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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龟山镇鲍家墩村应急物资仓库里，森林防火员正在调试风力灭火器。

本报记者 常 理摄

防 灾 减 灾 力 量 下

沉、关口前移的背后，是

紧密衔接好“防”与“救”

责任链条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应急管理大数

据平台的建立，使相关

数据整合形成应急管理

“一张图”，相关部门实

时掌握情况，科学指挥

决策；全国 80 多万名基

层灾害信息员队伍开展

灾害风险隐患报送，做

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早处置；防灾减灾科普知

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进校园、进家庭，全社

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不断提升。

然而，难以预测的地震侵扰、极端天气

气 候 事 件 频 发 、重 大 疫 情 全 球 持 续 蔓

延……各种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使得

我国防灾救灾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形势和

挑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紧紧扭住

防控重大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这个“牛鼻

子”，提高全社会面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抵御

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提升城乡规划的预见

性和引导性，是进一步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筑牢人民生产生活安全防线的关键。

从强调提高应急救援现代化水平，到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理念；从不

断增强基层应急救援能力，到最大程度织

密防灾减灾救灾网络。灾难无情，我们必须

学会抵御风险的本领。通过风险普查摸清

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提高全社会灾害风险

意识；完善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机制，

探索建立以各类灾害预警信号为先导的停

工停课停业制度；推动多领域、跨学科协

作，建立健全多部门间的应急联防联控机

制；做好各项灾害风险与人体健康、社会安

全等应急预案管理，强化风险防控处置能

力，从而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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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

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区域广、发生频次高、造成

损失重。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特大

地震、南方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无不给人

民生命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危

害。特别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密度

的增加、社会财富的聚集，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

形势更加严峻，挑战更加艰巨。

灾害防治，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2008年

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

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水平，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9 年开始，每年的 5 月 12 日为全国防灾减灾

日。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主题是“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

础”。经过多年建设与提升，我国防灾减灾能力

是否显著增强？还有哪些短板？如何筑牢防范

灾害的铜墙铁壁？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前往湖

北、浙江等地采访调研。

补齐短板 增强抗灾能力

湖北公安县地处长江中游荆江段，长江干流

到此后几经蜿蜒，形成了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

“3”。这里地势险要，境内湖泊河流众多，气象灾

害、洪涝灾害多发，被称为“洪水走廊”，也是荆江

分洪区的所在地。一直以来，防汛抗洪是公安县

的头等大事。

“公安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太特殊了，全县

有 735 公里堤防，一进入汛期，暴雨就像家常便

饭。长江大堤上24小时都要有人值守，一旦有管

涌、崩岸发生，必须迅速抢险。”曾参加过“98 抗

洪”的公安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明安颇为感

慨，近年来建成的各项水利工程设施及堤防等基

础设施，让荆江大堤和公安县抵御洪水的能力大

大增强，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福祉。

在公安县应急管理局院内，一栋崭新的县应

急指挥中心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今年汛期就

可以发挥作用。在总调度室的大屏幕上，各种灾

害信息、水文数据、救援信息一目了然，数百处监

控摄像头将全县范围内的危险区域实况实时传

输到调度室内，以便指挥部门进行总体调度和

决策。

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2019 年以来，公安县

先后投入数十亿元改造水利、防洪工程，并建设

了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物资储备库等多个防灾减灾工程项目。同时，各

乡镇还建立起一支不少于 30 人的乡镇综合应急

救援队伍，使全县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得以

提升。

居民住房是否安全牢固，直接关系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在公安县夹竹园镇桥岭村，村民郭华

清告诉记者，现在县里会对新建房屋的抗灾能力

进行全面“体检”。前段时间，他家新房通过了综

合验收，还获得了 1 万元补助。“以前各家自建的

房子质量参差不齐，时间久了房屋出现裂缝，整

天提心吊胆。现在都是按照防灾要求建设的，住

起来也踏实了。”郭华清说。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杨爱

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各

级投入资金 812.13亿元，一批重点项目加紧施工

建设，有力提升了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多项

工程在抗击 2020 年严峻洪涝灾害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司长陈

胜认为，我国基层防灾减灾工作基础薄弱，区域

发展不平衡。因此，要因地制宜，结合各地灾害

特点，在强基固本上下功夫。

据统计，全国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因灾倒塌房

屋数量、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 GDP 比重，三项数

据 2018年至 2020年的三年均值比 2015年至 2017

年的三年均值分别降低了36.6%、63.7%、31.3%。

科技赋能 实现精准预警

浙江温州，温润之州，但这里也饱受气候灾

害影响。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登陆浙江的 46

个台风中，有 21个穿过温州，其中 16个直接登陆

温州。2020年 3月，中国气象局正式批复同意温

州创建全国首个气象防灾减灾示范区。

“台风登陆前，我每小时都要刷新看看最新

的台风路径图和风雨影响预测。”温州市苍南县

马站镇种植大户林发印说，这几年大家的防灾减

灾意识明显增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做一定的灾

前准备。

台风在何处登陆，是大自然的选择，人类无

法左右。但是，如果能及时准确地预报台风信

息，就可以提示当地居民避免或减少损失。2006

年“桑美”台风过后，气象部门在马站镇建立了

5 个气象监测点，实时监测风向、风速、湿度、温度

等信息，加强水库山塘、城乡危旧房、重点避风渔

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易发区等高危

区域的巡查检查力度，为防灾预警决策提供

依据。

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离不开

“智慧气象”的入局。近年来，温州市积极打造

“台风网”平台，将台风路径、卫星云图、预警信

号、实况雨量等信息实时“上网”，方便市民查

看。2021 年主汛期，温州气象局还将推出“台风

预警码”，市民可通过手机定位获取所在地区的

预警等级，接收到基于该定位的台风距离、风雨

影响预报、防御措施等精准信息。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湖北武汉市建立了气

象灾害红色预警全网发布的“绿色通道”，气象灾

害预警覆盖率达 90%，送达时间缩短至 5 分钟。

全市各街道均成立了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实

现了全市街道气象防灾减灾机构全覆盖。

更精准的预警，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国

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2020年汛期预警大

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汛期，全国发布的 185366

条预警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预警数量比前 4 年

均值增加 38%；公开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

国共成功预报地质灾害4296起，全国地质灾害发

生数和造成的死亡（失踪）人数较“十二五”期间

分别减少39%、41%。

“目前，国务院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正在推进第一次全国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摸清自然灾害风险隐

患底数，为开展灾害风险预警工作提供有力决策

支持。同时，应急管理部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气

象局等单位的滚动会商，并根据研判结果督促重

点地区落实属地责任，让预警行动措施落地、落

实、落细，切实推动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

预防转变。”陈胜告诉记者。

提高意识 防灾害于未然

只有认识灾害，才能减轻灾害带来的危害。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除

现代火山活动之外，几乎所有类型的灾害都在我

国发生过。每种自然灾害的特征、危害各不相同，

预防、避险的方式方法也千差万别。比如，台风、

洪涝灾害来了怎么应对？地震发生后如何自救？

如何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森林火灾发生？泥石流

和山体滑坡在发生前有哪些征兆，如何及时逃

离？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离生活很远，但却关系每

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能掌握灾害的规律及

逃生方法，就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自然灾害发生后，居民是最直接的受害群

体。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是我们这几年，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积极推动的事情。”

杨爱东告诉记者，湖北省财政每年安排协调 2800

万元支持防灾减灾宣教体验场馆、城市社区应急

避难场所建设和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为居民

提供体验式、互动式宣传教育，以及安全便捷的

应急避险服务，从而提升城乡基层抵御自然灾害

的综合防范应急能力。

湖北咸宁是水灾频发的城市，素有“十年九

淹”之说。在咸宁市新建成的防灾减灾体验教育

馆内，记者看到，这里通过图文展示、情景再现、

互动体验等方式讲解自然灾害知识和避险要点，

馆内设计了地震小屋、幻影剧场、应急小课堂等

特色展项。

咸宁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林告

诉记者，体验馆投入运行后，预计每年接待观众 5

万余人次，其中一半以上是学生群体。目前他们

正联合消防、气象、燃气、电力等部门，共建共享，

将体验馆打造成“市民安全教育学校”。

咸宁市咸安区万年路社区是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徐军英对记者说，近年

来，他们组建了一支近 150 人的防灾减灾工作队

伍，全面负责辖区 3 平方公里、3.1 万余人的安全

状况。

“在城市，我们主要防范的灾害类型是火灾

和内涝。”徐军英介绍，工作人员对各小区潜在的

灾害隐患进行风险辨识，明确风险等级、风险部

位，并告知管控应急措施和避险逃生知识，建立

小区风险辨识明白栏，向小区居民广泛普及宣

传。在小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小区居

民灾害防范意识。据张林介绍，目前，咸宁市的

1406 个小区已组建应急管理队伍 1336 支，队员

6111 人，累计设置警示标识 4248 个，排除隐患

3689处。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贵在长期坚持、潜移默

化。为了探索一种科学可持续的科普教育模式，

武汉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工作。

武汉市应急管理局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

吴学智告诉记者，该市引导武汉烽火集团利用现

有房屋等基础设施，投入5000万元改建成为具有

世界领先水平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基地。同时，

协助企业转型发展应急产业，从而反哺公益项

目，实现良性循环。

夯实基础 筑牢人民防线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基层是防灾减灾的“神

经末梢”。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离不开基层应

急管理人员以及每一名群众的力量。只有群策群

力，团结一致，才能构建起防范灾害的人民防线。

2020年 7月 21日凌晨，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

马者村发生该市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

体滑坡。由于监测到位、预警及时，村民撤离转

移迅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基层灾害信息员对灾害的及时反映，以及相

关部门的综合分析和科学判断，成为基层群众躲

避灾害的制胜法宝。据陈胜介绍，目前，我国已

经组建了一支80余万人的灾害信息员队伍，各级

灾害信息员在承担灾情统计报送及管理、传递灾

害预警信息、降低灾害损失和影响、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麻城市龟山镇鲍家墩村地处山区，基础设

施差，曾是湖北省出名的贫困村。2015 年，湖

北省应急管理厅向这里派驻了扶贫工作队，健

全防灾机制，开展灾害事故风险评估、隐患排

查整治，建立应急预案，发放村民“明白卡”

等。“灾害是造成贫困和返贫的重要因素，要想

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提高村里防范各种

自然灾害的能力。”湖北省应急管理厅驻村工作

队队长殷峻对记者说。

在鲍家墩村村委会，有一间村级应急指挥中

心，村内十几处摄像头的监控信息被实时汇总到

这里。村民有没有在野外烧秸秆？祭扫时有没

有点火？危险区域有无发生灾害的风险？都可

以随时查看。此外，发电机、探照灯、灭火器、救

灾帐篷等应急救灾设备整齐码放，方便随时取

用。村里还依据地势，建立了三块应急避难场所

和一处应急直升机停机坪。鲍家墩村村主任鲍

在佳说，“以前，村民们缺乏防灾减灾意识，经过

这几年的宣传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改造，村民

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大家对灾害的认识更

加深刻，防范意识也更强了”。

杨爱东告诉记者，湖北省全力推进应急系统

186 个扶贫驻点村综合减灾工作，省财政给予每

个村10万元补助，用于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

设，防止和减少因灾害事故致贫返贫。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

展利说，在偏远地区，基层应急管理人员利用互

联网、应急广播、大喇叭等手段，打通灾害预警

“最后一公里”。同时，着力提高基层的应急救援

能力，培育和规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灾害防范应

对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备案在册从事防灾

减灾救灾的社会应急力量有1700多支、应急志愿

者有60多万人。

陈胜表示，下一步，应急管理部还将持续深

入开展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示范县等基层示

范项目创建，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应急

能力建设的指导支持，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

防线。

筑牢防范灾害铜墙铁壁
——湖北、浙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常 理 柳 洁 郭静原

5 月 12 日是全国防灾减

灾日。灾害防治，是人类发

展永恒的主题。我国地域辽

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灾

害种类多、分布区域广、发

生频次高，时刻威胁着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

展，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

能力成为全社会共识。经过

多年建设与提升，我国防灾

减灾能力是否显著增强？还

存在哪些短板？如何筑牢防

范灾害的铜墙铁壁？

图为湖北省咸宁市防灾减灾体验教育馆，馆内设计了地震小屋、幻影剧场、应急小课堂等特色展项。 余丁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