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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致灾因子强度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共同决定了灾情的大小。中国农村乡镇发生地震的概率远远

高于大中城市 ,西藏、新疆、云南、宁夏、青海、甘肃等西部农村乡镇是我国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地震灾害对农村乡镇造成的损失 ,主要是农村居民住房的破坏 ,约占总损失的 80%以上 ;其它的 20%

损失中 ,又以农村水利工程的破坏损失为主。目前我国农村乡镇居民的住房仍以抗震性能较差的土

木、砖木结构为主 ,开展农村住房地震保险、农村低息住房贷款并加强农村建房的监督管理 ,是降低农

村地震风险、减轻农村地震灾害损失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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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nsity of hazard2formative factor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hazard2affected bodies decides the extent

of disaster effects. The p robability of earthquake occurred in country is more larger than that in cities of China.

The countries in western p rovinces of China, such as the villages and towns in Tiber, Xinjiang, Yunnan, N ingxia,

Q inghai, and Gansu p rovince, are the high seism ic frequency region. Housings of country residents destroyed by

the seim ic disaster are the main disaster losses in China. Above 80% of total econom ic disaster is the destroyed

housing, other disaster losess is the destroyed water conservancy p roject. Now most of resident housing types in

China country are the adobe house and the brick house. The seism ic resistance of these houses is very poor. So the

imp lementation of p roperty insurance and housing loan in country is the main policy of reducing the seism ic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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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灾害系统理论 ,致灾因子强度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共同决定了灾情的大小 [ 1, 2 ]。建筑物设施是

地震灾害系统中最主要的承灾体 ,由于城市的人口、财富集中 ,建筑物密度大 ,城市抗震减灾一直是地震灾害



研究的重要方面。我国农村经济落后 ,居民房屋在设计、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 ,房屋抗震性能与城市房

屋相差悬殊 ,因此 ,对我国目前 70%以上人口生活的农村地区 ,地震安全问题同样应给予关注 [ 3, 4 ]。

将我国公元前 2300至公元 2000年的历史强震记录输入计算机 ,建立“中国地震灾害信息系统 ”,按照各

次地震的震中位置所在的行政单元 (2000年行政区划 )类别进行分类汇总 ,得到表 1。表 1所示 ,大陆 2337

个行政单元中共有 709个单元发生过 5级以上地震 2048次。直辖市中 ,北京市区发生过 8次 ,天津、重庆分

别 1次 ,上海市区没有。259个地级市区只有 69个市区发生过破坏性地震 ,占其单元总数的 27% ,这些直辖

市和地级市的市区历史上共发生过 143次 5级以上地震 ,仅占总发生次数的 7%。而剩余的 1905次 ,约

93%的破坏性地震则都是发生在 538个县级市和县 (旗 )单元上 ,占其单元总数的 32% ,这些单元近 800a来

的平均发生地震次数为 2. 86次、3. 01次。此外 ,我国大陆历史上 M s ≥8的强地震共有 16次 ,只有 1976年

7. 8级唐山地震发生在城市 ,其它的 15次均发生在农村乡镇。

表 1　中国各行政单元发生不同次数地震的单元个数 (公元前 2300至公元 2000年 ,M s≥5)

Table 1　Number of adm inistrative units encountering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of earthquake in China

发生地震次数 /次 1 2 ～ 3 4 ～ 9 ≥10
发生地震

总次数

发生地震单元的

平均发生次数

直辖市区 (4个 ) 2 0 1 0 10 10 /3 = 3. 33

地级市区 (259个 ) 38 23 8 0 133 133 /69 = 1. 93

县级市 (400个 ) 53 27 14 5 283 283 /99 = 2. 86

县 (旗 ) (1674个 ) 259 159 87 33 1622 1622 /538 = 3. 01

总　计 (2337个 ) 352 209 110 38 2048 2048 /709 = 2. 89

根据上述中国地震灾害致灾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乡镇是受地震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农村地震灾害危

险远大于城市市区 ,其中西藏、新疆、云南、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省区地震发生最为频繁 ,这些省的大部分

县域都发生过破坏性地震 ,我国历史上 7级以上强震也主要发生在这几个省区。

1　中国农村地震分布特点

破坏性地震在我国每个省的农村地区均有发生 ,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是表 2所列的西藏、新疆、云南、宁

夏、青海、甘肃等省区 ,这些省区有 60%以上县 (县级市 )发生过 5级以上地震 ,近 10%以上的单元发生过 7

级以上强地震 ,地震灾害是这些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

表 2　受地震影响的主要省份行政单元数

Table 2　Number of adm inistrative unit in p rovinces suffering earthquake

省名 西藏 新疆 云南 宁夏 青海 甘肃 四川 山西 河北 陕西 山东

县和县级市单元总数 72 85 120 17 39 76 140 97 138 87 92

发生过 M s≥7地震的单元数

及所占比例 /%

56 65 85 12 25 47 61 37 42 23 21

23 78 76 71 71 64 62 44 38 30 2623

发生过 M s≥7地震的单元数

及所占比例 /%

11 17 16 4 3 10 13 4 4 3 3

15 20 13 24 8 13 9 4 3 33

如图 1,各县农村乡镇破坏性地震的发生次数。发生过 M s ≥5地震的 637个县级市、县 (旗 )主要分布在

我国西部地区 ,其中发生过 2次以上破坏性地震的单元有 325个 ,共发生地震 1510次。这说明地震的重发

率较高 ,历史上发生过地震灾害的县域再次遭受地震的概率远大于没有发生过地震的地区。新疆乌恰县、阿

图什市、伽师县等 ;西藏尼玛县、班戈县 ;青海格尔木市等地区 ,是我国地震发生最为频繁的县域 ,在公元

1600 - 2000年计 400年内 ,平均每个县 (市 )发生地震的次数都在 20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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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县农村乡镇 M s ≥5地震的发生次数

Fig. 1　Frequencies of earthquake M s≥5 occurred in rural towns

2　中国农村地震灾害灾情

我国自 1990年以来 ,每次破坏性地震发生后 ,中国地震局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震部门都及时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地震现场的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并提交相应的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在《中国大陆地震

灾害损失评估报告汇编 (1990 - 1995年 )、(1996 - 2000) 》中共记录了 1993 - 2000年共 111份地震灾害损失

评估报告 ,这些损失由 109次破坏性地震引起 ,其中只有 2次发生在地级市辖区 ,分别为 : 1995年 10月 6日

河北唐山古治 4. 7级地震 ; 1996年 5月 3日内蒙包头西 6. 4级地震。其他 107次地震都发生在县区或县级

市。震害主要集中在新疆、云南、青海、西藏、四川 5个省区 ,尤其是新疆伽师、青海共和地区发生地震次数较

多。内蒙、甘肃、宁夏、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福建分别有 1～3次破坏性地震发生。这些

范围涵盖了我国地震的几个频发区 ,这些灾情报告基本反映了目前我国农村地震损失的具体情况。

由于城市与农村承灾体的差异 ,城市地震灾害中 ,因房屋破坏造成的直接损失所占比例并不大 ,而间接

损失和社会损失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根据 1995年 RMS(R isk Management Solution Inc. [ 8 ] )对 1923年日

本关东地震在原地以同样大小重复发生将会产生的后果的模拟 ,地震综合损失达到 21000亿美元 ,其中建筑

物及内部设施的损失仅为 10000亿美元 ,不足 50% ;商业中断 10500亿美元 ;生命线工程 350亿美元 ,二者之

和超过了 50%。

但是如图 2所示 , 1990 - 2000年我国 109次地震灾害中 ,因房屋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最主要的部分 ,

大多占总经济损失的 70% ～90% ,有的甚至为 100% ,平均在 80%左右。其中房屋损失比例最少的为 1996

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 6. 4级地震 ,地震造成房屋等建筑物经济损失 18. 65亿元 ,仅占总经济损失的

55. 1% ;生命线等基础设施损失 7. 4亿元 ,地震损坏工业设备 6029台 (套 ) ,包括大型工矿企业的生产科研设

备 ,如精密仪器、数控机床等 ,直接经济损失达 7亿元 ,二者损失比例总和为 42. 6%。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农村乡镇的居民住房是地震灾害最主要的承灾体 ,农村地震灾害主要造成的是房屋

破坏 ,这是农村地震与城市地震灾情最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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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震直接经济损失构成 (1990 - 2000年 )

Fig. 2　Composition of direct loss from earthquakes(1990 - 2000)

3　中国农村地震灾害承灾体分布特点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每年对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6万多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

调查得到全国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 ,在调查统计时 ,将居民住房类型分为三大类 :钢筋混泥土结构、砖木结构

和其他结构。而根据我国 1990年以来的地震灾情损失评估报告 ,钢筋混泥土结构又分为框架结构、砖混结

构 ,其他结构以土木结构为主。从抗震性能上看 ,框架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土木结构。

如图 2为我国 2001年各省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比例 ,显示了住房条件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

农民人均纯收入高的省份 ,住房面积较大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比例也相对较大 ,尤其是沿海省、市 ———上海

市、浙江省、江苏省等 ,例如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7. 82m
2

,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 23. 44m
2

,占

住房面积 49% ,砖木结构房屋 22. 11m
2

,占 46%。而在我国西部经济落后地区 ,砖木结构和钢筋混泥土结构

房屋比例仍然偏少 ,多以土木结构为主 ,例如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22. 42m2 ,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

房屋 3. 17m
2

,仅占 14% ,砖木结构房屋 3. 96m
2

,占 18% ,土木等其他结构占 68%。

从大的地区差异来看 ,收入相近的地区 ,南方省份的住房面积、结构类型上都要好于北方地区。江南丘

陵地区优于华北地区 ,巴蜀地区优于东北地区 ,云贵地区优于新疆、陕甘地区。例如内蒙、黑龙江、吉林、新疆

等北方省份的钢筋混泥土结构房屋面积都只占很少的比例 ,这种住房的南北差异与当地的气候影响有很大

关系。钢筋混凝土防雨、抗水性能好 ,由于南方多雨 ,再加上台风、洪涝等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国沿海各

省、南方各省的农村居民房屋都愿意新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北方干燥、少雨 ,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没有

太大的优势 ,造价相对又高 ,因此 ,即使在农民收入较高的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 ,农民房屋仍然以砖木结构

为主。其它少数民族省 (自治区 ) ,如内蒙、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 ,居民多以牧业为主 ,对住房结构有

一些特殊需求 ,多年的生活习俗 ,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住房。

通过以上对中国农村乡镇地震致灾因子、承灾体和灾情的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

(1)中国农村乡镇发生地震的概率远远高于我国大中城市 ,西藏、新疆、云南、宁夏、青海、甘肃等西部农

村乡镇是我国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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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灾害对农村乡镇造成的损失 ,主要是农村居民住房的破坏 ,约占总损失的 80%以上 ,其它的

20%损失中 ,又以农村水利工程的破坏损失为主。

(3)作为地震灾害最主要的承灾体 ,目前我国农村乡镇居民的住房仍多以土木、砖木结构为主。

图 3　2001年各省农村住房类型比例

Fig. 3　Type rate of rural housing in p rovinces in 2001

4　农村乡镇地震灾害减灾对策

从自然灾害系统论的角度 ,要减轻自然灾害的风险 ,主要从二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降低致灾因子的危

险性。但是现有的科学水平还不可能从地震产生的机理上去改变地震发生的时间、能量大小 ,目前正在进行

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在地震前准确预报地震 ,从而降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 ,这主要由国家地震研究、管理部

门进行。第二方面 ,就是改变承灾体的脆弱性。即通过改善我国高地震风险地区农村居民房屋的抗震性能、

强化人们的抗震防灾意识 ,来降低地震灾害的风险 ,这是现阶段最有效的减灾措施。根据我国农村地震灾害

风险管理现状 ,应主要采取以下对策 :

4. 1　开展农村住房地震保险

地震灾害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旦发生就会给社会经济、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因此客观上要求社会具有应付灾害事故的能力。通常 ,补偿地震灾害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主要靠财政后备、

保险与自保这 3种补偿方式。

自保是经济组织预先提留一笔应急资金已备不测之需 ,它应付经常发生但损失额较少的危险十分有效。

但是由于自保属于自助行为 ,必然受积累速度与规模的制约 ,难以积累起足够的应急资金。

财政后备是国家通过财政预算拨出一笔后备资金以应付各种巨大的灾害事故和突发事变。但是由于财

政后备补偿是一种行政手段 ,补偿基金的来源与使用无关 ,且都是无偿的 ,容易导致财政与企业和个人双方

面都忽视防灾防损工作。

保险是在有可能发生危险的一定范围内 ,以自愿的原则和订立保险契约的形式 ,由承保者定期 (一般是

一年 )向投保户收取一定资产投保比例的保险费 ,建立并积累其足够数量的保险基金 ,在投保户遭受自然灾

害的损失时便立即对其进行快速、有效的经济补偿。保险赔偿的基金是通过测算灾害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 ,

按照大数法则通过收取保费建立起来的 ,赔付是依据合同按损失情况确定的 ,具有科学性、合理性。

因此 ,国际上的自然灾害补偿模式都以保险业为主 ,财政后备与自保形式为辅。通常国家财政负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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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铁路、桥梁、水厂、电厂、通讯枢纽等生命线工程 ,大约占社会财产的 30% ,由保险业负责 60%的社会可保

财产 ,其余的 10%由捐赠、救济、国际性援助等其他补偿负责。美国、新西兰、日本等世界各国实施地震保险

的模式 ,大致可以归纳为 3种 : (1)地震包含在火灾及自然灾害保险责任内 ; (2)地震作为法定保险来承保 ;

(3)地震作为火灾保险的附加险来承保 [ 10 ]。

根据我国地震灾害发生频率和经济发展状况 ,只依靠国家财政和社会救济 ,是无法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

强震灾害。在农村恢复开展个人住房地震灾害保险 ,可以减少国家每年的灾区救济财政负担 ,并由保险公司

督促农村投保人重视房屋的抗震质量 ,有效降低农村结构承灾体脆弱性。在地震多发的云南、新疆、四川等

西部省区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区 ,积极推广个人住房地震保险 ,积累必要的地震保险基金 ,才可能在破坏性

地震发生后 ,有足够的财力来恢复、重建震区。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和保险业的现状 ,开展我国的农村个人住房地震保险可以采取以下

措施 :

(1)按地震带、建筑物考虑费率的合理结构。要精确估算我国不同地震带上的地震发生概率 ,同时对框

架结构、砖混结构、土木结构等划分等级 ,按照这些建筑物的最大可能损失制定相应的费率。地震发生概率

大的地区 ,费率相对要高 ;抗震性能差的建筑 ,费率也相应提高 ,这样可以减少保险公司的赔付负担 ,也促使

投保人提高自身建筑物的抗震性。

(2)减轻保险费负担。采用被保险人自负小额损失方式来降低费率 ,即对于小于一定额度 ,如 2%的损

失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通常被保险人可以承担这样的小额损失 ,而费率的降低可以减轻被保险人的保险费

负担 ,而且减少了小额震害的理赔工作。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城市住房开始越来越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震多发国

家 ,必须尽快开展城市个人住房地震保险 ,为社会积累地震保险基金 ,转移地震风险。农村个人住房地震灾

害保险可以为我国城市个人住房地震保险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4. 2　开展农村低息住房贷款

通常 ,设防投入愈多 ,减轻灾害的程度就愈大。但是由于地震灾害什么时间发生目前还无法预知 ,而破

坏性地震发生的频率又很低 ,向房屋抗震设防投入过多 ,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合理的设防标准应该在经济与

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在如何设定我国城市抗震设防标准时 ,尹之潜 [ 11 ]提出 ,使用设防投资的经济效益 W c 来

评价设防烈度的合理性。经济效益 W c 为 :

W c = b ( EL0 - ELS ) - λ( I) C (1)

式中 : EL0为未设防的某类结构在确定的时期内的期望地震损失 ,包括建筑破坏造成的损失和救灾费用 ; ELS

为设防的某类结构在确定的时期内的期望地震损失 ,包括建筑破坏造成的损失和救灾费用 ;λ为因为设防增

加的投入占该类建筑总投资之比 ; C为某类结构的总价值 ; b为考虑到直接损失对生产和社会商品流通带来

的影响引起的间断损失对损失的修正系数 ,通常取值为 2～3。经济效益越大 ,则说明该设防投资方案越好。

如前所述 ,云南省是我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本文以 2002年云南省各乡镇统计数据 [ 12 ] ,通过

式 (1)来计算各乡镇在现有居民住房基础上 ,投资修建框架结构住房的经济效益 W c ,但即使将修正系数 b取

为最大值 3,各乡镇投资修建框架结构住房的 W c 仍然都为负值 ,即农村乡镇居民投入设防的资金比地震损

失要大 ,由此得到的结论似乎为 :云南省农村乡镇房屋应该保持现状 ,不需要进行任何设防投入。

得到上述结论是因为式 (1)对住房投资的评价使用的是经济效益 ,而不是效用值。根据经济学理论 ,房

屋的设防投入经济效益值并不是房屋的效用值。房屋的效用值 U 的大小由很多因素决定 ,它不仅与房屋的

抗震性能好坏有关 ,同时还与房屋的寿命、房屋的保温性、防水性、房屋居住的舒适度等多种因素有关。框架

结构的这些性能都优于土木、砖木结构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 ,虽然框架结构的投入较高 ,但它的总效用值

远远高于其他结构房屋 ,因此 ,农村居民在自身经济水平达到一定基础后 ,都会开始选择修建框架结构、砖混

结构住房。中国农村居民 1991 - 2001年的新建钢筋混泥土结构住房比例逐年增加的趋势 [ 9 ]
,说明了这一规

律。

衣食住行是居民生活的必需投资 ,居民的住房需求仅次于衣、食 ,农村居民在进行住房投资时 ,通常是在

经济条件允许下 ,尽自身最大可能来进行投资 ,农村居民是否选择框架结构 ,关键在于他们的住房投资能力。

住房是一项数目巨大的投资 ,投资能力强的居民 ,只需花 3～5a的积蓄就可以新建住房 ,投资能力差的居民 ,

可能需要耗费自己 10a以上、甚至一生的积蓄 ,因此使用居民住房投资时间 T,即住房投资总额 C与居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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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住房投入 C0的比例 ,来衡量居民的住房投资能力。

农村居民依靠本人经济能力建房 ,通常需要 5a时间的资金积累 ;如果在自己的经济积累基础上 ,再向亲

戚朋友借贷 ,投资时间可以延长至 10a左右 , 10a以上的住房投资 ,需要投入的资金太多 ,农民无法从传统渠

道筹集到 ,也就超过农民的建房承受能力。因此 ,可以认为农村居民既有主观愿望并有客观能力进行住房投

资的时间通常不超过 10a。

以云南省为例 , 1991 - 2001年云南省农村居民每年的人均居住支出 (包括住房支出和燃料支出等 )占当

年人均纯收入 P的比例为 8% ～21%。这说明 ,云南省农村居民每年的住房投入 C0最大为 (21% ·P )。因

此 ,云南省农村居民修建框架结构房屋的投资时间 T为

T = (C
′
t ·A - V

′
K ) / (21% ·P) (式 2)

式中 , A是指人均住房面积 , C
′
t 是指框架结构的单位面积造价 , V

′
K 是指农村居民人均现有住房价值 , P是指

年人均纯收入。用式 (2)计算云南省 1557个乡镇的框架结构房屋投资时间 ,投资时间在 10a以下的乡镇只

有 394个 ,仅占云南省乡镇数的 25%。

这说明在目前云南省经济水平条件下 ,大多数农村居民是没有能力来修建框架结构住房来提高抗震能

力。因此 ,必须为农民提供新的住房资金筹集渠道。

自我国城镇实行住房改革以来 ,银行可以向城镇居民提供长达 30a左右的低息住房贷款 ,这一方面极大

程度地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 ,另一方面 ,推动了城市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这种住房信贷业务同样可

以提供给我国广大农村居民。

假设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可以向地震多发区的居民提供长期低息或免息住房贷款 ,那么农民住房投资时

间就可以增加到 10a以上 ,如果投资时间为 25a,云南省有能力进行框架结构房屋投资的乡镇将增加到 1265

个 ,占云南省乡镇数的 81%。因此 ,通过银行借贷可以较大程度的提高农村房屋抗震能力 ,避免农村陷入地

震
　　

房屋大面积损坏
　　

低水平上恢复重建
　　

地震
　　

房屋大面积损坏的恶性循环中。

4. 3　加强农村建房的监督管理

我国第一部《工业民用建筑抗震设防规范 》于 1974年颁布 ,历经 1975年海城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的

惨痛经验教训 ,我国的抗震设防标准不断完善 , 1989年颁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J11 - 89) 》, 2001年新

提出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 GB50011 - 2001) 》,全国均采用统一的设防原则、设防目标 ,建筑防御地震的标

准为 :“小震不坏、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

在目前农村居民修建个人住房的审批手续中 ,各级管理部门对农村个人建房的审批重点是新建房屋是

否占用耕地 ,对房屋本身并没有任何相关抗震性能的要求规定 ,也不存在房屋抗震设计的监督审批手续。尽

管上述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并不只是针对城市建筑物 ,但是由于农村个人住房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管

理机构 ,规范在我国农村无法实行 ,农村住房也不可能达到其相应的抗震设防等级。

对云南省地震多发区的农村乡镇统计调查表明 ,有 65个乡镇的框架结构房屋投资时间在 25a以上 ,即

使在国家银行提供低息住房贷款帮助下 ,也无法提高住房的抗震能力 (如表 3所示 )。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

较为落后 ,年人均纯收入多在 1000元以下 ,现有房屋质量较差 ;二是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较大 ,如表 3云南省

65个地震高风险乡镇中 ,有 36个乡镇的人均住房面积在 23 m
2以上 ,超过云南省人均住房面积 22. 42m

2
,农

民家庭财产过于集中在房屋上 ,一旦破坏性地震发生 ,对农户的打击是巨大的。
表 3　云南省地震灾害风险最大的乡镇农户生活状况

Table 3　Household’s livelihood in towns with tremendous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in Yunnan Province

乡镇数目
人均住房面积

/m2
人均年纯收入

/元
投资时间

/ a

29 22 ～ 38 772 ～ 253 42 ～ 26

36 23 ～ 60 1767 ～ 516 77 ～ 26

因此 ,对于这些乡镇的防震减灾 ,更重要的是各级土

地管理部门对居民建房的监督管理。首先 ,在地震多发

地区 ,各级建设部门在进行城镇建设规划时 ,必须考虑本

地区包括农村乡镇房屋的抗震设计要求 ,对本地区的个

人住房要有具体的房屋结构、房屋质量要求。在居民建

房时 ,提供一些必要的技术帮助 ;在房屋具体施工时监督

建房质量。其次 ,根据《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 》的住房指标 ,农村实现小康标准值为人均钢筋

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15m
2

,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住房质量关键在于住房的结构而不是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住

房不应该片面追求宽大、气派。乡镇土地管理部门应该对居民住房面积制定一些强制措施 ,限制人均住房最

大面积 ,以降低这些乡镇的地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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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和生活习惯的不同 ,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房差异也较大 ,除了上述防震减灾措施外 ,还要

因地制宜 ,采取适合本地特点的综合减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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