合作与协调的重要

性 ,包括加强机构建设、基于最有效技术设备的技术合作及其有效处理自然灾害影响的能力建设 ;共同认识

到 ,正如印度洋地震 -海啸灾害所证明 ,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减灾系统 ,扩大现有运作机制 ,强化信息共享 ,并

通过建设区域合作中心、信息交换网络、预警系统、建立数据库和知识管理、利用现代技术以减少灾害风险和

减少灾害所造成的影响。这些特别会议的声明中 ,还特别强调 ,在《国际减灾战略 》中 ,明确建设海啸预警系

统的优先地位 ,并将其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体系。

2　从世界减灾大会热门论题看世界减灾发展的趋向

2. 1　减灾高层论坛

本次大会设立的减灾高层论坛包括 :灾害风险、与灾害共存和未来风险 3个方面 [ 7 ]。第一 ,在“灾害风

险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受到愈来愈多的打击 ,开发与投资应系统地考

虑自然或与自然致灾因子相关的风险。人们认识到贫困是灾害的根源 ;低收入国家灾损占 GDP的比例较

高 ;备灾要强化地方社区的减灾工作 ,其中技术合作是必要的措施 ;在发展规划中要明确减灾的任务 ;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有利于减灾 ,在发展规划中还要充分体现保护生态环境 ;减灾能力建设、减灾管理需要好的行政

措施与行政协调 ;关注减灾范式的建立 ;增加减灾基金。第二 ,在“与灾害共存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教育、专

业培训与信息交流是最有成效减轻灾害的措施之一 ,发展广泛的防灾文化的重要性 ,即将开始实行的“可持

续发展教育 10年 ”对减灾教育至关重要。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教育 10年 ”应突出减灾培训 ;社区脆弱

性与社区风险密切关联 ,加强社区减灾教育至关重要 ;改进灾害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 ,明确减灾教

育目标 ,重视多层次的减灾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动员公众要积极参与灾害重建 ,保护国家的减灾风格 ;推

广传统的减灾知识 ;强化备灾政策 ;强化各类监测系统的合作。第三 ,在“未来风险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气

候变化、森林退化、迅速的城市化、疾病扩展是灾害风险增长的重要原因。人们认识到减灾需要建设有效的

合作机制 ,即当地人们、行政机构、监测体系应有效合作 ;应用先进技术改进风险管理、灾害制图和减灾能力

的建设 ;加强减灾的投入可收到较高的回报 ;重视改进发展对策 ,重视高风险区发展的非中心问题 ;高度重视

社会减灾教育 ,才可发挥减灾技术应用推广的作用 ;推广抗灾建筑标准与规范 ;应用减灾技术 ,坚固住宅抗灾

能力 ,并强调高风险区的分散居住 ;关注气候变化与减灾。

2. 2　减灾专题论坛

本次大会设立的减灾专题论坛包括 :减灾政务 :减灾机构、政策框架 ;风险辩识、评价、监测与早期预警 ;

减灾知识管理与教育 ;减少潜在风险因素 ;有效减灾响应中的备灾工作 [ 8 ]。第一 ,在“减灾政务 ”的主题下 ,

人们强调良好的减灾政务可以大大减轻灾害 ,政务人员、当地民众、金融资源的有效合作可以明显提高减灾

政务效率 ;关注推进灾害风险教育计划的实施 ;建设减灾国家平台至关重要 ;强化国家级减灾对策的制定与

实施 ,重视社区减灾和关注脆弱群体 ;人口过量是高风险区脆弱性增加的根源 ;需要加强减灾合作能力 ,注重

各部门的协调推进 ;加强各学科、各部门之间的共同探讨 ;重视国际和区域减灾平台的协作 ,并充分发挥其在

减灾中的作用。第二 ,在“风险辩识、评价、监测与早期预警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减灾能力的普及可以加强

社区减灾能力 ;加强减灾设施 (特别是早期预警系统 )的建设 ,完善减灾教育体系 ;重视改进低收入国家灾害

监测体系 ;关注风险管理及风险商业化预报方法的多学科探讨 ;重视从已有的成功实践中吸取经验 ,进而建

立有效的早期预警体系 ,强化区域减灾知识体系 ;进一步明确脆弱性的定义 ,加强脆弱性社区减灾信息共享 ;

重视实时减灾数据的跨界共享技术与管理体系的建设。第三 ,在“减灾知识管理与教育 ”的主题下 ,人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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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加强对区域减灾知识的研究 ;强化地震预警教育 ;推进减灾知识的普及网络 ;利用媒体加强风险管理工作

的宣传和普及 ;重视建立抗灾社团 ,推进减灾地方消费和文化体系 ;关注儿童对灾害的脆弱性 ,在减灾对策制

定中 ,应优化考虑儿童减灾问题。第四 ,在“减少潜在风险因素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关注私人投资与减灾工

作 ,关注建筑标准的推广应用 ;重视医院的脆弱性问题 ;关注减灾中的环境管理 ;关注健康改良与减灾的关

系 ;发展基于社区的地方、国家减灾政策 ,关注学校、医院的减灾加固工程 ;关注妇女、儿童在防灾中的重要

性 ,重视妇女在减灾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社区减灾在区域减灾中的的重要作用 ;关注建立区域减灾预警系统 ;

重视农村社区的减灾能力建设 ;关注气候变化与区域风险的不确定性 ;提高社区持续发展能力 ,重视流域管

理对减灾的贡献 ;关注水稻和森林对减轻洪水的作用 ;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潜在风险的贡献。第五 ,在“有

效减灾响应中的备灾工作 ”的主题下 ,人们强调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应急通讯系统对减灾有着重要的作用 ;降

低现代通讯系统的费用 ,以利用低收入国家在减灾中使用 ;强调国际电联 ( ITU )关注减灾管理 ;重视全球减

灾教育在备灾中的重要作用 ;强化政府减灾储备能力 ,并关注社区及地方领导在减灾中的作用 ;重视社区备

灾能力建设 ;构建评价备灾能力的指标体系 ;关注备灾资金的筹备 ,并号召从个人筹资做起 ;重视人类对风险

性质的改变 ;强调国际社会响应全球、区域、地方风险的能力建设 ;关注联合国在备灾中的作用 ;明确减灾优

先战略重点 ;协调减灾资产与备灾能力建设 ;重视“人类灾害 ”与灾害响应的最低标准 ,加强减灾区域协调。

2. 3　减灾区域论坛

本次大会设立的减灾区域论坛包括 :非洲、中美洲、地中海、小岛国、亚洲 [ 7 ] [ 8 ]。在这 5个减灾区域论坛

中 ,人们普遍强调经济欠发达地区减灾能力建设应与加强区域发展、消除贫困紧密结合起来。应从印度洋地

震 -海啸灾害中吸取教训 ,高度重视区域预警系统的建设 ,特别是社区减灾能力的建设 ,关注国际社会对贫

困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减灾援助。

2. 4　减灾公共论坛

本次大会设立的减灾公共论坛包括 3个部分 [ 1 ]。第一部分为减灾研讨会 ,共设立 8个论题 ,即世界灾

害、保护受灾害者的生活、救助地方社区的作用、发挥公众社区有效减灾的作用、地方社区产业发展与减灾、

住房加固与城市减灾 ;加固城市与基础设施 ;促成抗灾社会。在这 8个主题下 ,共举行了 66个研讨会。第二

部分为减灾展览会 ,由日本政府组织了 143家参展单位在下列 3个方面的展区展示 ,即共享阪神地震经验与

教训 (58家参展 )、促成减灾社会恢复力 (7家参展 )、第九次国际地震技术展 (78家参展 )。第三部分为日本

政府组织的减灾展版展示 ,共划分为 9个主题 , 82个标准展版 ,即灾害管理研究 ( 29个 )、震灾对策技术 ( 13

个 )、应急医疗技术 (3个 )、减灾国际协作 (7个 )、地方社区的灾害管理活动 ( 10个 )、灾害管理培训 ( 3个 )、

援助受害者 (10个 )、灾害管理的志愿者活动 (3个 )、其他 (4个 )。

由以上 4个方面的论坛 ,可以看出世界减灾发展的现状和未来的趋向。世界减灾科技高度关注减灾技

术的综合与集成 ,重视文、理、工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 ;强调加深理解全球变化与灾害风险间的相互作用机

制 ;特别强调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对灾害风险的放大作用 ,以及人类社会的恢复能力在减少灾害造成损失中的

重要作用 ;全力推进区域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工作 ;大力倡导建设区域灾害预警系统 ;高度重视减灾教育与发

展减灾科技 ,重视对各种关键技术在减灾中的广泛应用。

3　中国减灾战略的调整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自然灾害频发、灾害严重、灾害影响范围广泛的国家之一 ,加强中国减灾对促进

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与建立和谐社会至关重要。为此 ,本文依据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我国减灾战略调

整的建议。

3. 1　由国家减灾调整到区域减灾 ,高度重视高风险地区的减灾

我国曾制定到 2010年的全国减灾规划 ,对指导全国减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

理差异很大 ,自然灾害风险水平的地域差异明显 ,仅从全国尺度布局国家减灾仍是不够的。借鉴世界减灾的

经验 ,调整布局 ,强调区域减灾。依据我们先后完成的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区划、中国城市

自然灾害区划 [ 9 ]
,重点加强“三区 ”、“三带 ”的减灾工作 ,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首都三角洲地区和长江

中下游沿岸、陇海铁路沿线、哈大高速公路沿线的综合减灾工作。为此 ,针对这些地区自然灾害的特点 ,结合

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与产业结构 ,加强这些地区的综合减灾能力的建设 ,严格控制高风险地区的土地资源开发

·5·3期 史培军等 :减灾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从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看中国减灾战略的调整



和城镇布局 ,高度关注社区减灾能力的提高 ,全面协调发展与减灾的关系。

3. 2　由部门减灾调整到综合减灾 ,积极推进典型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建设

我国第一个全国减灾规划强调工业减灾、农业减灾工作 ,并高度关注由单一自然灾害引起的灾害防御 ,

如地震、洪水、台风、滑坡、泥石流、火灾、风暴潮、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防御。然而由于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

由主导自然灾害形成的灾害链现象 ,所以 ,探求建立不同空间尺度的综合减灾范式 ,将大大有利于提高减灾

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区域综合减灾范式的建立 ,应立足于有利于控制潜在风险因素增加的区域土地利

用格局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应充分调度各行业系统的减灾资源 ,形成区域综合减灾的共享平台 ,大力

提高区域安全水平 ,以此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 3　由单纯强调科技减灾调整到科教减灾 ,全面组建减灾科技创新与教育普及体系

我国减灾战略中 ,高度重视科技减灾工作 ,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然而 ,从“与风险共存 ”的模式来

看 ,在依靠推广行之有效的减灾技术的同时 ,加强减灾教育 ,提高全民减灾意识仍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为此 ,首先应重视学校减灾教育 ,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减灾教育 ,以此培养整个社会的减灾能力 ,这在降低区域

灾害脆弱性、提高灾害恢复力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重视减灾教育的同时 ,要加强全民减灾知识的普

及 ,使人人具有必要的防灾知识 ,以提高应对灾害的应急能力 ,尽大可能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3. 4　由重视防灾抗灾工程调整到提高区域减灾能力 ,加强建设区域减灾预案与预警系统

我国减灾工作一贯重视防、抗、救相结合的工程体系 ,近年开始关注非工程措施在减灾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 ,特别是加强了自然灾害保险、社区安全文化体系建设。然而 ,与世界先进的减灾国家相比 ,我国在全面编

制区域减灾预案与建设预警系统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此 ,要加强科学的灾害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完

善各级政府在减灾工作中的岗位责任制与分工责任制 ,通过立法 ,完善减灾法制体系。与此同时 ,要充分发

挥现存的各类灾害监测网络资源的作用 ,建立并完善区域灾害应急管理系统 ,大幅度提高各类减灾信息资源

的共享 ,提高区域灾害应急的能力。

3. 5　由重视减灾科技项目的实施调整到加强减灾科技能力水平 ,全面建设满足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减灾科技支撑体系

由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全国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及其纲要即将完成 ,在这一战略规划和纲要中 ,都将公共

安全领域的科技问题列为未来 20年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我国公共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安全事

故、公共卫生和社会治安四大类。从致灾角度看 ,自然致灾因素、技术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治安事件有

着本质的不同 ,但对一个地区或社区来说 ,其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 ,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 ,还对经济与社会发

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诸如印度洋地震 -海啸灾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亚洲 SARS、俄罗斯歌

剧院人质事件等。正因为如此 ,我国实施科技减灾战略中 ,重视对这些公共安全领域的科技项目的组织实

施 ,这虽然是必须的 ,但从战略的角度看 ,全面规划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减灾科技支撑体系应予以优先考

虑 ,特别是关于减轻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平台的建设。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从综合自然灾害管理角度建

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更没有考虑国家实验室。此外 ,野外实验观测网络也不健全 ,除了已初步具备的各主

要自然致灾因子的观测体系外 ,涉及区域自然灾害灾情形成过程的监测、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控制示范基地建

设等仍还属空白。因此 ,将全面建设满足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减灾科技支撑体系列为我国减灾战略

的重点已十分迫切 ,且势在必行。

4　结论与讨论

从世界减灾大会的各项议程和各类论坛可以看出 ,未来世界减灾的战略可以概括为 : ( a)加强减灾能力

建设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 ,全面推进社区减灾体系的建设是实现未来 10年减灾目标的关键任

务 ; ( b)建立与灾害风险共存的经济与社会体系 ,必须把减灾与区域发展有机地整合起来 ,寻求除害与兴利

并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建设接受一定风险水平的安全社区体系 ; ( c)重视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

世界城镇化等自然与人文过程引发或孕育的新的灾害风险 ; ( d)建立满足区域减灾目标需要的预警系统 ,加

强减灾信息共享 ,充分利用现有的减灾资源。

针对国际减灾发展趋向 ,我们提出了中国减灾战略调整的建议 ,即实施“区域减灾 ”、“综合减灾 ”、“科教

减灾 ”、“提高区域减灾能力 ”、“加强减灾科技能力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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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结论外 ,我们从日本国政府在本次世界减灾大会期间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出 ,除全面展示

其先进的减灾科技、高效的减灾管理、成功的震后恢复经验外 ,大型的减灾设备展示预示着一个以减灾为目

标的减灾产品市场即将形成 ,这就是我们所以为的“减灾经济 ”将悄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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