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第 5 期
2013 年 10 月

保险职业学院学报( 双月刊)
JOUＲNAL OF INSUＲANCE PＲOFESSIONAL COLLEGE( Bimonthly)

Vol. 27 No. 5
Oct． 2013

论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优化 ＊

武宾霞1，宋昕沂1，叶 涛2，史培军2，李 曼2

( 1． 北京师范大学民政部 － 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摘 要］ 如何有效防范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而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的作用

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着眼于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政府财政投资优化问题，并结合我国综合防灾减灾体系

的现状，对进一步开展政府防范投资优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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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to efficiently prevent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risks of natural disaster has become a global
problem，whil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paper，with a view to the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of investment op-
timization in the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isk prevention，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model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summarizes the three pairs of balance issues in preventing the investment risk，in-
troduces two mainstream models in the worl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rehensive risk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in our country，this paper also makes a discussion on how to further the optimization of gov-
ernment investment．

［Key words］Comprehensive disaster risk prevention; Optimization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Benefit －
cost analysis

在过去的 20 余年中，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

造成日益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以全球气候变

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环境变化使得灾害发生的频

率与强度均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人口与财富在高

风险区的日益增长和集中，无序的资源开发与不合

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均使得社会 － 生态系统应对自

然灾害的脆弱性不断上升。如何有效应对灾害风

险的挑战成为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

话题。当前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灾害风险特别是

巨灾风险无法单纯依靠单一部门、单一主体、单个

区域的力量来解决，必须依托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

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上得以防范，而政府是其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在区域综合灾害风

险防范中发挥着多重作用。从灾前阶段的防灾基

础设施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灾害监测体系与预警

机制、公众教育，灾中阶段的应急处置与救灾，到灾

后恢复重建，均存在大量的工作由政府投入财政资

金完成。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灾害风险防范中发

挥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我国学者集中针对巨灾保险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

方式开展了讨论，普遍认为在我国政府应在巨灾风

险转移( 特别是巨灾保险) 中发挥主导作用。2006
年 6 月，我国政府在《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明确表示，中国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

灾风险保险体系。至此，我国政府开始在国家综合

减灾体系中发挥全能型作用: 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

的财政资金被分配到安全设防、救灾救济、应急管

理与风险转移等对应的职能部门，用于自然灾害的

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各个环节以有效减轻自

然灾害风险。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收入早已突破十

万亿元大关，但有限的财政资源应如何在不同的防

范措施上进行投入、在众多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

仍然缺乏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中央与地方各级财

政在防灾救灾领域使用的大量财政资金应如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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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整合、优化，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

用，推动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事业的有力发展，

为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 这是

在综合风险防范资金投入中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

一、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优化问题的

导出

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财政投入必须通过

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运作，并在风险防范的各个环

节体现其功能，最终实现灾害风险的减轻。我国学

者曾提出了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结构优化模式”
与“功能优化模型”。其中，结构体系指安全设防、
救灾救济、应急管理与风险转移四个维度，其具体

构成是政府针对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机构设置。
其中，安全设防机构在我国主要是指进行防灾能力

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类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使用

由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安排的计划类项目经费。
救灾救济在我国主要针对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主

要使用由财政部安排的中央救灾资金以及各级地

方政府准备的救灾救济资金。应急管理工作主要

由国务院应急办综合协调各部委工作，统一部署安

排。风险转移工作主要针对金融系统，包括银监

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使用各类金融工具实现灾害

风险的有效转移。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财政投

入的结构优化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 有限的财政

资源应如何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而在

各个部门内部又如何在灾害风险防范事业与非防

范事业之间分配。
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财政投入的功能体系

是指政府在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灾害风险防

范周期的四个环节上分别进行财政投入。功能体

系是系统输出的体现，是系统结构决定的结果。功

能体系与结构体系之间存在联系，但差异较大。例

如，备灾环节就分别涉及安全设防与风险转移( 风

险转移的灾前安排) ; 应急环节主要对应应急管

理; 恢复与重建环节至少同时涉及救灾救济和风险

转移( 风险转移的资金支付) 。一个系统功能的实

现需要一到多个系统模块共同执行，因此在上述综

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环节与功能中，通常都涉及到一

个或若干个政府职能部门。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

范财政投入的功能优化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 在

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各项功能( 或各个阶段)

上，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应如何投入方能最大化地

减轻灾害风险?

二、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优化的重点

( 一) 必须准确评估灾害风险度

从国际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开展客观的定量风

险评估是优化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的

资金投入的先决条件，定量估算各种投入措施的效

益与成本的基础。由优化目标可知，评估的风险应

是一级政府所辖区域和给定时间范围内某种或多

种自然灾害造成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的不确定性，

风险评估得到的结果应能够以定量形式 ( 如损失

的超越概率曲线) 进行表达。必须构建区域综合

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特别是考虑多种自然灾害的

“多灾种”风险评估模型，完善区域自然灾害承灾

体与脆弱性数据库，使模型具备现状评估与情景模

拟( 预估) 的能力。
发展针对防范投资优化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估

模型首先要重点发展“多灾种”的综合模型，以及

对间接经济损失风险的建模。由于政府进行防范

投资的规划与预算以区域综合为导向，同时还需要

在各种部门与职能之间进行优化，风险评估模型必

须是在单灾种基础之上完成的综合风险。而“多

灾种”不等于单灾种的简单加和，区域内各自然灾

害灾种之间的“群发”与“群聚”等相互关系变得十

分重要。这一问题在当前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中亦是前沿问题。其次，风险评估模型中必须表达

灾害事件的间接损失，否则会造成防范投资效益的

低估。当前研究者普遍使用投入 － 产出、可计算一

般均衡等模型针对灾害事件估计间接经济损失并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考虑间接损失的风险评估模型

发展仍然缓慢，尚无法满足防范投资优化研究的

需求。
( 二) 应该准确估计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

灾害风险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均有着高度

的“机会”本质。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提出，

灾害的经济学是“减负与加正”的经济学。一笔财

政资金若用于某类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则放弃了其

用于其他部门或事业从而获得收益的机会，是为防

范投资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这笔资金也可挽回或

避免一定的损失，是为防范投资的效益。风险防范

投资的效益与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等许多“非使用”
或“非市场”价值类似。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均

有着高度的“机会”属性，其估计过程依赖于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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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即不进行防范投资与进行防范投资的情景

对比。

三、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难点

在成本方面，政府进行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投资

时规模较大，防范投资行为对经济结构与运行状态

势必造成难以忽略的影响。例如，政府若大规模开

展抗震加固工程，其工程需求势必为建筑行业带来

大的发展契机; 政府若大力扶持灾害保险，投入相

当的财政资金用于保费补贴，则相应也会为保险行

业的发展形成影响。若要将上述影响在优化模型

中充分考虑，则必须使用一般均衡框架，否则难以

准确估计防范投资的机会成本。此时，须依赖投入

产出模型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然而，当前我国

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投资分散于各个部门，

对于编制恰当的投入产出表或社会核算矩阵、检验

模型参数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效益方面，当前研究中多采用可直接计量的

如效益、成本( 如 CATSIM 和 WCＲM) 或 GDP 增速

与稳定性等指标。事实上，福利经济学讨论社会最

优时一般使用社会效用函数，要求防范投资所带来

的单位边际社会正效用恰好等于其带来的 ( 因其

他事业投资减少而造成的) 社会边际负效用。由

于公众普遍持有风险嫌恶的偏好，在不减少期望损

失的情况下降低灾害损失的不确定性也可带来效

用的提升，因此，单纯使用现有研究中使用的可直

接计量经济指标会导致防范投资社会效益的低估。
然而，如何准确估计社会效用水平的变化本身是一

个难题。当前在资源、生态与环境经济学领域有一

些显示偏好与陈述偏好的方法值得借鉴。此外，使

用由于投资而减少的人员伤亡、心理伤害等更多非

单纯经济维度的收益应如何定量度量，则需要进一

步讨论。
随着我国救灾实践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历次应

对巨灾的经验，以及学术界对应对巨灾风险的政府

职能进行的积极探讨，我国政府在国家综合灾害风

险防范事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全面而深化。然而，

政府应如何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公共事业与不

同的政府职能中使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实现最大化

地减轻自然灾害风险，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是一个

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对相关领域的国内外

文献与模型进行了综述，梳理了政府在综合灾害风

险防范投资优化问题上的理论框架、优化方法与关

键问题与难点。在一下步的研究中，准确评估所要

防范的风险是优化的基础。而针对研究区域进行

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是研究中的难点。确定恰当

的优化标准是取得“最优”防范投资方案的核心。
效益与成本的计量方式将成为研究中的关键点与

难点。考虑到我国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与财政支出

的透明性，在实际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实证研究手

段将受到较大的限制，而应优先考虑基于仿真模型

的情景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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