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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联合国减灾署（UNISDR）向致力于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准备以及

《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实施的各组织机构与个人表示感谢:构建国家和社

区的抗灾复原能力。UNISDR 对帮助第四次会议成功召开的各志愿者及专门实习小

组表示认可。

我们对联合国减灾署（UNISDR）的恒常捐助方表达感谢，这些恒常捐助方包括：

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华人民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

爱尔兰、日本、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挪威、菲律宾、

瑞典、瑞士、美国以及欧盟委员会与世界银行。

联合国减灾署（UNISDR）特别感谢为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做出特定

贡献的捐助方，包括金牌捐助方瑞士（贡献价值超过 500,000 美元），银牌捐助

方德国、日本、USAID 和欧盟委员会（贡献价值介于 100,000 美元到 500,000 美
元之间）以及铜牌捐助方法国（贡献价值高达 100,000 美元）。我们也认可私人

公司对于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的赞助行为，这些公司包括银牌赞助商 ESRI、UPS
基金会以及可持续行动赞助商杜邦、支持商 AECOM 与 Kokusai Kogyo 控股有

限公司。



3

内容
致谢 2

前言 4
 
联合国减灾署（UNISDR） 6

实用信息 7
 
协商会议一览 8

官方议程一览 10

高层对话会议 12

非正式全体会议 13
 
全体会议 14
 
专题活动 17

附属活动 30

其他活动 45

星火讲坛 与 市场 46

实地考察地点 52

在此出版物的中间加入了一张可移除时间表。

本节目内容精确，可供印刷。我们建议参与人员咨询全球平台网站以查阅更 
新内容：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 与会议场馆的电子通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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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很荣幸地能够在日内瓦举办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该活动是进一步构建全球社会的灾害复原
力的里程碑。 

来自政府、国际机构组合、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学术技术研究所以及私人企业的众多相关人士汇聚到一
起，对《兵库行动框架》在世界范围内的执行进展情况进行评估。众人将分享观点，讨论加强风险管理框架处
理现今与未来风险所需，以及早先全球平台承诺的报告回应所需。报告及知识共享产生的重要信息是关于如何
通过降低风险以保护发展、支持可持续发展工作，其目的在于设计出 2015 年后的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经过一系列的展示、主题辩论与创新性接触，并将减轻灾害风险领域的大量专业知识经验结合起来
后，UNISDR 确实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兵库行动框架战略目标的步骤：实质地减少生活中、社会中的灾害损失
以及社区与国家的经济环境资产损失。 

所有社区都面临着大量的灾害威胁。必须开发出有效、经济的战略帮助支持那些等待援助的社区处理自然灾
害。有着风险易发的阿尔卑斯山区环境的瑞士早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进行自然灾害管理，现在瑞士有理由说通过
综合性方法可以成功地管理目前风险。依照“了解风险、做好准备”（know your risk and be prepared）的理
念，管理灾害、与灾害共存的必要前提就是了解灾害。 

我们的广告词是：“投资预防！”（prevention pays!）投资于减轻灾害风险能保护生命、生活、公共资产与
私人财产。

在日内瓦召开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并支持 UNISDR 在增强全世界灾害复原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既是我们的权
力又是我们的义务。

本人谨祝此次会议硕果丰收，在共筑有复原力的将来方面有丰富的交流和全新的合作关系。

马丁·达辛登（Martin Dahinden）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署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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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到 2 年时间，国际社会将再次展示一项全球解决方案以构建世界的灾害复原力，该方案是基于十多年
来收集到的当地、国家与地区经验。

近 13 年来，灾害经济损失已经达到 2.7 万亿美元；自 2000 年以来，每小时损失 1620 万美元。如此大的
经济损失是无法承受的。在同一时期内，29 亿人受到灾害影响，平均每天受灾害影响的人数超过 65 万人，
这些数字看起来无比刺眼，提醒了我们所面临的紧急情况。
  
因为我们正在迈向 2015 年，我们所有人必须完全地保证“投资今天，共筑更加安全的明天—有复原力的人，
有复原力的星球”。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中的大部分讨论内容必须是关于目前正进行的 2015 年
后灾害复原力计划的全球磋商。
  
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所有与会者了解到自从 2005 年兵库行动框架出台以来，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学习。 
  
今天，我们了解到尽管从 2005 年以来，我们取得了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并不平均。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
坦、泰国、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已经证实了针对性社会防护措施是经济实惠的而且能减低脆
弱性。 
  
2012 年北美爆发的旱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的灾害。根据目前的估计，它的花费在 500 亿美元到 800 
亿美元之间。对于非洲角来说，这种反复的自然灾害也仍旧是一个问题，这证明了旱灾缺乏国家与国际关注，
未被深刻理解。 
  
2011 年，破坏性季风造成东南亚 63 亿美元的生产损失。这一大灾引发了重大供给冲击，使该地区的国内
生产总值降低了大约 0.9%。2010 到 2012 期间内，相互关联的世界的贸易与经济关系也被突出了出来。 
2011 年 3 月的日本地震与几个月后的东南亚洪水暴露了基础设施与城市管理方面的薄弱。这两个事件将减轻
风险灾害团体组织的案例转化为了共同的风险管理项目。 
  
因此，2013 年全球平台将特殊关注三个关键领域。首先是私人企业对于灾害风险管理的投资—一个为业务、
公司以及社会创造共同价值的机会。其次是社区、网络和支持性政策在构建复原力方面的工作。第三是当地和
国家政府及其承担的 HFA 实施工作，还有其在 2015 年后的后续框架内构建灾害复原力的行动纲领。
  
此次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可能是我们展望 2015 年在日本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的最佳时机。我们带到日内瓦的
经验与依据、我们进行的商讨与达成的共识将成为构建未来的关键因素。 

玛格丽塔·华斯卓姆 （Margareta Wahlström）
减灾事务 
特别代表。

前言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6

联合国减灾署

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1990-1999）通过的最终声明
承认了大规模灾害的全球威胁性日益上涨。这就要求
采取决定性行动以保证未来地球更为安全，并将风险
管理与灾害减轻确定为未来政府政策的核心。

横滨战略（1994）与日内瓦减灾宣言战略性文件， 
《二十一世纪更安全的世界：减轻风险与灾害》
（1999）被确定为指导性文件。两个文件都建议维护
并加强国际减灾框架。

联合国大会在 1999 年十二月通过了“国际减灾战
略”并成立的 UNISDR 作为秘书处以确保该战略的
实施。 

联合国减灾署（UNISDR）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减灾
事务。它也监控国际全球减灾计划的实施—《2005-
2015 兵库行动框架》（HFA）：减灾事务联合国大
会在 2005 年一月于日本通过了“构建对抗灾害的国
家与社区复原力”。

此外，UNISDR 促进了周期性风险审核的准备以及通
过全球减灾评估报告进行的评估，UNISDR 还通过 
HFA 监控工具对 HFA 的实施进行监控。 

联合国减灾署也参与全球宣传和外展工作以提升减灾
意识、加强复原力构建。世界减灾活动—使城市具备
复原力—我的城市准备就绪是一项重要的项目。   

最后，UNISDR 推动了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的发展，这一框架将在 HFA 完成其 10 年
期后接替 HFA。

UNISDR 的主要办公室位于日内瓦（瑞士）。它还有
五个地区办事处分别位于：驻欧洲办事处，布鲁塞尔
（比利时）；驻美洲办事处，巴拿马城（巴拿马）；
驻阿拉伯国家爱办事处，开罗（埃及）；驻亚太办事
处，曼谷（泰国）；驻东非、西非、南非办事处，内
罗毕（肯尼亚）。UNISDR 也在仁川（大韩民国）开
设有驻东北亚办事处（支持全球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也在纽约（美国）开设有联络办公室，在神户（日
本）、苏瓦（斐济）、波恩（德国）、阿拉木图（哈
萨克斯坦）和里约热内卢（巴西）开设有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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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电邮 :globalplatform@un.org
电话 ： +41 (0)22 791 94 43

安全
仅持有有效胸牌的注册参加人员有权在国际会议中心
访问全球平台。

计划和日程表
计划和日程表的更新与任何变更都将被张贴在会议中
心的显示器及网站上 ：www.preventionweb.net/go/
gpdrr13

文件
第四次会议的可用文件将被发布在全球平台网站上。可
在会议中心的咨询台取用。官方书面声明、全体大会的
日常广播以及专题活动的录音将被在线公布。

技术
会议中心提供互联网接入、Wifi、计算机、电话、传
真、视频投影机和活动挂图。

口译
全体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和专题活动将提供联合国六
种官方语言的口译服务 ：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
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媒体
今年的全球平台组织了一系列媒体支持性活动。包
括：采访高层与会人员的机会；由著名广播记者主
持的高层圆桌和全体大会直接媒体提要的即使网上直
播；高层与会人员的日常新闻采访以及全体大会于专
题活动的采访。获得资格认证的记者能在活动期间全
程使用提供 WIFI 接入服务的媒体中心。也可以通过
媒体观看新闻发布会、了解新鲜故事以及活动与议题
的每日综述。平台的结果将被公布到 UNISDR 网站。

食品与点心
咖啡与点心吧在 5 月 19 日 至 23 日每天 07:30 
至 17:00期间营业。会议中心有一间咖啡厅风格餐厅
从 12:00 营业至 15:00。请注意不允许在会议室吃
喝。会议中心没有用餐设施。会议中心附近有大量餐
馆，包括 ：

Romana 饭店
Rue de Vermont 37,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4 82 86

Japonais Sagano 饭店
Rue de Montbrillant 86,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3 11 50

Ariana 饭店
Rue de Montbrillant 83,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40 07 67

万国宫酒店
Rue de Montbrillant 87,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4 35 45

le Trèfle d’Or 饭店
Chemin Louis-Dunant 13,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3 56 05

Thai Phuket 饭店
Avenue de France 33,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4 41 00

新上海饭店（Restaurant New Shanghaï）
Rue de Montbrillant 90, 1202 Genève Suisse
电话： 022 734 00 81

日内瓦公共交通
入住日内瓦酒店的宾客一般可获取一张单日免费公交
（巴士和火车）卡。交通信息请访问：www.tpg.ch

协助
可向咨询台要求协助。紧急情况下，国际会议中心 -1 
楼有医务室，医务室内有一个两人的医疗小组。

NB：请注意 5 月 20 日星期一是瑞士官方 
节假日。 
公共交通在周日会运行，此外，很多商店饭店都
不会营业。 !

实用信息
请于 5 月 19 日至 23 日期间访问咨询台获取有关全球平台的指南或问题帮助，咨询台位于会议中心入
口附近（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88

协商会议一览 
5 月 19 日 星期日 时间 房间 楼层
 

拯救儿童——准备会议  10.00 - 17.00 13 2 楼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第九科学委员会会议 （第一天） 10.00 - 17.00 14 2 楼

阐述基层合作关系： 
打造社区复原力 10.00 - 18.00 7+8  2 楼

改进的政府地震风险管理 12.30 - 15.00 15  -1 楼

阿拉伯地区磋商会议(UNISDR) 15.00 - 17.30 18 -1 楼

5 月 20 日 星期一 时间 房间 楼层
 

东盟磋商会议（凭邀请函入场） 09.00 - 10.30 CCV Rhône CCV 大楼

减灾之私营部门合作 ：年会 09.00 - 13.00 CCV C CCV 大楼

科学技术网络磋商会议 09.00 - 14.30 14 2 楼

“为了更安全的世界” 全球性防备从业者网络 （凭邀请函入场） 09.00 - 15.00 3+4 0 楼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第 9 届科学委员会会议 （第 2 天） 09.00 - 17.00 CCV Arve CCV 大楼

DRR 信息和知识管理 （凭邀请函入场） 09.00 - 18.00 社区空间 CCV 大楼

减轻灾害风险的有效、规范框架（凭邀请函入场） 09.15 - 12.30 CCV A CCV 大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国家平台 10.00 - 13.00 18 -1 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社区 10.00 - 13.00 13 2 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 10.00 - 13.00 2 0 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政府间组织 10.00 - 13.00 CCV D CCV 大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市长和当地政府 10.00 - 13.00 7+8 2 楼

DRR 磋商的立法者和管理- 议会法规专家 10.00 - 12.30 CCV B CCV 大楼

UNISDR 哥本哈根团体会议（凭邀请函入场） 11.00 - 13.00 CCV 议会厅 CCV 大楼

2015 后发展日程中的 DRR （政府磋商） 12.30 - 14.00 CCV A CCV 大楼

政府指南的发布：针对青少年的复原力行动（凭邀请函入场） 13.00 - 16.00 13 2 楼

适应与 DRR：找到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连贯方法（挪威） 13.15 - 14.45 2 0 楼

CDEMA （加勒比）磋商会议（凭请柬入场） 14.00 - 15.00 CCV E CCV 大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私营部门 14.00 - 15.00 18 -1 楼

亚太地区简报（UNISDR） 14.00 - 15.30 7+8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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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 星期一 时间 房间 楼层
 

同业互查的权力 - 政府眼中的 HFA 执行（UNISDR） 14.00 - 15.30 CCV Rhône CCV 大楼

葡语系的DRR平台  14.00 - 15.30 CCV 议会厅 CCV 大楼

灾难频繁国家在预防和准备系统中的作用 
（德国、波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4.00 - 17.00 CCV A CCV 大楼

关于打造城市复原力计划的多利益相关者对话 
（联合国人居署）（凭请柬入场） 14.00 - 18.00 CCV C CCV 大楼

CAPRADE （安第斯山脉地区）磋商会议（凭请柬入场） 15.00 - 16.00 CCV E CCV 大楼

商务连续性与危机模拟 15.00 - 17.00 18 -1 楼

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利益相关群体讨论的巩固 15.00 - 17.30 3+4 0 楼

应急与健康 DRM 的主题平台（世界卫生组织） 15.00 - 18.00 14 2 楼

亚洲地区平台负责人磋商（凭请柬入场） 15.30 - 16.30 CCV Jura CCV 大楼

与非洲代表团进行区域磋商（UNISDR） 15.30 - 17.00 CCV Rhône CCV 大楼

金砖五国磋商会议 15.30 - 17.00 CCV 议会厅 CCV 大楼

CEPREDENAC（中美洲） 
磋商会议（凭请柬入场） 16.00 - 17.00 CCV E CCV 大楼

 DRR 欧洲论坛（EFDRR）（凭请柬入场） 16.00 - 18.00 7+8 2 楼

美洲地区磋商会议(UNISDR) 17.00 - 18.30 CCV Rhône CCV 大楼

催化器：灾害危险的减少和适应能力发展（凭请柬入场） 17.00 - 19.00 CCV E CCV 大楼

关于雅温德行动计划的中非圆桌会议 
（ECCAS、OCHA、ROWCA/EPS） 17.30 - 18.30 CCV D CCV 大楼

转危为机 - 主流生态系统的管理、DRR 与 CCA 18.00 - 19.30 18 -1 楼

参与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三次会议。 
照片来源：联合国减灾署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1010

议程一览
5 月 21 日 星期二 时间 房间 楼层

开幕仪式  09.30 – 10.30 1  1 楼
全体会议：有复原力社会的私营部门 : 

成功的要素  10.30 – 12.30 1  1 楼

高层 对话会议 （凭邀请函入场）  10.40 – 12.30 5  3 楼
附属活动（详情见节目表和时间表） 13.00 – 14.55  

正式声明  15.00 – 18.00 1 1 楼
非正式全体会议：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HFA2） 15.00 – 18.00 2  0 楼
专题活动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DRR 合作 15.00 – 18.00  3  0 楼
专题活动 灾难风险管理的优化融资 15.00 – 16.30  4  0 楼
专题活动从共受风险到共享价值：DRR 的商业案例 16.45 – 18.15  4  0 楼
全球评估报告（GAR）与有形地球：
全球风险经验  18:15 - 18:35   1楼餐厅

瑞士主办的招待宴会 18:35 - 20:00  1 楼餐厅

5 月 22 日 星期三 时间 房间 楼层

全体会议  社区复原力 – 打造有复原力的国家 09.00 – 11.00 2  0 楼
正式声明  09.00 – 13.00 1  1 楼
专题活动多变气候中的旱灾复原力 11.15 – 12.45 2  0 楼
专题活动 HFA2 –让世界从此变得不同的女性 11.15 – 12.45 3  0 楼
专题活动传统和复原力 11.15 – 12.45 4  0 楼
附属活动 （详情见节目表和时间表） 13.00 – 14.55 
非正式全体会议：2015 后 DRR 磋商框架 （HFA2） 15.00 – 18.00  2 0 楼
正式声明  15.00 – 18.00 1  1 楼
专题活动将科学与技术应用到 DRR 的政策和实践中 15.00 – 16.30  3  0 楼
专题活动 我们想要的有复原力的未来 ： 

灾害风险减轻之儿童篇 15.00 – 16.30  4  0 楼
专题活动更安全、有复原力的社区所渴求的卫生行动 16.45 – 18.15  3  0 楼
专题活动2013 年全球评估报告：风险的新现象 16.45 – 18.15  4  0 楼
笹川环境奖颁奖典礼  18.30 – 19.15 2  0 楼
笹川环境奖招待宴会  19.15 – 20.15 餐厅 1 楼



有复原力的人—有复原力的星球 1111

5 月 23 日 星期四 时间 房间 楼层

全体会议政府与 DRR：可持续的约定 09.00 – 11.00  2  0 楼
正式声明  09.00 – 13.00 1  1 楼
专题活动灾后的恢复和复原力的建设 11.15 – 12.45  2  0 楼
专题活动打造城市规划和投资中的复原力 11.15 – 12.45  3  0 楼
专题活动适用于商业和公民的灾害风险管理 11.15 – 12.45  4  0 楼
附属活动（详情见节目表和时间表） 13.00 – 14.55
闭幕全体会议和主席总结 15.00 – 16.30 1  1 楼
闭幕仪式 16.30 - 17.00 1 1 楼

5 月 24 日 星期五 时间   地点

实地考察（由瑞士政府主持） 08.00 - 18.00  罗纳河谷

辩论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三次会议
照片来源：联合国减灾署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12

未雨绸缪：走向复原力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0:40 - 12:30

5 号会议室

凭邀请函入场：由国家领导人、高级部长和首席执行
长官参加的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提供了一次罕见的
机会，以促进打造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国家这一大胆
新举措。领导阶层在风险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领导
者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不
断加剧，大到全球小到家庭，对各商业企业和经济体
均产生了有形的影响。同时，我们对风险驱动者的了
解越来越多。疏于考虑灾害风险，人们盲目地进行了
大量用于发展壮大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于是导致
了脆弱的基础建设、失业率增加、卫生、教育设施
被废弃，种种恶果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长久 
的影响。

本次高层对话活动适逢其会，国家与地方政府领导
人、公民、私营部门均采取了合作的形式来开发出一
套 2015 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以期大大
缓解、预防和减小灾害风险和损失，并打造自身复原
力以应对新的、更复杂的风险。  

参加此次高层对话的高级领导者们将应邀提出大胆的
举措，以保证其国内、国际的努力均为促进应对此类
挑战的整体响应而专设。他们还将应邀提出灾害减轻
在实用领域的主要新举措——产生重大成果、促进风
险管理方面的协作、为国家和社区带来社会经济效益
的新举措。

高层对话会议（凭邀请函入场）

12
预测海平面将上升至西澳佩斯科特斯洛海滩。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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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后灾害风险减轻 
（HFA2）框架 

 

组织方：UNISDR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5:00 - 18:00

2 号会议室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5:00 - 18:00

2 号会议室

在《兵库行动框架（2005 - 2015）》中，各国政
府将打造国家和社区的灾害复原力视为首要目标。
联合国大会（决议 67/209）要求 UNISDR 为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提供广泛的、兼容
并蓄的、有效的支持。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是“2015 后灾害
风险减轻框架”磋商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意味着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里约 +20 成果执行
的开始。  

非正式全体会议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巩固观念提
供了机会，也为他们对“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
架（HFA2）”发展的进一步磋商的议题识别提供了
机会。非正式全体会议为开放式对话和自由讨论提供
了空间。

有关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之间进行
的“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磋商的
一份综合报告以及一份 2011 - 2013 年期间 HFA 
进展的总结报告为非正式群体会议提供了背景材料。

在5 月 20 日星期一的全球平台上涉及人员提出的和
主题磋商中产生的观点也可能带来新增的看法，这些
新增看法也能加入到商讨中。

非正式全体会议讨论的报告将作为主席总结和全球平
台上 HFA2 磋商成果报告的支持文件。

非正式全体会议

13



有复原力社会的私营部门 : 
成功的要素
组织方：UNISDR–私营部门顾问团，灾害风险减轻 - 私营部门合作方成员

由于直面灾害的工业资产和私人财产的快速增加，每
年的经济损失现已超过 1 千亿美元。截至 2030 年，
全球将有超过 200 万亿美元的资金被投入到城市基
建，其中 85% 的投资将来自私营部门。对于未来投
资的复原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将至关
重要。目前世界上 80% 左右的投资来自于私营企业。
跨国公司以及中小型企业的投资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世
界：他们提供了运输、饮用水、电、办公室和住房。
还有在操作程序、系统和界面方面的“软性”投资。 

全体会议将会通过重点讲解美国旧金山、菲律宾马尼
拉和日本仙台三个城市之间建立的创新的合作关系的

案例分析来引进复原力投资的理念。这些协作案例
中，有公司之间的协作，也有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
间的协作。良好实践的事例、赋权法例（例如建筑规
范）、激励机制（税收、许可证）、工具和方法都将
成为讨论的主题。此类案例也可作为关于“如何将气
候和灾害风险与私营投资者的投资规划和决策结合起
来”的讨论的经验基础。 

全体会议将会阐明“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相关复原力投资的机遇与挑战，以供 
参考。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0:30 - 12:30

1 号会议室

全体会议

14
威尼斯水灾意大利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有复原力的人—有复原力的星球 15

社区复原力：有复原力的国家
之基石
 

组织方：社区实践者防灾平台、灾害减轻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

在灾害风险减轻领域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中，其中一
条就是呼吁当地采取行动和社区参与到复原力建设
中。由社区推动的方法植根于这样的务实认知——承
受灾害后果的人民，无论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
农民或工人、抑或中小型企业主，都具备打造复原力
的独特能力。社区是我们可借以减轻灾害风险的最强
大但却未开发的国家力量资源。社区固有的多样性本
身就是一种资源；创新来自于处境困难的社区，也来
自于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都会中心社区。 

以社区为主力的减灾方法也需要挖掘当地对灾害风险
的应对意识——社区成员、当地组织是变革的驱动
者，而变革必须来自内部，并且合法而持久。通常可

在人类共同关心的领域找到合作的关键切入点，诸如
就业、住房、教育和基建方面的漏洞。为了维持并扩
大成果，世界上的地方社区均已开始创新和验证促进
复原力发展的方法；与地方政府、国家政府、民间
组织、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来支持以社区为主力的减 
灾战略。

全体会议将着重考虑减灾中行之有效的、以人为本的
方法。会以将会发起关于以下原则的对话，包括能够
有力支撑 HFA2 的原则，能促进“有利环境支撑社区
间、社区内合作关系达到从根本上减轻灾害风险的效
果”的新思路的原则。

全体会议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09:00 - 11:00

2 号会议室

15
对学生进行紧急培训

照片来源：联合国减灾署



政府与 DRR：可持续的约定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

《兵库行动框架（HFA）2011 年中期回顾》强调指
出自 2005 年起，围绕着减灾复原力，框架的执行
已经在国际上和各国内部引发了重大的国际和国内政
治势头和实际行动。多国政府报告了在 HFA 执行中
取得的重大进展，例如有关减灾管理的国家法律的制
定、国家级平台或协调机构的成立，以及在学校课程
中融合减灾知识。

值得肯定的成果是，至少在气候相关灾害中，死亡率
风险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极端事件引发的经济
损失仍然保持飞涨的势头，诸如美国东部海岸发生的
超级风暴桑迪、日本地震和海啸、非洲农作物受损以
及泰国曼谷地区洪水，这些事件对直接受灾区域外的

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连锁反应。政策与实际执行之
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而责任不明确的缺点也十分
明显。而国家与地方的减灾资源配置之间也存在较大
差距。

许多国家将减灾视为地方职能，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将
资源和能力从国家逐级分配给省份/城市/地区。即便
有此类规定，许多地方政府还是缺乏规划和执行预算
的能力。 

全体会议旨在确定可加速、扩大减灾的政治关注的措
施，并确认《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
》包含事物的优先顺序。

全体会议

星期四 
2013 年 5 月  

23 日
09:00 - 11:00

2 号会议室

1616

联合国秘书长授予印尼总统“全球首个灾害风险减轻冠军”的荣誉
称号
照片来源：UN/Mark Garten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DRR 合作
 

组织方：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UN-

OHRLLS）与 UNISDR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灾害频发，不论是天灾
还是人祸。SIDS 的灾害经历经常作为其他国家在将
来可能面临的情况的写照。SIDS 应对灾害的毁灭性
影响时的无力表现严重地影响到了其自身发展。当 
SIDS 在实施减灾措施取得突破时，不论是 SIDS 本
身还是其发展伙伴均迫切需要加大在减轻灾害损失和
实施国家、区域和全球框架（包括《兵库行动框架》
及其延续）方面的努力。

本专题活动将会号召与会各方对关键问题采取行动，诸
如能力建设、灾害风险管理、教育、适应性措施、传统
知识和气候变化的缓解以加强 SIDS 灾害复原力。出于
加强 SIDS 复原力的共同目的，活动中将让世界上最弱
势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和专家进行互动洽谈。

讨论还将为 2014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第三次国际会
议作准备，并且帮助形成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涉及
到最弱势国家的减灾方面的思路。

专题活动

17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5:00 - 18:00

3 号会议室

17
当地渔船。太平洋  

照片来源：联合国/Martine Perret



灾害风险减轻的优化融资
 

组织方：世界银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UNISDR

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与日俱增。虽然灾后政府为
承担责任会准备庞大的预算，但是在财务范围内的减
轻风险投资不到位的趋势以及准备不足还是很常见。
然而，当灾害风险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内源物时，多种
风险敏感型政策可融入到国家财政规划框架内。在全
球范围内，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对国家灾害财政进行评
估，以及对灾害财政在灾害风险管理（DRM）中对提
供最佳投资决策依据的公共财政的影响进行评估。财
政灾害风险估计为将风险明码标价，使得更加系统化
地针对不同风险消减、滞留和转移策略进行成本收益
分析成为可能，也使得正在寻求复原力建设的政策制
定者们能够制定精明的决策。
各国政府正在付出极大努力，根据对其或有债务的理
解更新其 DRM 财政策略，并生成灾害风险财政档
案。在此背景下，政府与商界双方将灾害风险理解为
对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关键，本活动将召集各国政
府和世界领先商业机构共同探讨有效的 DRM 公共 
财政。

本专题活动将特别探索作出关于 DRM 财政英明决策
所必须的信息以及首要的财政风险评估需求，研究不
同环境下的减灾公共投资和风险融资优化框架，以及
政府如何才能促使风险敏感型私人投资与 DRM 公共
融资互补并进行管理。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5:00 - 16:30

4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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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受风险到共享价值 ： 
灾害风险减轻的商业案例 
 

组织方：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UNISDR - 私营部门顾问团

大型商业活动直面自然灾害和“特大型灾害”的几率正
在大大增加。商业价值链不仅仅遭遇了而且正在产生新
的缺陷。迄今为止，多数公司尚未将灾害风险视为关键
商业风险的一部分。同时，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找到合适
的激励机制以促进对灾害风险和复原力因素的投资。

在此背景下，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联合国均已认
同了对更有效的私营-公共灾害风险管理的需求。双
方携手共同开发一个平台和过程，以促进私营部门
内部的、公共部门和私营实体之间的可持续协作。 

于 2012 年开始进行的该举措的试验阶段已验证了商
业界对建设性的交流、相关工具、实践观察和与公共
部门之间的联系的极大兴趣。

本专题活动的参与者包含了高级商业领袖和国家政府
代表，他们将分享对有效的公私部门灾害风险管理的
各种观点。活动中还将展示某些世界领先公司的风险
管理实践，并重点强调政府和商界合作减轻灾害风险
的案例。它将成为公私部门面向 2015 年联合灾害风
险管理新举措的起点。

星期二 

2013 年 5 月  

21 日
16:45 - 18:15

4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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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气候中的旱灾复原力
 

组织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UNCCD）、世界气象组织

（WMO）、拯救儿童基金会

目前还有许多国家面临着旱灾风险量化的挑战，并急
需落实一系列减少长期风险所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此
外，根据《关于极端事件的 IPCC 特别报告（IPCC/
SREX, 2012）》，气候变化也正在扩大了影响水源
和温度的路径的可变性，还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农业
生产减少。

本专题活动将会估量 2013 年 3 月 11-15 日召开的
国家级别旱灾政策高层会议成果，并把某些国家的经
历引入到关于“好的国家旱灾政策构成因素及其运用
中的挑战”的小组讨论中。

政府和区域组织的观点，主要来自非洲，将有助于在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的背景
下，提出关于改良政策、扩大投资、提升旱灾风险管
理的能力发展所必须的步骤的建议。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1:15 - 12:45

2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20
Sousevlei 附近的沙丘。纳米比亚
照片来源：UN/约翰 埃塞克



有复原力的人—有复原力的星球 2121

HFA2 –让世界从此变得不同的
女性
组织方：联合国妇女组织、怀柔社区（基层）、UNISDR

男人和女人同样肩负着帮助预防灾害、消减灾害、灾
后恢复的责任。在社区层面上，女人和女孩的作用非
常明显，然而，在政府、私营部门和多方利益相关者
决策层面始终得不到重视。同时，现有数据不足以判
断受到灾害影响的女性所产生的实际社会、经济成
本。实际上，HFA 进度报告显示，在为 2009 - 2011 
年阶段报告提交了信息的 70 个国家中，有 62 个国
家均未收集、整理关于不同性别弱点和能力的信息。

UNISDR 拥有庞大的拥护者网络。其中有众多女性高级
领导人和政坛官员，包括市长、国会议员等，她们在推
动着灾害复原力的建设。本专题活动将会探讨关于改变
女性辅助作用的不同观点，以期达到以下目标：

- 探讨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减灾方面缺乏对性别的考
虑。这将导致何种协同效应的缺失？为什么？

- 展示在决策中增加女性参与的成功策略。 

- 描述性别视角如何能够转变减灾方法，并针对诸如
食品安全、生命安全、防灾准备和环境保护之类的
议题建设整体复原力。

- 制定一系列策略以保证女性和性别因素为减灾决
策的中心，并在《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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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1:15 - 12:45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2121

气候变化欧洲委员会主席康妮海德嘉女士在 IPCC 
特别报告欧洲发布会上 

照片来源：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照片/大卫 普莱斯



遗产与复原力
组织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灾害

风险防范委员会（ICOMOS-ICORP）、保护和恢复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心（ICCROM）

天灾人祸可对社区造成悲剧性后果，不论是生命或财
产的损失还是对社会和经济结构造成的破坏。而在这
方面经常受到忽视的还有历史和文化遗产遗迹的破
坏，它们越来越容易受到灾害的影响。这种破坏往往
超出了灾害带来的有形损坏，而是对社会造成难以计
算的损失。然而却经常被忽视，或者得不到广泛关
注。 

不论是出于文化意义（作为历史资料来源、身份象
征、社会荣誉感和归属感）还是出于广泛的社会经济
价值（包括旅游业），文化遗产的损失可能会对人民
造成额外的负面影响。 

然而，在目前这个所有关注都集中在拯救生命和保护
财产的时代，面对灾害，遗产不仅仅是责任或被动
的“受害者”。它还是灾害发生前后，有助于加强社
区复原力的必要资源。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促使我们设立一个有关发展的新议
程，促使我们大胆投入“ 2015 年后框架”的复原力
建设。本专题活动将介绍各个国家政府、市长、民间
团体、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作出的承诺，即把文化遗
产作为社会福祉的基本资源和未来几代人的复原力资
产般进行保护。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1:15 - 12:45

4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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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文化遗产。意大利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将科学与技术应用到  
DRR 的政策和实践中
 

组织方：UNISDR 科学技术顾问团

本专题活动为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次探
讨“如何在政策发展-、决策与规划中把科学知识和
专门技能更好地转变成公共用途”的机会。

科学帮助人们理解了危险和风险，还帮助人们对减灾
和建设复原力产生了新的看法和方法。然而，只有在
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们之间的合作提升了社区之间
互相取长补短的能力和信任之后，它才能为减灾政策
和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降低人民生命和生计的风险，我们应如何将理论
知识融入实践？

本专题活动旨在探索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有效
合作。更具体地说：即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减灾相关的
科学、政策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并且更好地开展更高
水平的合作。主要目的是确认《2015 年后灾害风险
减轻框架（HFA2）》的相关领域，以应用到减灾政
策和实践中。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5:00 - 16:30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2323
特拉华州地质勘探。美国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24

我们想要的有复原力的未来：
减轻灾害风险之儿童篇
 
组织方：国际计划组织、拯救儿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减灾署、世界宣明会

本互动会议将会以儿童的心声为中心，重点讨论针对
儿童的减灾，以及与儿童共同进行减灾。会议将通过
灾难频发地区的儿童和成人减灾利益相关者、代表了
政府、捐助者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者之间围绕“如
何携手打造属于我们的未来”展开建设性的有利对
话，提升儿童目前和将来所关心的、关于儿童的减灾
优先级。

减少儿童灾难风险契约以及全球平台 2011 年儿童主
题圆桌会议将会强调为减少灾害风险所必须完成的任

务，以及儿童的建议。后续会议将会聚焦于如何在实
践中达到这个目的，提供成功完成的详实事例。 

会议的预期结果将包括儿童对《2015 年后在职风险
减轻框架》（HFA2）提出的建议和优先事项，探讨
儿童如何进一步参与截至 2015 年的活动，以及我们
如何携手合作以保证儿童在 HFA2 中成为有优先权
的、主动的利益相关者。

专题活动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5:00 - 16:30

4 号会议室

24
渔村的儿童。印度尼西亚
照片来源：费迪尔 贝西米勒



更安全的、有复原力的社区所
渴求的卫生行动
 

组织方：CBM、英格兰公共卫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红十字联合会

以及红新月会（IFRC）

卫生是所有社区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存在灾害风险的
社区。死亡、受伤、疾病和残疾，以及其他卫生问题
都是灾害对社区产生的影响的指标，也是紧急事件发
生前、中、后风险减轻集体行动有效性的指标。 

正如减灾，卫生也是一项共同责任：保护人民健康
是所有部门减灾工作的中心。从社区到国家层面，
当地减灾行动、卫生复原力系统、卫生部门和跨部
门应急能力的增加和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国际卫生 
条例（2005）》的落实都是更安全、更卫生社区的必
要成分。

从事残障团体工作的卫生部长、跨部门减灾负责人、
组织和个人以及 WHO 将汇聚一堂，分享他们在达

成全危险、跨部门应急和卫生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经
验、规划和观点。《关于残障和卫生部门紧急事件的
指引摘要》即将发布，以期引起社会对影响到社区和
未来减灾实践的关键议题的广泛关注。

若未来行动中的跨部门紧急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的
行动不能讲卫生放在首位，人类卫生的未来将危如
累卵。发言人将针对《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把卫生放在重
要位置，以保持人类安全、健康，并支持所有部门的
可持续发展，为与会者设定互动对话的背景。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2 日
16:45 - 18:15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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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南亚地震 

照片来源：WHO/ Chris Black



2013 年全球评估报告： 
风险的新现象
 

组织方：国际工程数值方法中心、林肯大学、弗罗里达国际大学、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拯救儿童、融合资本集团、UNDP、UNISDR

《灾害风险减轻全球评估报告（GAR）》是联合国在
全球灾害风险和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旗舰性出版物。
该两年一刊出版物的第三版，标题为《从共受风险到
共享价值：灾害风险减轻的商业案例》：提出了依据
的新主体，该主体突出了全球经济在过去 40 年内的
转型是如何增加了高、中、低收入国家的灾害风险、
影响了商业和社会。 

专题活动让所有人对《全球评估报告》的支撑工作加
深了解，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运用报告主要发现的思
考。活动包括了讲解和讨论：新 GAR 概率性全球风

险模型；衡量灾害损失、经济风险和复原力的独特数
据和方法；各国政府的《2011 – 2013 兵库行动框
架》自评结果；对减灾中商业的作用以及有效的灾害
风险管理中公私合作关系的作用的新发现。

座谈小组由报告的领头作者和主要贡献者构成，活动
将会包含大量的问答形式。参与者将应邀积极地辩论
如今的全球风险和风险减轻工作，以确认和激励公共
部门和私人在复原力上的投资。

专题活动

星期三  
2013 年 5 月  

21 日
16:45 - 18:15

4 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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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的恢复和复原力的建设 
 

组织方：世界银行（GFDRR）、UNDP-BCPR、欧盟合作方

本专题活动由世界银行（GFDRR）、联合国发展计
划署（UNDP-BCPR）、欧盟与各国政府共同组织。 

此次拟定会议的目标有：(a)各国政府分享各自在灾
害恢复方面的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以及(b)国际发
展伙伴展示进行中的和即将来临的关于灾害评估和恢
复规划的指导性说明和产物。本专题活动将重点讲解
日本、印尼和巴基斯坦政府在灾后恢复经验中的案例
分析。本活动还将发布《灾后需求评估（PDNA）指
导》，同时，也让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民间团

体的与会者们围绕《灾后恢复框架（DRF）指南》的
准备工作畅所欲言。座谈小组将会探讨灾后恢复规划
和良好恢复实践制度化的各方面问题。这将包括与会
者给出的关于国家案例分析和会议上展示的知识产物
的完成和宣传的下一步工作的反馈。 

活动成果是为了凝聚在良好实践过程、系统和标准上的
共识，培养各国能力，应：（a）开展灾后恢复政策制
定和规划；（b）努力达成兼容并蓄的、合理的灾后恢
复；以及（c）鼓励长期风险减轻和复原力建设工作。

星期四 
2013 年 5 月  

23 日
11:15 - 12:45

2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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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12 日太子港地震后，某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海地

照片来源：UN/罗根 阿巴西 



专题活动

决定一座城市或城市地区复原力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各种
灾害和风险对人民和资产的影响；比较集中的人口和频
繁的经济活动是必要因素。也就是说，健全的城市规划
和设计非常关键。然而，政策制定者、政治家、规划人
员和开发人员如何才能坚持减灾城市规划原则呢？有什
么能够激励人们更好地进行复原力规划呢？

规划工作需要进行观察、参与、对目前和将来的风险有
适当的了解，而这种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国土安全和基

础服务的规划工作的实行需要政治领导和决策。这是当
今全世界快速城市化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专题活动旨在通过多个城市市长、企划人和私人开发
商之间的经验分享，探索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技术
方案之间以及政治决定和管理之间的差距。

星期四 
2013 年 5 月  

23 日
11:15 - 12:45

3 号会议室

打造城市规划和投资中的 
复原力 
 

组织方：UNISDR、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专题活动

28
东京市区，行人正走在著名的涩谷斑马线上。日本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专题活动

29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强烈呼吁
各国开发更严格的减灾有效性衡量标准和指标。

专题活动将会提出对灾害风险管理标准和指导如何使
得国家和企业根据减灾要求制定最有效的监管系统。
代表了标准制定机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企业和
审计机构的座谈小组将会提供某些国家的实际经验，

例如，ISO 31000 风险管理标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UNECE）在中亚监管框架中的风险管理工作。

将会重点讨论对于《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利益相关者来说，基于健全的知识和实
践的均衡监管框架的推行需求，以及达成这一点所需
要采取的措施。

星期四 
2013 年 5 月  

23 日
11:15 - 12:45

4 号会议室

适用于企业和公民的灾害风险
管理标准
 

组织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联合

国减灾署（UNISDR）

专题活动

2929
数据中心技术 

照片来源：知识共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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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活动

减轻洪灾风险的自适应办法： 
荷兰与越南的事例
5 月 21 日，星期二，13:00-13:55， CCV A 会议室
组织方：荷兰外交部、越南农业与乡村发展部、荷兰三角洲计划执行长、 
荷兰皇家豪思康宁集团

复原力职业的商业连续性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3:00-13:55 14 会议室
组织方：国际劳工组织、国际雇主组织、国际工会联盟、雀巢集团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各种三角洲地带。在 
2050 年，该百分比将会增长至 70%。这些三角洲社
会的福利和福祉对于减轻未来洪灾风险政策的开发、
措施的执行至关重要。

然而，在这些议题上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处理许多和气
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可通过研
究和知识经验的交流减少这些不确定因素。而且，可
开发一套自适应方法，在“太少，太迟”（投资不
足）和“太早，太多”（投资过度）之间找到平衡
点。扩大灵活性，解放思想，避免“自闭”。如此一

来，自适应方法为短期决定提供了长期远景，例如，
关于老化基建的更换。洪灾风险减轻措施的执行要求
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上的责任政府的完全投入，以
及利益相关者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以带来创新、
技术和管理技能及经验。 

附属活动将提供一个互动平台，以理解这些长期洪灾
风险管理政策是如何开发的，如何在不同国家背景下
实施（越南与荷兰），以及国家如何从应对此类挑战
的合作中获利。来自三角洲地区的、从事洪灾风险管
理的参与者将会受益于本活动。

在面对当前灾害时，当地社区和企业通常互相竞争以
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和资产。附属活动将展示通过有效
的灾害准备，在灾后恢复工作的案例。灾害准备工作
也是商业连续性规划的核心。

协作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能更好地做好灾害准备工作？
其中一些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伴随着各种
转型的创新和文化变迁。附属活动将示范企业家和工
人根据灾害来袭时启用的供应链积极地进行灾害准备
规划和开发适当的商业连续性计划的重要性。

抗灾计划的开发有助于定义可能对业务产生影响的风
险，还有助于减轻灾害影响的策略建议。专题讨论小

组成员将讨论如何使工作更具有复原力，可承受冲
击、建立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培养更好的技能、提
高产量、有助营销以及劳动安全。

通过展示工人和雇主如何制定能够减轻灾害影响、促
成商业快速恢复的预演和应对行动计划，来分享突发
灾害给我们的教训。 

通过展示如何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新工作，为当地社区
造成正面影响，来阐明恢复计划。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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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活动

“我们的约束 – 民间团体眼中的社区复原力
建设”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3:00-14:30 4 会议室
组织方：复原力合作伙伴、行动援助、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灾害风险管理的国际融资追踪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3:00-13:55 18 会议室
组织方：减灾与恢复的全球性机构、UNISDR、FAO

附属活动将聚焦于四个建设社区复原力的组织/合作
伙伴的实际经验。尽管每个组织/合作伙伴的工作均
有各自的指令和特别的专长，但是它们有很多共同
点。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本附属活动将聚焦于对“合
作组织以及更广泛领域（从政策制定者到执行机构到
社区）应如何进行复原力建设工作”的共同愿景，并
提出下列问题：我们目前是什么处境？我们应朝着哪
个方向发展？如何到达目的地？ 

地方层面讨论中突出的主题基础有：衡量与责任；复
原力与救济、发展和环境的联系；明确风险因素；

社区参与复原力建设；减灾和气候变化的综合/主流
化；生态系统保护；发展规划的作用；民间团体、政
府、知识技术中心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活动成果是对 HFA 时期结束时复原力思考程度的理
解。而且，确认使受灾社区能够向着 2015 年后框架
时代发展的元素。包括某些关于《2015年后减轻灾害
风险框架》（HFA2）的关键建议与构想。

对于捐助接收人和捐助人来说，援助流程的透明度是
一项重要工具。更细致全面的国际合作信息可刚好地
支持关于援助分配和目标的明智决策和规划。特别是
对于减灾，由于规范化定义和追踪方法的缺乏，使用
了不当规程对直接投资进行报账或者对部门投资中的
减灾成分进行量化，对援助流动的追踪受到重大挑
战。灾害援助追踪（DAT）举措寻求的是共同开发一
套对减灾、重建和恢复投资进行追踪的国际体系。目
的是：

- 在各种层面上，凝聚关于减灾相关活动的定义和分
类标准的共识。 

- 建立从人道主义量化减灾相关成分和援助流动发展
的条款。

- 整合衍生出的减灾追踪方法。 

- 在全球体系中加入方法和核算程序，例如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债权人报告系统。 

附属活动将发布 DAT 门户（http://gfdrr.aiddata.
org）以及第一份全球 DAT 分析报告。目标是建立捐
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合，以加强减灾相关
援助流动的分类和报告。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
的分析将解释在国家层面上，应急准备工作是如何在
国内和国际进行融资的。将重点围绕为支持国家规划
和决策、对减灾和恢复工作援助的国际追踪和国内核
算规范进行讨论。

有复原力的人—有复原力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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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灾害风险管理气候服务的
好处
5 月 21 日，星期二，13:00-13:55， CCV C 会议室
组织方：WMO 、WHO、UNDP FAO、世界银行、洪灾管理相关项目（AFPM）、 
UNISDR、Centro Internacional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l Fenómeno de El Niño （CIIFEN） 

扬长避短：为了促进 HFA2，体系、军方和民
间应如何有效合作？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4:00-14:55 7+8 会议室
组织方：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第一德国荷兰公司（1GNC）以及其他国际民间
组织 

在最常报道的 10 个灾害中，九个都和天气、水或
极端气候有直接或间接联系，导致严重的生命损失，
侵蚀发展成果。在将来，快速的城市化、灾害频率和
强度的增加以及海平面上升将会产生重大社会经济影
响。其起点是风险定量评价，要求收集充分的灾害信
息、以及关于人口或财产受到的影响、弱点的信息。

由于缺乏国家过往气候的历史数据和分析而无法量
化当地极端灾害特性，这将阻碍到极端气候带来的
社会经济影响的处理工作。气候模型和预报技术的出

现将帮助评估多变气候下的灾害特性，也是风险评估
的核心成分。具备了量化风险信息后，在公私部门方
面有紧密合作的国家得以利用预警系统开发减灾策
略、中期和长期部门计划以及风险融资，以支持复原 
力建设。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旨在支持提供气候信息
和服务，进而支持此类策略的开发。本附属活动中，
知名专家将分享有关气候服务帮助了风险预知管理决
策的国家和地区事例。

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对解决复杂问
题、安全、灾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践告诉我
们，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阻碍了有效的合作，这
在军方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中也十分普遍。从建立
此类机构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的角度，本活动将探
讨如何共同努力减少灾害。

在灾害响应方面，已经作出了许多工作，特别是民间
和军方的合作。在此基础上，军方和民间机构可以能
力互补，若实现了有效互补，可以帮助制定更好的减
灾战略、抗灾、响应工作。

附属活动的成果是对如何增进民间机构、军方和平民
之间的协调以及需要何种策略来培养合作给出建议和
意见。平民和军方机构均参与风险评估。附属活动旨
在激发合作各方参与并帮助《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
轻框架》（HFA2）磋商的强烈积极性。

附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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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安全学校计划的经验分享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4:00-14:55 14 会议室
组织方：减灾知识与教育全球联盟成员

每一年都有许多国家发生巨大惨剧，自然灾害残害儿
童、摧毁他们的校园、中断他们的教育。在 2008 年
汶川地震中， 7400 所学校被摧毁。克什米尔地震导
致 7000 所学校垮塌，2010 年海地地震中 1350 所学
校被摧毁。除了地震之外，马达加斯加的热带气旋也
可导致极端破坏，每年据估计可捣毁 1000 间教室。

一系列全球框架均认识到了全球社区复原力建设中
学校安全和教育的作用。例如，《兵库行动框架》
（HFA）把知识和教育列为五大优先行动之一。在此
背景下，多边和双边发展性金融机构、联合国机构、
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均努力支持各国建设学校对
抗自然灾害的复原力。双边捐助者通过捐助行动者、
直接通过其项目来支持学校安全议程 

目前，许多国家均已开始采取积极支持举措使学校更
有对抗自然灾害的复原力，然而挑战仍在。建设学校
抗灾能力和响应能力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还可通
过复原力结构维度和非结构化维度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达成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结构性措施和政策需要非结
构性行动的补充，诸如风险减轻的应急计划和教育。 

会议重点是学习成功的安全学校举措，将该对话提高
到全球学校安全计划的高度。会议将讨论以下问题：
（i）成功的因素是什么？（ii）打造更安全学校的潜
在全球计划中，关键构建模块是什么？以及（iii）我
们怎样实现成果最大化、如何交流经验？

附属活动

建造
联合国在达尔富尔北部为难民建造的教室 
照片：联合国/阿尔伯特·冈萨雷斯·法兰

（UN/Albert González Farran）。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34

来自前线的观点（VFL） ：民间团体眼中的 
《2015 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4:00-14:55 3 会议室
组织方：灾害减轻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

来自前线的观点（VFL）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灾害风
险参与性监控项目。VFL 是为了了解《兵库行动框
架》对最容易受灾人民的影响而建立的， 迄今已经
运行了六年。最近阶段已经涵盖了超过 300 个民间
团体组织，来自 57 个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的接近 
21000 人。

附属活动将分享最新的 VFL 发现以及民间组织和团
体关于《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磋
商的最新结果。结果包含了必须包含在 HFA2 的关键
因素，反应世界人口中最易受灾的大部分人民的日常
现实。他们生活在贫穷、不安定、无教化、脆弱环境
中，通常是在国家制度薄弱的地区，他们无力应对频
繁发生的小范围灾害。此类频繁发生的小范围灾害不
常见诸报端，未受保险，得不到资源或帮助，特别是
充满了冲突和不安全因素的地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民及其社区如何加强
复原力呢？全球框架如何战略性地支持、实施那些建
立在当地能力和资源上的以社区为主力的方法？来参
加本附属活动，倾听并成为全球网络成员或伙伴，讨
论如何从理解社区方法到响应、灾后恢复，到适应天
灾人祸的极端冲击和压力的角度，开发出一套 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

仅 2011 年，城市受灾损失估计达 3800 亿美元。受
灾最严重的是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日本仙台以及泰
国曼谷。这几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损失不仅仅存在于
直接受灾地区，还来自于国家和全球。经验显示，城
市居民区及其耐受灾害、灾后恢复能力相差甚远。世
界现有人口的 50% 居住在城市里，而且实质预测的
城市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增加，必须开发出能够
加强当地行政能力、居民能力以保护我们城镇中的人
类、经济和自然资产的心方法。

UNISDR 发起的“使城市富有复原力”全球运动已经
鞭策众多城市开展城市复原力建设，已经建立一套成
功的监控机制，可审核并协助城市衡量其在贯彻减灾
中取得的进步。

UNISDR 和 UN-HABITAT 及其合作伙伴，诸如湿
地城市与当地政府联合组织（UCLG）、“使城市富
有复原力”全球运动的合作伙伴将会重点建立明确标

准、城市复原力档案和城市工具菜单。将通过多个利
益相关者输入来发展此类档案。目的是使城市更有可
衡量的复原力。附属活动中，城市、国家政府以及私
营部门人员齐聚一堂，讨论更安全、更有复原力的城
市居住地的战略与建设。

附属活动

打造更安全、更有复原力的城市和居住地
5 月 21 日，星期二，14:00-14:55， CCV C 会议室
组织方：UNISDR、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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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减轻之经济篇：利用减灾投资推动可
持续发展
5 月 21 日 星期二 14:00-14:55 18 会议室
组织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UNDP

目前的千年发展目标（MDG）中没有提及任何灾害情
况。然而，在很多国家，达到 MDG 仍然受到了灾害
损失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关于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新一代 MDG ）的套路，对于减灾社区来说，保证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含有灾害相关考虑是必要的，
以便投入更大的决心和精力来保证灾害不妨碍可持续 
发展。 

附属活动将展示一个经济评估模型以示范减灾投资的
成本收益，以及一个分析框架，以解释减灾投资是如
何使可持续人类发展成为可能的。目标是展示减灾投
资如何在完成、保护发展成果的同时获得回报。

在附属活动中，来自多个拥护减灾的国家的代表将分
享他们在把减灾融合到发展规划中的经验。活动将确
认减灾在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2015 年后灾害
风险减轻框架》（HFA2）中的整合、主流化方式。 

灾害对人民和经济发展影响，特别是大型事件，与日
俱增。在灾害（例如地震、洪灾和飓风）多发地区，
世界人口和经济活动也在增长。减灾是非常复杂的议
题，需要多部门、多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 

政府应承担保护人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但
不能单靠政府达成国家和社区灾害复原力的建设。社
区、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个人应该与各级别政府合
作，以达到风险及其减轻的整体监管。

附属活动将对《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的磋商进程提供支持，特别是能力建设上
加大投资，以及在科学知识和监管原则上更加重视。 

附属活动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与其他科学家和政府
官员从政治、社会和经济视角交流、讨论和辩论政府
在减灾方面的作用和监管。第二个是围绕 HFA2 监管

进行讨论、提出关键建议。成果是分享政府和监管的
信息和知识，识别加强政府作用和监管原则的关键因
素和领域，以及 HFA2 因素。

附属活动

减灾：从政府到治理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3:00-13:55 5 会议室
组织方：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NCDR）、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IHDP 
-  集成风险管理项目（IHDP-IRG 项目）、地球表面处理和资源生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SPRE）、北京师范大学（BNU）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36

包容残障：加大残障人士在《2015 后灾害风
险减轻框架》中的参与力度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3:00-13:55 7+8 会议室
组织方：（BMZ）与 GIZ （德国国际合作协会）、国际残障联盟（IDA）、日本基金会、
亚太减灾网络残障包容性组织（DiDRRN） c/o 马耳他国际

残障人士的自然灾害风险极高。例如，在 2011 年日
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中，残障人士的死亡率高于全体
人口的死亡率。2010 年海地地震中，残障人士同样
受到较大影响。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从社区到国家层
面的减灾规划以及国际框架中对残障人士及其代表未
给予足够包容性。 

在过去几年中，在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协议和文
件中，对残障人士减灾的意识明显加强，例如《残疾
人权利公约》（于 2006 年采用，于 2007 年开放供
签署）以及最近通过的《亚太地区残障人士权利保障
的仁川策略》（2012）。最近于 2012 年 10 月在印
尼召开的亚洲部长级会议中，发表了迄今最先进的关
于残障人士在减灾工作中地位的国际声明。

附属活动中，各国发言人将讲述在各自国家的各种社
会层面上，对减灾工作中残障人士部分所做的努力。
他们将给出《2015 年后 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
）中涉及到残障人士部分的中心思想和建议。

世界上的原住民族均有各自的传统知识，使得他们可
以进行灾害准备、应对，或者得以幸免于难。他们的
方法和实践起源于各自的社会，并一代代传递下来。
直到近代，政策制定者一直都忽视了这一广大的知识
体系，而倾向于以“西式”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减少灾
害、应对灾害方法。 

为了成功地把本土知识整合到减灾政策中，必须承认
本土实践和现代科学方法之间的值得肯定的关系，并
且更深入的理解它们。 

附属活动将围绕本土人民与其非本土同行、社区领导
者之间的减灾工作发起讨论。参与者将学习到刚刚起
步的、寻求降低风险的机会、规划响应策略的本土社
区工作。目标是打造一个广泛减灾社区，从合适的文
化角度，在分享战略和最佳实践的同时，保留对本土

社区现有知识的尊重。

附属活动将会突出有效的减灾方法和策略，包括气候
变化和有公共卫生后果的事件，使之得到普遍贯彻以
克服现有挑战。

附属活动

原住民族在 DRR 中的参与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3:00-13:55 14 会议室
组织方：公共服务通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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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气候下的社区复原力建设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3:00-13:55 6 会议室
组织方：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UNDP、教会行动、苏黎世保险公司 

气候变化的后果是灾害风险对社区和生计总有负面影
响，并且社区和生计正承受越来越多的灾害风险。为
了保证在社区层面上落实有效的风险管理政策，并且
在同等层面上得到财政资源的支持，我们任重道远。 

风险信息的使用，包括气候风险的长期趋势，以及中
期信息（诸如季度预报），是加强社区安全和复原力
的重要成分。它所面临的挑战是保证易受灾人群可在
需要的时候获得急需的信息。这也将加强在家庭、村
庄或邻里层面上采取行动的意识和能力。

附属活动将大致描述一个风险管理方法，分享经验和
教训；通过把减灾与气候变化自适应和消减实践进行
协调，重点讲述一个全盘方法。附属活动旨在确认在
向着《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努
力的同时，如何加强合作并迎接有规模、有效落实的 
挑战。

越来越多的风险模型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数据。
然而，从事政府和私营部门重大决策的人员却仍然不
能获得风险相关信息。许多模型要么是私人拥有的，
要么其适用范围有限。《全球评估报告》（GAR）
首次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了获得全球风险信息
的开放式路径。该评估结果提供为理解和定位风险、
开发可支持有效灾害风险管理的成本收益综合分析方
法、开发复原力风险融资策略所必须的起点。 

附属活动将提供一个互动平台，供参与者理解 GAR 
全球风险评估中可获得的数据、探索在实际中应用数
据的手段，以及使用数据的好处。活动参与者主要为
私营部门中利益相关者、国际组织和国家代表，活动
将讲解数据使用的实用方法。灾害和风险评估专家也
将参加讨论。

可将风险信息用作公共投资规划和风险融资之起点的
政府将从本附属活动中获益。跨国的私人组织可以用
风险数据来提供一个关于不同灾害影响其已投资或拟
投资国家的概览。国际组织可利用该数据来加深对

不同国家的风险的理解，以更好地进行规划和优先 
干预。 

附属活动

随时可用的数据 ：必要的风险信息
5 月 22 日，星期三，14:00-14:55， CCV A 会议室
组织方：UNISDR、 GAR 全球风险评估伙伴（ACSAD、CIMA 基金会、CIMNE 财
团、FEWS NET、GEM 基金会、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组织、NGI 以及 UNEP-GRID）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38

生态系统、复原力和减灾：举证大会
5 月 22 日，星期三，14:00-14:55， CCV C 会议室
组织方：环境与 DRR 的合作伙伴（PEDRR）

《兵库行动框架》包含了对健康生态系统和良好的环
境管理的思考。健康生态系统有助于减少灾害风险，
可通过预防或消减灾害、减少对风险的接触和弱点，
和/或增加当地对灾害的复原力等方式。然而，生态
系统管理中减灾的重要性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生态系统管理是“不后悔的选择”，优点众多：低投
入高收益；由当地人口贯彻；维护工作量少，有审美
价值；碳储存；支持生物多样性，加强对外部冲击的
复原力。尽管如此，但是多数工程师解决方案更加盛
行，生态系统得不到重视或未被视为替代项或补充性
的混合选项。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量化对于提供基于生态系
统或包含了生态系统的减灾主张是非常重要的。附属
活动将展示关于生态系统在减灾中的应用和作用的量
化研究。活动中，将从技术、社会、经济远景的角
度，为生态投资对减灾的重要性提供充分理由。 

活动目标是推广、扩大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减灾工作
的落实，并保证其是可持续复原力发展规划的一部
分。附属活动将为关于《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
架》（HFA2）中环境的作用的讨论提供支撑。 

作为核心业务是理解、管理和承受风险的行业，对于
减灾，全球的保险行业处于一个独特的贡献地位。 

附属活动将大致描绘联合国和世界保险行业在 2012 
年 Rio+20 会议上发布的《可持续保险计划原则》
（PSI），及其对减灾的意义。因为该《原则》已被
世界上许多领先的保险公司采用，并且已促成了联合
国和全球保险行业的最大型合作，活动将深入研究保
险公司怎样在建设社区和经济复原力背景下实施该计
划。 

附属活动将寻求在整个风险管理价值链中，对保险公
司在减灾中的作用的理解——即，理解风险，预防风
险、风险降低以及风险保护。活动将探讨诸如《可持
续保险计划原则》（PSI）的国际努力如何为全球保
险行业、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减灾社区其他成员提供
重大机遇，以及如何在《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
架》（HFA2）中有效地把全球保险行业的输入进行结
构化。

附属活动

保险行业：灾害风险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4:00-14:55 13 会议室
组织方：UNEP 金融倡议项目、UNISDR - 私营部门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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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灾害管理：政策制定新工具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4:00-14:55 18 会议室
组织方：欧洲委员会

灾害风险减轻和打造复原力文化是可持续发展政策的
中心元素，而解决该问题时，需要在各种层面上时刻
保持紧迫感。 

欧盟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包括加强欧盟民防合作，整
合到发展合作和人道应对活动中的复原力议程有可能
为《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提供非
常坚实的成果。 

附属活动将展示欧盟如何开发出在减灾和复原力方面
雄心勃勃的政策，如何为《兵库行动框架》的执行提
供支持。活动还将大致讲解欧盟通过与其他从事工具

和行动开发从而支持减灾政策制定的国际行动者合
作，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付出的努力。此类工具和
活动包括知识（气候变化适应平台）和风险评估，研
究（在欧盟政策制定中应用科学技术依据）；以及财
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保险公司）。 

监管通常影响到政府、公职人员、媒体、私营部门和
民间团体组织自愿并有能力核算灾害损失、系统地评
估风险和协调其行动以管理或减少灾害相关风险的方
式。应对风险的公众意识、制定地方层面资源分配政
策和承诺的强烈政治意愿都是关键因素。同样重要的
还有拥有足够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机构，他们能管理、
整合相关部门的减灾努力。 

在实践中，灾害风险的监管安排仍未达到最适合的条
件。灾害管理机构时常缺乏能够影响重要投资决定的
政治权利或技术能力。但在某些方面已取得进步，例
如，根据《兵库行动框架》的指引，设置了国家机构
和国家平台。同时，也需要从临时专设灾害风险响应
发展到更系统、更全面的风险和灾害管理。在本附属
活动中，来自中国、泰国和德国的全球倡议“全面风
险和灾害管理”合作伙伴将交流关于民防系统中预
警、应急管理和能力开发的新技术、新方法的现有经
验和专门技能。

附属活动目标是展示各个国家如何获得两身定制的、
符合各自国情和需要的灾害风险管理方法、方案、服
务和产品，因此它们能够更好地执行《兵库行动框
架》及其 2015 年后的后续框架。

附属活动

把握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在培养全面风
险和灾害管理中的作用 
5 月 22 日 星期三 14:00-14:55 7+8 会议室
组织方：德国灾害减轻委员会（DKKV）、德国国际合作协会（GIZ）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40

许多国家和社区积极响应了《兵库行动框架》所表达
出的关于加强安全医院的行动和投资的号召，并达到
了过往全球平台的主席总结中的明确目标。由于很多
国家将医院视为加强社区复原力和改进卫生成果的关
键资产和优先事项，它们发起了“让医院更安全”的
计划，其目标是：

- 保护住院病人、职员和探访者免受危险。

- 保护医院建筑物和设备的重要投资。

- 保证医院为紧急事件受害人提供救死扶伤服务的 
功能。 

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及其资源之间的协作是保证医
院和其他卫生设施安全和战备状态的必要因素。
附属活动的发言人和参与者将应邀分享各自在当地、
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实施安全医院计划的经验和
规划。将展示能够打造医院和其他卫生机构安全的新
工具和改造工具。还将有简报，促使参与者加入关
于“让医院更安全”的未来方向的讨论，包括《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的关键投入。

该活动有望激发所有层面的各部门进行关于“让医院
更安全”的热烈讨论，反映和分享进步，作出更多承
诺、投资和协作。

附属活动

让医院更安全：灾害风险管理和社区复原力的
必要优先事项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3:00-13:55 7+8 会议室
组织方：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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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洪灾预报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3:00-13:55  5 会议室
组织方：由法国政府（可持续发展部水文气象学服务中心 – SCHAPI ） 组织

公众意识和教育在社区复原力建设上的作用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3:00-13:55 6 会议室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以及红新月会（IFRC）、UNESCO、UNICEF、拯救儿童、国际计划组
织、UNISDR

减灾教育和公众意识可使人民获得关于救生和维持生
命的信息和技能，可在灾害风险中更好地保护人民，
使他们有能力响应紧急事件，为灾害消减作出贡献。

《兵库行动框架》突出了在各个层面上建设安全文化
和复原力的教育和公众意识的重要性，包括从事开发
工作和人道响应工作的规划人员和从业者。 2009 年
全球减灾平台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承诺“让学校更安
全”，并承诺在所有学校的课程中加入减灾知识。 

附属活动将展示世界上有效的减灾工公众意识和教育
计划；它们帮助当地社区获得了作出如何减少其弱点
和灾害风险承受面的英明决策所必须的技能和知识。 

减灾教育专家和领先行动者将分享他们对有效、全面的
减灾方法和教育的关键驱动因素的观点:- 从教育机构
的结构化安全到向教育部门和灾害预防教育项目管理机
制内部合并灾害风险。 

目标是加强全球合作、信息和知识的共享以及主张实现
有效的减灾教育。

附属活动将介绍洪灾预报计划、用于广播骤发洪水和
沿海洪水警告的工具和信息。在法国有超过 21200 
千米长的河流，四分之三人口有承受洪灾的风险，在
可持续发展部门的支持下，有一个国家洪灾预报网络
以及由水文气象学服务中心 – SCHAPI 主导的水文
观测对这些河流进行监控。  

在欧洲指令和新的国家洪灾风险管理政策的指导下，
合作伙伴对监控和预报工具进行了更新。在大陆的水
文观测小组（ 32 名成员）、洪灾预报中心（21 名
成员），还有已经在科西嘉岛以及海外部门设立的一
系列水文气象中心。

附属活动将示范民间权威和公民如何得知洪灾风险的
水平。该网址（www.vigicrues.gouv.fr）在 2012 年
的访问量超过了 720 万人次。还将信息整合到了气

象预警系统，该系统使用雨水洪灾参数和近岸浪的新
参数、由法国天气预报中心（ Meteo-France ）广播
过的洪灾信息，与海军、可持续发展部门以及内政部
保持合作关系。

法国政府还对水文气象雷达网络加强了投资，以促
进实时雨水估计；还采取了新举措以更好地预报骤
发洪水和优化海岸风险知识。自 2011 年底，自治
市均可获得专用的特殊暴雨预警系统（也作“APIC  
预警”），迄今已达到 3200 台。这也成为了法国天
气预报中心（ Meteo-France ）的成功服务，即，通
过电话告知预警信息。

附属活动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42

动物篇：以创新方案建设社区复原力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3:00-13:55 13 会议室
组织方：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以及代表了墨西哥政府的奇瓦瓦州阿尔达马自治市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和墨西哥的奇瓦瓦州阿
尔达马自治市正在联合主持一项首创的活动，活动主
题为《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和兵
库框架后建议中提出的社区复原力建设中，动物福利
的重要作用。动物在人类的社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比
例，大多数动物容易受到灾害的伤害。动物对许多开
发议题——诸如营养、食品安全、农业产出、财政和
社会功能——有巨大贡献。在人们尝试理解灾害的影
响时，动物的间接贡献常常被贬低。 

WSPA 是一个全球性的动物福利组织，旨在推广保护
亿万动物的生命。我们同样致力于保护社区生计和食
品安全，打造对抗灾害的终极复原力。 
在减灾措施和计划中包含动物福利，这一举措将使创
新和解决方案得以聚焦于满足那些依赖当地动物而维
持经济福利、社会地位和陪伴的社区的需求。在本附
属活动中 WSPA 将突出强调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例
如与墨西哥的奇瓦瓦州阿尔达马自治市的合作，是如

何在打造奇瓦瓦地区更有实力、更有复原力的社区活
动中，支持了解决方案的考量和开展。当有效减灾新
方法的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时，还可以把动物福利视为
目前众多挑战的主要解决方案。 

本附属活动的目标在于示范如何通过已获得验证的、
有效的方法，成功地融入动物福利的理念。 

保护
对抗旱灾。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照片来源：WSPA / Scott Cantin  

附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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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区域的联合灾害管理、风险评估和抗灾
准备（SEERISK）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4:00-14:55 14 会议室
组织方：匈牙利政府

由于气候条件，欧洲东南地区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
正在增加。本附属活动将展示中低收入的多瑙河盆地
地区应如何对洪灾、骤发洪水、雷暴、野火、干旱和
热浪等等灾害进行规划、预备和响应。

SEERISK 是一项由东南欧跨国合作计划资助的跨国
项目。该财团包含了代表 9 个国家的 20 个项目合
作伙伴，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波黑、克罗地亚、
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
亚。该项目起源于欧盟理事会对 2011 年 3 月采用
的《欧盟内部灾害管理的进一步发展风险评估》的总
结，该评估提倡预防灾害的共同方法和调和。处于领
导地位的合作伙伴是匈牙利国家灾害管理总局。 

SEERISK  旨在解决区域特定风险，同时确保提高认
识，加强防备，填补制度性缺口。该项目是研究降低
风险跨界合作的成功案例。

附属活动将演示减灾管理项目如何系统地评估气候变
化加剧和/或导致的自然灾害所产生的风险。该结果
提高了项目合作国家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法规和惯例的
一致性。

本活动重在强调灾害处理风险的本质，以实现消除饥
荒、获得营养的目标，并突出强调采用多部门策略的
重要性，从而实现这些目标。 

附属活动将演示 HFA 如何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为
农业、 食品和营养安全部门制定更全面的风险管理办
法。以非洲食品安全为核心示例，附属活动指出了多
种《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HFA2)的方法，
这些方法均可以更好地整合风险管理。

附属活动将演示 HFA2  的几大组成部分，围绕：巩
固人道主义和发展策略之间的联系；加强抗灾能力建

设 ；把备灾、 风险管理、应急和灾后恢复这几个环
节更加系统地联系起来；加强风险分析、 预警和更加
积极有效的应急政策之间的联系 ； 同时促进灾害风
险管理在关键部门的制度化。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尤其是相关的 WASH 和卫生部门之间的密切
协作，突出多部门策略的重要性。 

此次讨论将产生《2015 年后灾害风险减轻框架》 
(HFA2)的方案，这些方案有助于解决非洲以及其它
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

非洲食品安全
5 月 23 日 星期四 14:00-14:55 18 会议室
组织方：FAO、WFP、IFRC、UNICEF、WHO

附属活动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44

特大灾难恢复的经验教训
5 月 23 日，周四，14:00-14:55， CCV 会议中心 C 会议室
组织方：日本政府、国际防灾复兴机构（IRP）

此项附属活动将强调某些关键战略性建议以使《2015 
年后减轻灾害风险框架》（HFA2）中的恢复与重建
规定更为明确。这些战略性建议的基础就是特大灾难
恢复的经验教训。在该活动中将展示各国政府与当地
政府所取得的有价值的灾害恢复经验教训，包括日本
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取得的经验教训。

希望能够通过本次附属活动进一步探索将恢复融入发
展计划及发展工作中的方法，以促成更为有效的恢复

战略及框架。活动中还将共享新西兰坎特伯雷地震恢
复与重建策略，以及美国在飓风“桑迪”（Sandy）
后为促进重建而采用的恢复框架之相关信息。本活
动的目的在于识别恢复的重要性，其重要性需要在 
HFA2 中进行明确陈述。此外，《东日本大地震的恢
复：提供给 HFA2 的经验教训》将借此机会出版，同
时也能趁此良机确定有效复苏所需的其他工具、知识
产品和宣传材料。

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灾害风险
5 月 23 日，周四，14:00-14:55， CCV 会议中心 A 会议室
组织方：国际绿十字会（GC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主办，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环境部门（JEU）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协
办由瑞士政府（SDC）赞助

突发环境事件，例如工业与技术事故以及其他人为灾
害，对于可持续发展与灾害风险减轻的挑战越来越
大。随着位于高风险区域的企业数量的增多，此类突
发事件影响的人群不断增加。因此，需要从国家与当
地层面上采取措施以提高风险管理、加强风险准备。 

有效的准备能够拯救生命、挽回经济损失。融入社区
并采用参与性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对于减轻风险和促
进可持续发展过程而言是最为节约成本和可持续性最
强的机制。然而，迄今为止，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了解

不足与知识的匮乏已经妨碍了对于此类突发事件风险
的最佳减轻或管理方法的研讨。鉴于突发环境事件的
日益频发，此类事件的灾害风险减轻、准备、反应和
恢复问题就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附属活动旨在强调灾害风险减轻内的突发环境事
件，并鼓励在执行《兵库行动框架》时并在其取得成
功后更多地在环境方面做出努力。本活动也将展示适
当的国家与当地准备机制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最
不发达国家促成连续性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的。

附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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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仪式  
5 月 21 日，星期二， 09:30 - 10:30，  
会议室 1（辅助会议室 2）

全球评估报告（GAR）与有形地球： 
全球风险经验 
5 月 21 日，星期二，18:15 - 18:35，露台和餐馆
 
可接触的地球（The Tangible Earth）是世界上首个互动式数字地球仪，它允许用户观察并了解我们星
球的状况。它生动地呈现了科学数据，并允许用户通过旋转地球来与之互动，以查询提供的数据、放大
各地点及有趣的事件。2013 年减轻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的全新、支持性全球风险与灾害数据将呈现
在此创新性工具上，同时呈现的还有迄今发表的所有三篇报告的案例研究与深度分析。在本活动中包括
一个互动式地球仪的简短介绍，由其原发明者—竹村真一教授及开发团队主持介绍。

瑞士主办的招待会 
5 月 21 日，星期二，18:35 - 20:00 露台和餐馆

联合国笹川环境奖颁奖典礼与招待宴会 
5 月 22 日，星期三 
18:30 - 19:15 会议室 2 
19:15 - 20:15 露台和餐馆

致力于减轻灾害风险的笹川环境奖奖励在提高国家和社区对抗灾害的复原力方面杰出的创新性、超越
性和合作性表现。为赢得本年度的笹川环境奖，个人或研究机构应围绕 2013 年的主题“Acting As 
One（一心同体）”做出过杰出的、国际认可的贡献，这一主题清晰地说明了减轻灾害风险事关人人。
欢迎所有与会者参与这一备受瞩目的颁奖典礼，典礼后将有招待宴会。

闭幕典礼  
5 月 23 日，星期四，16:30 - 17:00，会议室 1

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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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讲坛交流会
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瑞士，国家协调机制模型 
加布里埃拉·西兹（Gabriela Seiz），MeteoSwiss（瑞
士国家气象服务机构）

通过知识管理将减轻灾害风险（DRR）与 CCA 进行整合
迪尔鲁巴·海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突发环境事件的当地准备
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

东日本大地震中民间团体取得的经验教训
小簑剛（Takeshi Komino），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日本

印度安得拉邦以儿童为中心的 DRR
古鲁度特·普拉沙德·梅达（Gurudutt Prasad Meda）
，沿海地区减灾工作组织（Coastal Area Disaster 
Mitigation Efforts），印度

干旱地区的洪水（Les inondations en régions arides），
阿尔及利亚
阿卜杜勒拉赫曼·诺伊（Abderrahmane Noui），比斯克
拉大学（Université de Biskra），阿尔及利亚

复原力行动方案的公开数据
罗伯特·索登（Robert Soden），世界银行

巴塞罗那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供应弹性板（TISU）
玛格丽塔·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Margarita 
Fernández-Armesto），巴塞罗那市议会

东日本大地震中的残疾人
原田澈（Kiyoshi Harada），日本残疾人论坛

全球地震模型：合作构建 DRR 知识库与工具
妮可·科勒（Nicole Keller），全球地震模型基础

有效社区准备的科学天气信息
恰卡·卡曼伽（Tchaka Kamanga），马拉维基督教援助
组织

聋人、重听人士与 
无障碍通道—日本地震
乔伊·松崎（Joe Matsuzaki），宫城教育大学，日本

当地创新：DRR 的未来
凯特·克罗利（Kate Crowley），英国明爱（CAFOD 
UK）

超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模型：越南洪水风险
杜怀南（Nam Do Hoai）,日本东北大学，日本

为了复原力—实践指导 
安妮·卡索顿（Anne Castleton），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HFA 后续流程中的一样的健康（One Health）方法
马克·斯塔尔（Marc Stal），全球风险论坛

自然灾害引起的位移管理
努诺·努涅斯（Nuno Nunes），国际移民组织

寻求安全的人群
理查德·古兰德（Richard Guillande），SIGNALERT（

法国投资咨询公司），法国

音乐视频与灾难—一项考察研究
爱丽丝·麦克雪莉（Alice McSherry），奥克兰大学，新
西兰

SREX：从纸面到实践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海外发展研究所，英国

无资料河流的洪水监测
比阿特丽斯·里维拉·罗梅罗（Beatriz Revilla 
Romero），欧共体（EC）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
性研究所 

将残疾人纳入社区 DRR 中
瓦莱丽·谢乐（Valérie Scherrer），内含残疾人的比利
时 DRR 网络

GIN—位于瑞士的专业的自然灾害联合信息平台
萨拜娜·斯坦纳（Sabina Steiner），瑞士发展与合作署

什么使小农具备复原力？
哈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与杰西卡·法雷洛
（Jessica Faleiro），国际行动援助

印度尼西亚巴东的海啸疏散公园
布莱恩·塔克（Brian Tucker），国际地质灾害

安全学校俱乐部网络
安吉·努库尼塔（Anggi Nurqonita）
，SCHOOLALUTARRAHMI，印度尼西亚

为基于科学的 DDR 而达成的学术—商业—非政府组织
（NGO）合作关系
梅勒妮·邓肯（Melanie Duncan），Aon Benfield UCL 
灾害中心，英国

Bio-rights（一种创新性筹资机制）：对于基于社区和生
态系统的 DDR 方法的激励
安妮·te·莫德（Anne te Molder），复原力联盟合作伙伴

阿拉伯地区的 DRR 行动方案与 MDG
法迪·哈姆丹（Fadi Hamdan），灾害风险管理中西，黎
巴嫩

PERIPERI U—致力于增强非洲人民面对风险时复原力的
合作伙伴
吉拉里·皮诺阿（Djillali Benouar），胡阿里·布迈丁科
学技术大学，阿尔及利亚

DRR 的大数据与动态优化
侯赛因·萨利赫（Hussain Saleh），根特大学，比利时

UNEP/ OCHA 介绍突发环境事件中心
蕾妮·克里斯滕森（Renée Christensen）， 
UNEP/ OCHA 联合环境股

老挝 PDR：国家灾害数据库与 DRR 国家评估报告
瓦莱彭·西索旺（Vilayphong Sisomvang），国家灾害
管理办公室，老挝 PDR；阿斯拉姆·帕瓦茨（Aslam 
Perwaiz），亚洲备灾中心

哈佛设计研究院，风险与复原力项目
乔伊斯·克莱因·罗森塔尔（Joyce Klein Rosenthal），
哈佛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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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社区复原力
莱奥·穆勒（Léo Muller），法国全国民防最高委员会

火灾/灾害管理：预防重于恢复
克里斯托弗·马里恩，马里恩火灾与风险咨询责任有限公
司

献给复原力之歌
夏洛特·弗罗斯（Charlotte Floors），复原力合作伙伴

KULTURISK —评估风险预防的收益
皮埃保罗·坎波斯特里尼（Pierpaolo Campostrini），研
究活动协调联合会—CORILA，威尼斯

直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双头龙
雅罗斯拉夫·米西亚克（Jaroslav Mysiak）， 马特艾基
金会，意大利

加强欧洲风险管理合作关系
杰隆·阿尔茨（Jeroen Aerts），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全球风险评估所用的全球曝光地图
丹尼尔·欧利希（Daniele Ehrlich），欧盟委员会，联合
研究中心

儿童与 DRR
贾斯明·伯吉斯（Jazmin Burgess）变化气候中的儿童
（Children in a Changing Climate）联盟

缅甸：开发灾害管理培训课程
昂凯（Aung Khine），救济和安置部门，缅甸

不丢下一个人：为听力障碍人士采用实用的非语言 DRR
亚历克斯·罗兵逊（Alex Robinson），内含残疾人的亚
太 DRR 网络 

为当地政府提供的 DRR 培训讲师网络
艾芙琳·埃兰（Evelyne Allain），法国重大灾害与环境
保护培训讲师研究所

气候风险管理的缺陷评估与决策支持系统
罗德尼·马丁内兹（Rodney Martínez），厄尔尼诺现象
国际研究中心，厄瓜多尔

哥斯达黎加：构建洪水的社区复原力
胡安·卡洛斯·法拉斯（Juan Carlos Fallas），国家气
象研究所，哥斯达黎加

根据星载数据进行 DRR 地表运动测量
范法莫·柯多卜（Fifamè Koudogbo），西班牙阿尔塔米
拉信息中心

使用全球数据库聚焦灾害风险管理
艾米丽·怀特（Emily White），梅波克洛夫
（Maplecroft，一家英国风险管理公司）

复原力构建：使用夹层玻璃以加强保护并提高安全性
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 & 黛博拉·A.K·约
翰逊（Debbra A.K. Johnson），杜邦公司

DRR 的当地处理方法与合作关系
安德里亚斯·科勒（Andreas Koler），AlpS，奥地利

以灾害风险管理为目的将科学与政策联系起来
简·罗温斯（Jane Rovins），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中
国

风险鉴别与评估的跨学科研究—危地马拉案例研究
曼露埃拉·费尔南德斯（Manuela Fernández），洛桑
大学

复原前线工作人员的连接解决方案
玛丽安·多文（Marianne Donven），外交部，卢森堡 

竞争性与从事灾害复原的公司
洛伦佐·卡雷拉（Lorenzo Carrera），气候变化地中海
合作中心，意大利

创建公私合作的具备复原力的社区—日本地震
佐藤樱（Sakura Sato），非营利组织（NPO） Folder，

日本

注释：
展示简报和日程的完整清单将在全球论坛上进行分发。

教育与社区空间
在会议中心的 -1 楼将有专门场地提供给教育从业者与各社区组织进行各种创新性的公众意识材料
与教育方法的展示，以便将灾害风险减轻知识与灾害风险的实施推广普及到社区层次。这种“公开
对话区域”将通过信息、知识、经验与良好实践的交流促进社区与教育从业者之间的讨论与非正式
互动。减轻灾害风险的互动视频、音乐以及儿童游乐场将在 5 月 20 日到 23 日每天 09:00-17:30 
时间段内对有兴趣的参与者连续开放。公开对话节目可在以下网址中获取：www.preventionweb.
net/go/gpdr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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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风险论坛
全球风险论坛（GRF）将展示其作为当代风险管理
战略、工具与实用解决方案应用知识中心而进行的
各项工作。  

2. 可持续性灾害风险管理的具备兼容性的社区复原
力
由国际助残组织、行动救援及乐施会实施的南亚地
区项目将展示一部分简短的视频以及一个工具包。

3.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中非地区国家和当地层面上 DRR 的进展。中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ECCAS）成员国作为代表进行介
绍。

4. 性别与灾害网络
“地图上的妇女与女孩”（Women and Girls on 
the Map）行动方案阐明了妇女与女孩的 DRR 工
作。将讨论在 2015 年后以及将来如何创新性地使
用该技术。  

5. 世界气象组织
支持 DRR 决策的国家、地区与全球层面科学气候
服务的供应方案与供应合作关系。

6.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通过共享获取的最佳实践与经验以及讨论复原力构
建的创新性想法来构建安全、具备复原力的社区。

7. 安第斯灾难预防处理委员会
协调与推动安第斯山脉地区预防、减轻、准备与回
应政策、战略、计划以及行动。

8. 荷兰
聚焦社区复原力提升与多方合作的国际研究项目示
例，这些示例阐明了人为因素与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s）的重要性。

9. 健康与灾害风险管理
本展台将展示关于健康与灾害风险管理的全新出版
物与数据，并推动与技术专家的交流讨论。

10. 灾害减轻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
来自前线的观点：全球行动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在复
原力构建过程中社区知识与管理的作用。 

11. Kokusai Kogyo 公司
复原力城市计划与公私合作关系，私营企业案例研
究与地理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

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本展台将展示 DRR 文件与视频以及互动风险信息
与数据门户。还要分享 DRR 工作中取得的成功。

13. 印度尼西亚
《2012 日惹宣言》的影响—加强了当地 DRR 能
力，例如社区层面的经验学习与良好实践。 

14. IGAD 气候预测与应用中心（ICPAC）
“大非洲之角”（the Greater Horn of Africa）的
复原力，包括社区系统的使用以及模型设计、预测
与早期预警。

15. 突发能力构建项目
推广最近出版的《为了复原力：DRR 与 CCA 指
南》，并与开发此指南的项目成员进行交流讨论。

16. 海外发展研究所—气候与发展知识网络
突出通过社区行动动画和短片等创造性媒体以增加 
DRR 知识这一令人兴奋的方法，并展示气候变化与
灾害风险管理（DRM）关系方面的 ODI 与 CDKN 
创新性工作。   

17. 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
巩固各区域间的风险管理，包括当地层面上的、早
期预警系统与国家政策及计划。 

18.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成功的 DRR 合作项
目案例遍布全球，其涉及领域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到社区项目。 

19. 黎巴嫩
本展位将展示出版物与地图以及 DRR 在黎巴嫩国
家与当地层面上的最新进展。

20. 国家灾害管理研究所，印度
共享能力构建与技术开发行动的经验，例如卫星基
础课程和大型模拟演习；展示 DRR 成功案例的短
片。

21. 环境与减轻灾害风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使用案例研究、培训与教育材料以及视频和在线工
具推广 DRR 生态系统管理解决方案。 

22. 法国 
共享法国灾害风险预防平台的经验，包括实施 DRR 
的经济性方法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市场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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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勒比灾难应急管理机构
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有益于地区综合灾害管理日
常工作的实施与进展。 

24. 环境系统研究机构
DRR 国家平台的最新支持性地理空间技术，以及 
GIS 在灾害与风险管理中的运用的最佳实践。

25. 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演示太平洋地区灾害风险管理行动方案所获经验、
良好实践与新方法。 

26. 欧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有益于在所有层面上扩大
灾害准备、减轻灾害风险。

27. 瑞士
联邦、州和公共层面包括民间团体与私人企业的行
动与 DRR 经验。介绍新的联合信息平台（GIN）。  

28. 孟加拉国：为了复原力
DRR 制度化在国家与次国家层面上的良好实践，以
及 DRR、CCA 及当地智慧在社区层面上的实施。

29. 世界银行—减灾与恢复的全球性机构
更多学习灾害风险管理的创新性机制，包括展示 
GFDRR 的互动触摸屏及http://gfdrr.aiddata.org/
dashboard 灾害急救追踪门户。

30. 德国
结合了公共部门、民间团体、商业和科学组织的最
佳实践，它特别关注 DRR 与 CCA 的联系、社区
复原力与早期预警。

31. 使城市具备复原力
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市长及其他领导人会面，其所属
城市正采取行动以构建对抗灾害的社区复原力。

32. 联合国人居署
城市居住区的城市复原力知识与经验所得为国家与
当地政府提供了提升复原力的工具。

33. 变化气候中的儿童（Children in a Changing 
Climate）
特许儿童使用的互动式 Crowdmap（现场地图制作
工具）和视频展示了良好的实践与所获经验，包括
在展台与儿童进行交谈的机会。

34. 非洲灾害研究中心
非洲南部减灾团体（SASDiR）促进了民间团体、政
府与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

35. 联合国粮农组织
通过采用萨赫勒和非洲角的例证来演示 DRR 的应
用方法以及 DRR 对于农业和食品安全的益处。 

36. 卢森堡
Emergency.lu—人道主义活动的卫星通信平台

37. Terrasense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urich）衍生产物
地块运动的全新雷达早期预警系统技术，包括风险
描述的模拟工具以及选定案例研究的演示。（移动
定位）

38. 联合国减灾署
联合国办公室的减轻灾害风险出版物及服务，包括
全球评估报告（GAR）与可接触的地球展示。（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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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地图
1. 全球风险论坛

2. 可持续性灾害风险管理的具备兼容性的社区复原力

3.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4. 性别与灾害网络

5. 世界气象组织

6.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7.  安第斯灾难预防处理委员会

8.  荷兰

9.  健康与灾害风险管理

10. 灾害减轻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

11. Kokusai Kogyo 公司

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 印度尼西亚

14. IGAD 气候预测与应用中心（ICPAC）

15. 突发能力构建项目

16. 海外发展研究所—气候与发展知识网络

17. 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

18.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19. 黎巴嫩

20. 国家灾害管理研究所，印度

21. 环境与减轻灾害风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22. 法国 

23. 加勒比灾难应急管理机构

24. 环境系统研究机构

25. 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26. 欧盟委员会

27. 瑞士

28. 孟加拉国：为了复原力

29. 世界银行—减灾与恢复的全球性机构

30. 德国

31. 使城市具备复原力

32. 联合国人居署

33. 变化气候中的儿童（Children in a Changing Climate）
34. 非洲灾害研究中心

35. 联合国粮农组织

36. 卢森堡

37. Terrasense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衍生产物

38. 联合国减灾署



有复原力的人—有复原力的星球 5151



52

实地考察：
瑞士的 DRR 活动
瑞士阿尔卑斯的灾害风险减轻：挑战与机遇

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人口密集、灾害频发，冬季有雪崩，夏季有泥石流与洪水。此外，阿尔卑斯地区易发山体滑
坡、落石和中度地震。该区域经受着气候变化的多方面挑战。因此，许多居住区、旅游车站、工业区以及国际
运输路线面临风险。

在过去的 25 年中，瑞士经历了多起重大灾害，1987、1993、1999、2000、2005 和 2011 发生的灾害造
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大量的损失。于是，瑞士将其灾害风险减轻方法从灾害本位管理方法变更为综合风险管理 
方法。

为立即贯彻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精神，瑞士邀请与会人员在 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参加一
项三选一的实地考察活动。该实地考察活动的目的在于直接观察生活在风险易发环境中面临的威胁、挑战与机
遇并体验减轻灾害风险的实践。

实地考察地点 1： 大圣伯纳德路线
(Route du Grand St. Bernard)—
风险管理国际运输路线沿线风险管
理

“大圣伯纳德路线”是连接瑞士与意大利的重要运
输路线。该路线经常遭受洪水、泥石流、雪崩或落
石侵害。风险管理需要落实到公路交通、阿尔卑斯
居住区以及石油管道方面。预防、减轻与准备措施
都是综合风险管理战略与方法的组成部分。

该实地考察将使参加者能深入了解综合性方法，包括有机会观察雪崩防护措施、洪水的早期预警与疏散方案、
山洪暴发以及交通管制。该实地考察将侧重于灾害和风险相关合理证据的需求，以及运输路线专用的综合性方
法的益处。

实地考察地点 2：罗纳河—洪水风
险管理

罗纳河谷是日内瓦湖的上游，是一条 100 km 长
的阿尔卑斯山谷。尽管宽度只有 1 到 5 km，罗
纳河谷谷底有不少城市、乡镇、工厂、重要交通路
线（公路、铁路）和集约型农业用地。罗纳河及其
支流过去爆发过特大洪水。罗纳河谷洪水风险管理
模式采用综合性方法。

该实地考察将使参加者能深入了解综合性方法，包
括“第 3 次罗纳河培训工作”、重要基础设施的
洪水防护、以及监控与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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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地点 3：减轻地震灾
害—抗震建筑与危机管理

罗纳河谷周围的阿尔卑斯山区是瑞士的地震多
发区之一。可能发生高震级的地震，但是频率
极低。最近一次破坏性的地震发生在 1946 年
谢尔。由于地形高峻，即便低强度的地震也可
能引发山体滑坡和类似的二次灾害。

该实地考察将使参加者能深入了解综合性风险
管理方法，包括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抗震改
装。该考察将展示针对一场可能发生的低频率
地震而进行的准备、采取的恢复计划与管理。

组织信息
实地考察活动将在 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举行。

•  活动注册采用先到先得。

• 参加人员将于 08:00 乘坐火车离开日内瓦 并将在 18:00 返回至日内瓦。

• 交通（火车或公交）与午餐将由瑞士提供。

•  该考察将使用英语。

•  按计划会有一些短途步行：建议穿着质量良好的鞋子， 携带雨衣及防晒用品。

• 参加费用为每人 50 瑞士法郎 ，可在 2013 全球论坛会场的瑞士实地考察柜台缴费。

实地考察组织方

瑞士外交部
SDC 瑞士发展与合作署/人道主义援助
Sägestrasse 77
3003 Berne
电话： +41 31 322 12 08
传真： +41 31 324 16 94
电邮：fieldvisits@deza.adm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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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自 2007 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绿化联合国”的活动以来，UNISDR（联合国减灾署）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参
与者使用的运输工具将产生约 180 万千克二氧化碳（CO2），而 UNISDR 将会通过投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FCCC）之清洁发展机制》项下减灾相关项目来进行弥补。碳排放的弥补得到了 2009 年和 2011 
年《全球评估报告》和《兵库行动框架》的支持。而且，UNISDR 将会努力减少全球平台相关的自然资源消耗
与废弃物的产生。此外，UNISDR 出版物将会以 U 盘的形式进行分发，以节约纸张；同时还将对与会人员提
供气候友好型餐点、素食餐点选项。本文档使用 100% 回收纸张和全植物油墨进行打印。

绿化

封底：艾拉飓风过境之后，位于沿海的一座创新型“灾难复原村”被彻底摧毁。孟加拉国西姆纳加  
照片摄影：纳什夫 艾哈迈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孟加拉国

权利与权限 

此出版物中所含材料受版权保护。若事先未得到 UNISDR 的书面许可，不得利用本出版物进行转售或用
于其他商业目的。所有图像均被视为所引用来源的唯一财产，若无有关来源的书面许可，不得用于任何
用途。 

关于从网上获取、分发或重印本文任意部分的许可，请联系 UNISDR 总部，发送邮件到：isdr@un.org 

9-11 Rue de Varembé
CH1202, Geneva
Switz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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