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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灾害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国家积极应对的策略是关乎我国经

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国外典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做法，从防灾减灾法律法规

及相关政策、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总结了代表性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策略: 加强防灾减灾与适应气候变化有机融合;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前瞻性与可

操作性; 加强灾害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 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水平; 加强防灾减灾科学和支撑技术的研究．本文

提出的气候变化背景下国家积极应对的策略，对我国自然灾害治理及防灾减灾政策制定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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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对人们生

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尤其 21 世纪以来，我国

经济迅速发展，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提高，社

会影响也随之加剧［1］．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损害

趋多趋重，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

中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 700 亿元，受灾

人口数达 1. 86 亿人次，967 人死亡或失踪; 2016 年

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国气候极其反常，

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台风和暴雨洪涝灾害加

重，长江中下游出现严重汛情［2］．据联合国报告显

示，过去 10 年中全球有 87%的灾害与气候变化相

关，因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重点关注

国外防灾减灾经验并分析积极应对的策略，这对我

国自然灾害治理及防灾减灾政策制定显得尤其紧

迫和重要．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

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

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气候

变化的影响下，快速城市化导致自然灾害的强度和

频率不断增强，虽然我国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方面

取得一些进展［3］，譬如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从宏观层面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通过设立防灾

减灾日等活动加大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等等，但大多

数灾害风险未得到有效的管理，新的风险累积速度

有超过风险减少的速度［4］．因而十分必要借鉴国际

上其他国家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经验，从人类自身

出发减少灾害的风险性．
减轻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

害，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促进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

题，也是现阶段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5］．很多研

究人员针对应对策略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总

结，如 2014 年秦莲霞等［6］分析了美国、日本及印度

等国家的防灾减灾措施，提出我国应该从战略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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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高度构思和谋划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建立机制

化的防灾减灾体系; 王任淳［1］也以美国和日本等

国为例分析了国外气象灾害防灾减灾策略，并探

讨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沈龙［7］从加拿大的灾

害风险评估、应急准备计划、国家灾害管理系统等

方面深 入 研 究 分 析 国 外 的 防 灾 减 灾 战 略． 任 自

力［8］分析了我国在频繁的灾害风险情况下建立巨

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在立法方面应

该采用何种模式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但
现价段诸多文章并未对国际上其它国家的防灾减

灾经验做出系统的分析，且对于我国应该如何在

基于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策略制定方面总结得非

常不够，对此目前很有必要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

总结，为我国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出台提

供参考．
本文着眼于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重

点关注方向，分析其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防灾减

灾的先进经验，结合当下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我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为我国防灾减灾综合

治理提供一些建议，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提供参考．

1 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经验

1. 1 国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主要措施

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有争议的科学问题，转化

为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甚至是道德问

题［9］．应对气候变化，对世界来说都是一项巨大而长

期的挑战，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国际

社会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以及

它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可能．这些防灾减灾战略关系

到许多关键的社会和经济部门，既包括应对自然灾害

的决策手段和管理体制，也包括需要提高气候变化适

应能力的专业领域［10］．由于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脆弱性的认识越来越

明确，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部门正在不断完善其应对

措施．从国家经济、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教育、灾害管

理等方面总结当前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关注方

向，主要措施见表 1．

表 1 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主要措施

经济方面 财政激励; 巨灾保险与债券; 水资源定价; 小额信贷; 现金转移; 灾害意外基金

法律法规 土地分区法; 建筑标准和实践; 水法规和协议; 支持减灾的法律; 鼓励购买保险的法律

国家政策
国家和区域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案; 经济多样化; 城市改造计划; 城市水管理计划; 防灾规划和备灾; 综合水资源管理; 综合海岸

带管理; 生态系统的管理; 基于社区的适应

教育方面 增强意识教育; 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推广服务; 分享当地传统和地方知识; 参与性行动研究和社会学习; 知识分享和学习平台

灾害管理
建立预警系统; 灾害和脆弱性制图; 管理多样化的水资源; 改善排水; 建立洪水和气旋灾害避难所; 风暴和废水管理; 改善运输及

道路基础设施

1. 2 国外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方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国家经过较

长时间的完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健全，不

但制定了基于国家层面的防灾减灾基本法，还制定了

单灾种联合区域性防灾法律［11］．这种从多灾种、灾害

链的角度综合应对自然灾害风险已经成为减灾防灾

工作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律之间的互相补充突出了体

系化的优势，使防灾减灾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与此

同时，上述国家也从防御的角度，制定了国家及地方

基础设施在应对气候变化下的标准与规范以及有关

防灾减灾激励政策，促进公共和私人机构积极参与防

灾减灾工作．通过文献调研与资料分析［12－18］，表 2 列

举了典型国家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表 2 典型国家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国别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示例

英国 《国内紧急状态法》《国内紧急状态法案执行规章草案》

法国 《风险预防规划》

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紧急状态法》

挪威 《自然灾害损失法案》《自然灾害保险法案》

瑞典 《瑞典民防法》

美国 《联邦灾害紧急救援法案》

加拿大 《突发事件管理法》《应急管理法令》

日本 《灾害对策基本法》

韩国 《灾害与安全管理基本法》

印度 《国家突发事件行动计划》《全国危机管理框架》

澳大利亚 《应急管理系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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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整体上国外典型国家的防灾减灾法

律法规制定可分为三种类型: ①拥有健全的防灾法

律体系．例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等国

家经过较长时间的完善，防灾法律已经相当健全，

对防灾理念、防灾规划、应急对策、灾后修复等事项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②应对与适应气候变化的防灾

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典型代表有加拿大、英国、俄罗

斯以及印度等国家，在针对气候变化产生的极端事

件，都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进行积极适应与应对;

③分灾种管理与区域联防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欧洲

与亚洲的部分国家通过制定针对专门单一灾种和

实施区域性联防的法律法规进行灾害防治，不仅内

容全面、覆盖面广，而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

进行更新．由此可看出，法律法规的制定不仅需要结

合不同国家的体制和政策，还需要时刻关注实际情

况，根据不同的气候变化背景实时更新．
1. 3 防灾减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政府组织和管理防灾减灾工作方面，绝大部

分有成功经验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专

司减灾的机构，由当局首脑担任领导，其他各相关

业务职能部门也参与到灾害应急管理中，这种体制

不仅确保了应急措施的快速决策和重要资源的及

时调配，也反映出了这些国家对防灾减灾管理的重

视程度．总体上，亚洲和澳大利亚是以中央政府为

主，多方共同参与的模式; 美欧等国以地方政府为

主，强调属地原则; 同时，欧洲法国与瑞典基本上也

以属地原则为主．通过文献调研与资料分析［12－18］，

典型国家的防灾救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典型国家的防灾减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国别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示例

英国 以地方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

法国 以目标导向为主，注重灾害风险管理

俄罗斯 总统在灾害应急管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意大利 国家民事保护部负责

挪威 司法和警察部行负责

瑞典 防灾减灾中心工作目标是预防紧急事件

美国 采用“属地原则”的区域管理模式

加拿大 由公共安全和应急部门牵头、各级政府部门参与

日本 分级负责、分类管理、密切配合、综合协调

韩国 行政自治部全面负责

印度 联邦政府负责对各邦的救灾工作进行协调和支援

澳大利亚 由国家、联邦政府、州和民间组织组成

归纳概括起来，整体上国外典型国家的防灾减

灾救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可分为四种类型: ①中

央政府为主，多方参与．譬如日本、印度等国家建立

分级负责机制，当遇到灾害时政府统一进行管理和

协调．②地方政府为主，属地原则; 典型代表国家有

美国、英国等，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整套的灾害事

件处理系统，从本国实际出发建立多平台集合管理

体制，充分利用政府组织、人力和设施等已有资源

开展防灾减灾工作．③特殊部门为主，密切配合; 例

如加拿大、俄罗斯以及意大利等国家建立专门的应

急部门，制定联邦层面的相关计划和政策保证其灾

害管理体制高效运转．④目标导向为主，注重灾害风

险管理．在法国、瑞典等国家注重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体系的构建，以及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同

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都是为了在灾害来临时，针

对不同国家的需求最大化的减小灾害带来的损失，

而每个国家特殊的防灾减灾手段都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2 我国的积极应对策略分析

2. 1 加强防灾减灾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机融合

纵观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灾害风险管理

战略决策，将二者有机融合进国家发展和宏观战略

势必成为一项基本原则．由于适应气候变化和灾害

风险管理的发展目标均为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将

气候变化作为一项新的政策问题可以为灾害风险

管理提供更多可能的政策方案; 同时由于具体政策

议程相对独立，其政策目标在地方层级的试点也会

有更广大的实施空间; 其次，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过程中，适应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管理的有机融合

能够给予其有效支持，且两个领域的政策内容均需

要鼓励社会层面的参与．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强

防灾减灾与适应气候变化在政策层面上的有机融

合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
2. 2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前瞻性与可操

作性

近年来，我国的自然灾害防御法律体系得到发

展的同时仍存在较多漏洞，比如缺乏综合减灾基本

法，缺乏防灾基金保障机制的拨款法案等; 而且现

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在灾害防御实施过程中遇到许

多阻碍，比如法律间的相互交叉对实施效果也有一

定的影响［19］．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法律法规

体系建设方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经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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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完 善，制 定 了 国 家 层 面 的 防 灾 减 灾 基

本法及其他法律法规，所以我国应当根据各级、
各地自然灾害防御的需要，制定和完善自然灾害

防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服务制度，实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由于防灾减灾工作具有涉及领域广泛、参与部

门众多、标准体系繁杂等特点，根据综合防灾减灾

标准化的现状和需求分析，各涉灾部门应构建综合

防灾减灾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涉灾行业及部门之间

的标准化工作方法和沟通机制，加强防灾民用产品

的生产标准研究和制定，在预防的同时更加注重防

灾减灾标准的宣传力度［20］．
如今国际社会先后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等国际性

条约和法律文书，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前瞻性

应以此为主要标准，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可操

作性，具体包括 以 下 几 方 面: 1 ． 充 分 考 虑 国 际 条

约的原则 和 内 容; 2 ． 确 立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体制、机制及权责; 3 ．明 确 地 方 政 府 与 非 政 府 组

织、社会与个人的责任; 4．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防灾减灾战略与规划; 5．确立应对气候变化防灾

减灾的制度措施．
2. 3 加强我国灾害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 1) 深化灾害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多年来国家防灾减灾的实际经验表明，专

业人员负责、专门机构管理的机制是值得推广的低

成本、高效率的灾害防御组织管理机制．通过分析国

外防灾减灾先进的管理制度，从现有管理缺陷方面

考虑，未来我国防灾体系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以

强化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的功能为重点，将与灾害防

御工作相关的管理机构整合，统一规划和设计，构

建职责明确、层次清晰的灾害防御组织体系［21］．
( 2) 优化灾害管理运行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涉及多

个职能部门，政府应长期稳定的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在政府组织和管理防灾减灾工作方面，绝大部分有

成功经验的国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专司减灾

的机构，所以我国在多方共同参与的具体防灾减灾

工作中，各个涉灾部门应当密切合作，将减少灾害

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同时纳入国家和社区层面，促

使公共部门和私人组织合作，共享资源与技术．同
时，定期开展国家级别的学术论坛，提高各政府部

门之间的联动，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级别的优化灾

害管理、减少灾害风险的平台．
2. 4 加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水平

近年来，在 WTO 等经济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全

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通过贸易、金融、科技等途径，

使得各种灾害风险在空间上的扩散作用明显加强，

而互联网、无线通信、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等新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为各类风险的快速传播提供了

技术手段．在此背景下，灾害高风险区的形成，不仅

限于自然致灾因子，还与区域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国际化水平相关．因此，当前防灾减灾工作

也不可能单靠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完成，建立综合灾

害风险防范的区域与全球合作机制，优化整合国际

相关力量，探讨全球变化背景下各类灾害风险的形

成机制，寻找防范和适应性对策成为国际防灾减灾

的必然趋势［22］．
我国的综合风险管理研究起步较晚，目前风险

管理主要面向风险爆发后的应对和恢复，而对风险

的预测与预防工作有所欠缺，在风险来临时处于被

动式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出击．在国际上，美国、瑞士、
日本等多个国家提出了风格各异的风险管理理论，

我国在关注其他国家政策措施的同时也应加强风

险管理的能力建设，加强地方综合减灾能力．面对当

前形势应建立针对主要自然灾害及其脆弱性监测、
信息存储和发布系统; 实现主要自然灾害预警系统

对社区层面的覆盖与服务; 完成针对不同自然灾害

类型及重点行业的灾害风险评估工作［23］．
2. 5 加强防灾减灾科学和支撑技术的研究

相关灾害防御责任部门和科技部门都必须重

视针对各类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措施的科学研究［24］．
借鉴国外的经验，构建以数值预报为基础，以人机

交互智能系统为平台，在现有气象现代化基础上，

建设关系国家安全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警系统

和应急反应体系，研究自然灾害的预测、预警、灾情

分析、救援、调查处置和指挥决策等关键技术，加大

防御自然灾害、维护公共安全的支持力度，建设多

部门预警防御协调体系，组建重大天气自然灾害应

急实体，为全面提高气象灾害预警能力提供科技支

持，进而提升我国各级、各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快速

反应能力．

3 结 论

通过分析国外典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

做法，从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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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行机制等方 面 总 结 了 代 表 性 国 家 的 先 进 经

验，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防灾减灾领

域的主要应对策略，认为我国未来应该高度重视

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从以下方面进行防

灾减灾工作: 1) 将灾害风险管理、适应和减缓气候

变化置于国家安全体系框架下统筹考虑，有机融

合进国家发展和宏观战略; 2 ) 从前瞻性与可操作

性两方面健全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防 灾 减 灾 法 制 体

系; 3) 将与自然灾害防御工作相关的管理机构整

合并统一规划和设计，构建职责明确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 4) 加强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加强地

方综合减灾能力; 5 ) 加强防灾减灾科学和支撑技

术的研究，建设关系国家安全的气候事件预警和

应急反应体系．
气候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气候事件和灾害已成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胁，适应和减缓气候变

化，减轻自然灾害风险，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选择．我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

虽然在防灾减灾上取得令人可喜的成效，但依然不

能掉以轻心，仍需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防灾

减灾工作，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人民安

全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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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Ｒed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and

our Country's Positive Countermeasures

ZHANG Yani HU Deyong YU Chen ZHANG Yang DUAN Xin

( 1． Colleg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Key Laboratory of Disaster Assessment and Ｒisk Prevention，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Beijing 100048)

Abstract
Natural disaster cause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seriously affected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response is a key factor relates to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actices of typical foreign countries i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summarizes the advanced experiences of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on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related
policies，management system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moreover，
combines with Chines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are put forwar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 the foresightedness and maneuverability of the climate chang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Strengthen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Strengthen research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science and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f active response of climate chang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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