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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研究 ,提高迎对灾害风险能力
———从第 6届国际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看我国的综合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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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第 6届国际 IIASA - DPR I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的主要内容 ,并就中国综合灾害风险管

理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风险与商业和产经界面临的挑战。论坛除主题报告

外 ,共设置了 16个分会场 ,就综合灾害风险信息共享平台 (DRH ) 的建设、产经界如何迎对灾害风

险、地震与洪水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灾害风险教育与减灾意识的养成、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与

方法论探讨 ,以及土耳其国家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针对上述进展 ,

从我国减灾工作现状 ,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我国综合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工作 ,即 :各级政府在加强

应急管理工作的同时 ,要高度重视从综合的角度完善减灾战略、规划和能力建设 ;全面改进产经界迎

对灾害风险的能力 ,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防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灾害自保或参保

机制的完善 ;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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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main contents of the Sixth Annual IIASA2DPR I Forum on Integrated D isaster R isk

Management, and brough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Theme of

this year’s forum was risk and challenges for business and industry. Sixteen branches of conference hall as well as

three keynote p resentations were arranged for discussions of the following top ics: construction of D isaster Reduction

Hyperbase (DRH) , how to manage disaster risk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areas,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2
ment of floods and earthquakes, disaster risk educa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methodolo2
gy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swell a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Turkey. Based on analysis of p rogresses made in these fields and current disaster reduction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 roposed strengthening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1) enhanc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s of all levels, meanwhile,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inte2
gr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strategies, p lanning and capacity construction; (2) imp roving disaster risk cop ing ca2
pacity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especially non2state2owned small2 and medium 2size enterp rises and setting up dis2
aster insurance mechanism s for large state2owned enterp rises; (3) enhancing researches on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business and industry; risk management; Sixth Annual IIASA2DPR I Forum on

IDR iM;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灾害管理协调中心 (AKOM )、世界银行研究所 (WB I)、日本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DPR I) 和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 IIASA ) 共同主办的国际第 6届 IIASA - DPR I综合灾害风险管

理论坛于 2006年 8月 12 - 17日在世界著名旅游大都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大会主题为 :风险与商业

和产经界面临的挑战。这一系列会议是在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 ISDR)框架下 ,为了加强对区域可持续发展

与减灾工作的推进 ,由日本京都大学防灾所 (DPR I - KU ) 和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 IIASA) 共同

创办的 ,至今已举行了 6届 ,已成为减灾与风险管理领域的重要系列性学术研讨会。该论坛第 1届和第 2届

均在奥地利维也纳 IIASA举行 ,第 3届在日本京都大学举行 ,第 4届在意大利南部 Ravello市举行 ,第 5届在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1　国际第 6届 IIASA - DPR I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的基本概况

　　出席本届论坛代表近 200人 ,分别来自 22个国家 ,其中主办国参会人数近 60人 ,参会代表在 5人以上

的国家依次为土耳其 (55人 )、日本 (29人 )、美国 (13人 )、德国 (7人 )、中国 (5人 )。

　　大会特邀主题报告 4个 ,分别是 H iroyuki Kameda博士所做的“基于实施对策的技术与知识信息共享 —

减灾信息集成平台项目 (DRH) 介绍 ”; Peter Yanev博士所做的“产经界的地震风险及其管理对策 ”; Mesut

Pektas博士所做的“从伊斯坦布尔政府开展地震对策研究看城市地震风险的综合管理 ”,以及 Muammer Grul2
er博士所做的“伊斯坦布尔省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

　　大会在上述主题下 ,设 16个分会场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即 : (1)商业、社会响应及减轻灾害风险 ; (2)

保险与风险转移 ; (3)化学有害品、工业装置与自然灾害 ; (4)灾害风险与恢复 :增强体制、机制恢复性能力的

案例研究 ; (5)产经界灾害经济模型评价 ; (6)洪水灾害的综合风险管理 ; (7)地震灾害的综合风险管理 ; (8)

风险、脆弱性与响应 ; (9)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 IDR iM )进展与挑战 ; ( 10)从已经过的减灾过程中吸取经验与

教训 ; (11)土耳其巨灾保险基金计划 ; (12)土耳其马尔马拉地区灾害风险防御规划 ; (13)伊斯坦布尔大都市

区灾害风险防御行动计划 ; (14)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案例研究暨野外校园项目交流与研讨会 ; (15)伊斯坦布

尔大都市区灾害风险协作项目成果报告会 ; (16) 1999年 Kocaeli地震纪念会。

　　此外 ,在正式大会开始的前一天 ,还为青年人交流减灾与风险管理研究进展提供了一整天的时间 ,先后

分为“早鸟组 ”与“青年科学家组 ”,共有在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及青年灾害学博士 18人进行了学术交流 ,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2　“论坛”关注的重大综合灾害风险管理问题

　　对上述 4个大会主题报告和 16个论坛以及 2个青年人研讨分会场所交流的内容进行认真分析 ,以及阅

读本次论坛摘要后 [ 1 ] ,我们认为下述 6个方面的内容是本次论坛关注的重大综合灾害风险管理问题 ,现分别

阐述如下。

2. 1　综合灾害风险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基础就是辖区灾害信息的及时提供。从灾害发展阶段看 ,灾前、灾中与灾后均需要

足够的规划、评价、应急与恢复和重建的现势与历史涉灾信息。目前一方面是涉灾信息不能满足需要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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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已有的有价值的涉灾信息不能够得到充分利用。针对这一现实 ,由日本科学家 H iroyuki Kameda教授

等共同发起开展的 DRH (D isaster Reduction Hyperbase)项目 [ 2 ]就此提出建设辖区“减灾实时信息共享平

台 ”。在这一平台中 ,包括经严格筛选的各种实用减灾技术 (含本地的实用减灾技术 ) ,减灾科学知识 ,以及

满足灾前备灾、灾中应急和灾后恢复与重建所需的各种实时涉灾信息的获取技术。此外 ,还高度关注不同区

域“综合减灾实时信息共享平台 ”之间的联网服务。目前的主要难题是各种语言环境条件下的沟通和各种

网络技术之间的互认。

2. 2　产经界如何迎对灾害风险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特别关注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的应用。因此 ,选择商业界及产经界开展综合风险管理

的应用研究 ,其中心的任务是诊断不同的产经系统所面临的灾害风险。产经界面临的灾害风险主要由所在

地的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及其本身对灾害的脆弱性、恢复性与适应性水平所左右 [ 3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

程加快且涉及到的产业领域也在扩大 ,因此某产业在某地的某时刻受到灾害影响 ,不仅本身造成损失 ,而且

由于其所涉及的相关产业也间接受到影响 ,其中基础产业出现这种问题更为普遍 [ 4 ]。为此 ,一方面促进产

经界加大对灾害风险的应对能力 ,另一方面在世界各国均在探讨产经界灾害风险的转移问题 ,即世界保险与

再保险市场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来看 ,政府、企业与社区协作迎对灾害风险 ,有助于充分发挥减灾资源的价值 ,提高

减灾资源利用的效率与效益 [ 12 ]。政府要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企业自身要在加强安全建设的基础上 ,通过

参加保险或再保险 ,转移灾害风险 ;社区要提高自身的减灾能力 ,通过减灾教育与宣传 ,提高辖区所有涉灾单

位、家庭与个人的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有着双重的作用 ,一方面自身的灾害风险如

何回避 ,另一方面则通过设计灾害保险产品 (如合作保险储蓄金制 ,巨灾债券制 ,商业保险产品制以及指数

保险制等 ) ,抓住产经界转移风险的机遇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再保险公司要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加强转移灾害风险合作 ,以缓解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到目前为止 ,世界各国所开展的灾害保险都有其特定的

条件限制 ,很难直接由一个国家应用到另一个国家 ,都要针对本国或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整 ,以适应本国的需

求。由此可以认为 ,所有的产经界都应加强“灾害风险管理 ”,而保险与再保险界则要高度重视“管理灾害风

险 ”工作。

2. 3　地震与洪水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

　　地震因其造成的巨大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而备受结构界的重视。由于对其成因机制的认识还没有取得

突破性进展 ,所以期望对其准确预报以缓解风险的努力近年受到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质疑。因此 ,强调从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 ,寻求缓解地震灾害风险已成为近年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 4 ]。从日本、伊朗、土

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多震国家对地震灾害风险管理的深入研究 ,形成的共识集中在灾前的防震规划 [ 5 ]
,特别

是城市地震小区震害风险区制图 ,以及通过城市规划 (主要是土地利用规划 )避开地震高风险区 ;高度重视

结构抗震的设计和已有建筑物的加固工程 ,尽可能地提高高风险区的结构抗震水平 ,全面降低城市地震的脆

弱性 [ 6 ] ;全面提高城市地震应急响应能力 ,加强防震教育 ,以提高震时自救与互救水平 ;震后的恢复与重建

有赖于多方面的共同协作 ,特别强调企业、家庭购买不同方式的企业与家财地震保险 ,以提高震后恢复的能

力和速度 [ 7 ]。此外 ,政府与金融界合作 ,在震后恢复重建中 ,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世行与一些多震国家

(中国、伊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 )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已取得显著的成效。

　　洪水灾害由于其近年因全球变化和世界城市化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 ,例如中国等 )的加

快 ,湿地土地利用变化等原因 ,频率增加、灾情加重 ,尤其是造成的经济损失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针对这一

情景 ,研究者与实践者开始关注对洪水灾害风险的综合管理。一方面加深对生态 - 水文过程的深入研

究 [ 8 ]
,提高对洪水灾害形成原因的认识 ;另一方面加强从流域综合管理的角度 ,把流域水资源、水环境与水

灾的研究结合起来 ,寻求缓解水灾的有效措施。与此同时 ,不少研究者从洪水风险的勾通与转移的角度 ,探

讨社区水平上的综合洪水灾害风险的管理模式。在灾前强调充分利用现代对地观测技术 ,提高对台风 - 暴

雨 -洪水 -泥石流预警水平和能力 ,为灾中应急提供优化的转移与安置方案 ,适度重视城市设防水平的提

高 ;灾中高度关注应急响应能力的改进 ,特别是有效的灾区灾民转移与安置 ;灾后的恢复与重建与地震灾害

相类似 ,关键在如何获得足够的恢复与重建资源。为此 ,世界一些国家发展了形式不同的洪水灾害保险。经

过近 50 a的实践 ,洪水灾害保险在洪灾恢复重建中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突出表现

就是一遇较大规模的洪灾发生 ,通常使一大批保险与再保险公司倒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仍然集中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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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多机构合作共保的机制。此外 ,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 ,加强对流域综合开发与减灾措施的整合 ,寻

求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缓解水害以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的措施 ,已成为进一步研究的主要趋势。

2. 4　灾害风险教育与减灾意识的养成

　　减灾教育始终是提高减灾能力的基础 ,亦是全民风险意识养成的重要措施。减灾教育强调学校减灾教

育与公众防灾意识养成间的相结合。学校减灾教育要注重实践如最基本的应急避灾常识和技能的掌握 ,要

特别关注各种减灾与应急响应“标识 ”或“标志 ”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以满足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条件下 ,灾

民应急的需要。减灾意识的养成需要针对不同文化环境 ,从多个层次开展宣传与普及工作 ,要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传媒手段 ,普及风险与避险知识 ,整合各种传媒渠道 ,形成持续与系统的防灾避险知识的全民普及 ,进而

建设和完善不同文化环境区域的“安全文化 ”推进设施 ,使社会各界都形成自觉的风险综合防范意识。其

中 ,要特别关注社区水平的减灾意识的培育与良好习惯的形成。通过各种活动 ,形成综合风险意识的大众传

播机制。为了加强对减灾专业人才的培养 ,由日本京都大学发起 ,组织了旨在加强培养研究生的“案例研究

与野外校园 ”(Case Station and Field Campus, CASiFiCA )的国际合作项目 ,日本、中国、土耳其、印度、尼泊尔

等国家参与了这一项目 [ 9 ]。该项目试图通过实证研究 ,一方面改进专业人员培养方法 ,让研究生在老师的

指导下 ,多从减灾工作的实践人员中学习减灾与风险管理知识与技术应用到实践中的具体措施 ;另一方面加

深领会在减灾实践中 ,如何合理地协调减灾及风险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得失矛盾 [ 10 ]。与此同时 ,该项目

通过案例综合研究 ,寻求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差异的条件下 ,建立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实用

模式。

2. 5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论探讨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 ( integrat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DR iM )是 IIASA - DPR I灾害论坛的核心内容 ,每

年的年会均在这一核心内容的框架下明确一个具体的研讨主题。“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 ”是 2001年在日

本京都大学灾害防御研究所由 Norio Okada教授提出 [ 9 ]
,经过该系列论坛六届会议的充分研讨 ,渐趋成熟 ,已

经成为减灾与风险管理实践的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 [ 13 ]。 IDR iM主要包括以下 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灾

害系统的角度理解灾害的形成过程。灾害是各种致灾因子与社会经济系统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 ,灾害的

形成过程就必须考虑致灾因子本身的发生与发展规律 ,如地震的形成机理以及发生的概率 ;还必须考虑社会

经济系统对致灾因子作用的脆弱性、恢复性与适应水平 [ 3 ]。这就是从灾害形成的动力学与非动力学行为 ,

理解灾害形成的过程。前一类行为可以用物理与系统学中的动力系统模型解释 ,后一种则可以通过数学中

的统计学模型解释。二是从组成灾害系统的各个要素中寻求缓解灾害风险的体制创新 ,即灾害风险管理行

政构架的优化。减轻灾害与降低灾害风险的水平 ,需要多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形成合力 ,以提高减灾资源利

用的效率与效益 [ 11 ]。从纵向来看 ,要加强中央与地方间的协调 ;从横向来看要加强辖区各涉灾部门的协调。

在此基础上 ,要加强纵向与横向间的综合协调。此外 ,要通过完善减灾战略、法律、标准与规范 ,以及规划、工

程与非工程措施、应急响应、科技进步、教育宣传等各个方面 ,改进灾害风险管理行政能力 ,以此充分调动公

共的、非公共的 ,政府的、非政府的减灾与风险控制力量 ,形成辖区完整且高效的减灾与风险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 [ 3 ]。三是针对灾害周期 (或称阶段性 )规律 ,寻求相应的减灾与风险控制措施。一般来说 ,灾前的主要

任务是备灾 ,其中应急预案是关键 ,物资储备是基础 ,能力建设是核心 ;灾中的主要任务是应急响应 ,其中指

挥是关键 ,信息保障是基础 ,转移与安置是核心 ;灾后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与重建 ,其中生命线迅速恢复是关

键 ,灾情评估与恢复规划是基础 ,开发重建资源是核心 [ 8 ]。四是充分开发与利用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 ,建设

综合灾害信息共享平台 ,即 DRH[ 2 ]。开发与利用网络与通讯技术 ,建设满足全球、区域与地方等多尺度的综

合灾害信息共享网络体系 ,已经成为实现辖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系统 [ 7 ]。为此 ,筛选与总

结各种减灾与风险管理技术 ,通过网络服务等途径 ,全面推广应用这些适用技术 ,以提高全球的减灾能力 ;完

善在各种语言环境条件下的减灾信息服务能力 ,通过国际标准组织 ,建设全球通用的减灾标志与标识 ;开展

大容量灾害应急管理仿真模拟技术 ,为灾害应急预案优化、指挥提供技术支撑 ,为综合减灾规划提供科学依

据。五是充分利用各种教育与传媒机构 ,促进安全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完善。防灾意识的养成需从多个方面、

在多种场合予以加强。有效地提高全民减灾意识 ,对缓解灾害风险 ,减少损失与形成减灾共识等都有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加强学校减灾教育是促成防灾意识形成的基础 ;开展防灾演练是提高全民减灾能力的关键 ;建

设社区安全文化体系是养成防灾意识与改进应急能力和形成自救与互救系统的核心 ;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

与舆论引导作用 ,为建设安全文化体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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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土耳其国家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土耳其是一个多震害的国家 ,伊斯坦布尔大都市区位处在土耳其地震风险比较高的地区 ,新构造活动频

繁 ,近十年来几次较大的地震发生在土耳其 ,造成了严重的灾害损失 [ 5 ]。1999年 Marmara (马尔马拉 )地震

和 Duzce (都兹 )地震后 ,土耳其政府和学术界对减灾研究予以高度关注 ,一系列减灾措施得到实施 ,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 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伊斯坦布尔地震防御规划 [ 11 ]。该规划在 J ICA和 Mogazici大学的共同协

作下 ,就伊斯坦布尔市现状建筑物和生命线系统安全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 3 ]。由此提出了伊斯坦布尔市短

期、中期和长期的减灾措施 ,以及综合对策和优先领域。与此同时 ,该规划还提出了在综合减灾对策的实施

框架下 ,相关领域的行动指南 ,即在技术、财政和金融、社会、行政等领域响应地震的行动计划。二是设立了

土耳其巨灾保险基金计划 ( Turkish Catastrophe Insurance Pool, TC IP) [ 5 ]。该计划在 1999年两次地震后 ,于

2000年开始设立。该计划实施后 ,已经处理了多期灾害赔付事件。这一计划是一个由政府牵头 ,多个公共

与私人保险、再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一个政策性保险项目。自该计划实施以来 ,就如何估计住房

因灾造成的损失一直在学术界处在讨论之中 ,但其所依据的按 5级地震风险水平所确定的保险费率和保额

上限有限制的技术性标准 ,一直受到业界的赞同 ,有争议的是对住房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损失估计 [ 7 ]。TC IP

的实施 ,使土耳其地震灾害发生后 ,争取更多的恢复与重建资源成为可能 ,使政府减灾与社会各个方面参与

减灾的综合体系初步形成 ,也为保险与再保险企业拓展其业务创造了具有挑战性的机遇。此外 ,由于 TC IP

的实施 ,还使土耳其住房建筑抗震标准作出修正 ,更加强调新建住房和其他设施提高抗震水平 ,总体来看 ,提

高了 1～2级抗震设防水平。三是政府加强对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机构与设施的建设 [ 6 ]。土耳其政府高度关

注灾害的综合防御。一方面加强了国家减灾机构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多个层面 ,调整国家减灾体制与机制 ,

从财政与金融管理鼓励公共和私人企业参与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此同时 ,加强和鼓励相关教学和研究机

构与国内外有关机构开展多领域的合作 ,以提高国家对灾害防御的科技能力。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伊斯坦布

尔 ,则从综合灾害防御机构 (伊斯坦布尔市灾害管理协调中心 —AKOM )的建设 ,装备的改进 ,以及公众防灾

意识的提高等多方面开展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改进的工作。特别关注现有住房的防震加固和城市生命线系

统抵御灾害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 ,从战略的角度 ,高度关注城市总体规划 ,特别是土地利用规划在综合减

灾中的基础作用。通过修订城市规划法律、建筑标准与规范等多种手段 ,寻求在治标的同时 ,实现治本的根

本措施。此外 ,土耳其政府和一些大都市都特别关注媒体在公民防灾意识养成中的作用 ,各大媒体都拿出足

够的资源 ,全面而系统的宣传减灾战略、措施以及公众应具有的基本防灾意识和应急技能 ,收到了良好的效

果。

3　从第六届国际 IIASA - DPR I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看我国综合减灾

　　从上述 6个方面可以看出由学术界与产经界、管理者与政府机构参与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论坛 ,高度关

注“综合减灾 ”这一具有挑战性的安全建设主题。针对我国减灾工作现状 ,建议从以下 3个方面加强我国的

综合减灾与灾害风险管理工作。

　　一是在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同时 ,要高度重视从综合的角度完善减灾战略、规划和能力建设。即在目前

重视应急管理的同时 ,加强辖区灾前综合减灾工作 ,诸如完善综合减灾战略、法规与规范、标准和规划 ,加强

备灾能力建设 ,全面提高公民的防灾意识 ;提高辖区灾后恢复与重建能力 ,诸如开发包括政府投入在内的多

个方面的减灾资源 ,创造政策环境 ,鼓励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开办巨灾企财与家财保险与再保险业务 ,以

及巨灾意外伤亡人寿保险与再保险业务。与此同时 ,高度关注社区水平的综合减灾工作 ,吸收国际上开展的

安全社区建设经验 ,全面完善城乡社区的减灾设施 ,重视社区自救与互救组织的建设 ,全面建设社区安全文

化体系。

　　二是全面改进产经界迎对灾害风险的能力。通过鼓励保险与再保险公司开发政策性自然灾害保险与再

保险产品 ,为各类企业和城乡家庭购买企财与家财及意外伤亡的自然灾害保险创造有利环境。与此同时 ,要

提高企业安全建设能力 ,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的防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以及大型国有企业自保或参保机制

的完善。产经界要全面开展企业灾害风险的综合评价 ,从面临的灾害风险水平到迎对灾害的脆弱性、恢复性

与适应性等多个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 ,为制定企业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从灾害科学的角度 ,要进一步完善对灾害形成机制的理解 ,从灾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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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与非动力学的综合入手 ,改进对灾害形成过程的模拟模型与仿真系统 ,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从减灾技术开发的角度 ,一方面要重视减灾高新技术的研制 ,另一方面要关注地方性适用技术的筛选与

评价 ,进而形成一整套用于不同区域的综合减灾的技术体系 ;从减灾管理体制与机制的角度 ,要加强国际比

较研究 ,针对中国国情 ,吸收世界先进且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经验 ,完善中国减灾的管理体制、机制与法制 ,从

而使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更加优化 ,使已有的减灾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与此同时 ,要进一步探讨区域发

展与综合减灾的共赢机制 ,使减灾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以保障和支持区域发展 ,

加大减灾的投入水平 ,进而实现区域安全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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