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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说明旨在支持成员国运用全球指标，以计量在实现《仙台框架》全球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具
体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2017 年 2 月 2 日，在通过 A/RES/71/276 决议时，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
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的报告》(A/71/644)1，以及对报告中所述减少灾害
风险相关指标和术语的建议。
在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中，除其他事项以外，各成员国还请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
办公室（简称“UNISDR”；此机构前名为“联合国减灾署”，下文中涉及/引用机构名称时均称为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或“UNISDR”）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期：
1. 在国家政府协调中心、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以及其他
相关伙伴的参与下，就灾害数据、统计数字和分析制订最低标准和元数据；
2. 与相关技术伙伴一同制定各种方法来计量指标并处理统计数据。
本说明是为响应各成员国的要求而制定的第一版《技术指导》。它建立的基础是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各成员国的推荐和审议、秘书处应工作组各成员国的要求
而编制的技术文档、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2 的审议，以及从提交减少灾
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报告
(E/CN.3/2017/2) 以来与各成员国的技术磋商。
本文件提供了各成员国、相关技术伙伴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在适用的定义和术语、可能的计
算方法、数据标准和关键问题方面的技术建议和考量。
本技术指导的目的是通过分享介绍了国际社会对指标和所需数据的共同及详细理解的最低标准，并为
可能想自愿使用的各个国家提供标准方法，连贯一致地衡量国家之间在《仙台框架》全球目标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过程中的进展情况。
但必须提醒的是，根据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各国可选择一种国家方法或其他衡
量和计算方式，只要这些方法符合该报告的规范。
本技术指导的改进和最终确定发生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的第三次会议后。2017 年期间，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与各成员国和相关技术伙伴组织了许
多专项活动，包括多场技术工作会议以及 2017 年 5 月墨西哥减少灾害风险全球平台期间举行的许
多活动。
使用在线“仙台框架监测器”的首个监测周期将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将罕见地涵盖 2015-2016 和
2017-2018 这两个两年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周期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

1 可访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drr-framework/open-ended-working-group
2 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创建，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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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估算全球灾害死亡率以计量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A
实现情况的数据和方法的技术说明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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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全
球目标 A，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A：到 2030 年大幅降低全球灾害死亡率，力求使 2020-2030 十年全球平均每 100,000 人死
亡率低于 2005-2015 年水平。
本说明概述了估算因灾害造成的全球死亡率所需的数据、指标和方法。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据
和方法。
此处所述的方法建议收集和使用简单且统一的死亡率（人数）指标。

2. 引言
本说明阐述了数据收集的重要方面，各成员国为制定计量死亡率的可靠方法时应考虑这些方面。
以前的研究和大量数据提供者的经历表明，灾害死亡率由不同的参与者利用稍有分歧但大体类似的方
法进行评估和报告。不同于经济损失等其他损失指标，所有渠道提供的数字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方法一致性的变化表现为国家和国际数据提供者当前报告的全球灾害死亡率数据存在相对较小的不一
致。由于许多国家缺乏死亡登记系统，有时是使用估算而非测量的方法，尤其是在遇到导致占全球死
亡率大部分的大规模灾害时。不过，有了此类估算才能确定这些是如何计算的。
《2015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 表明，报告的死亡率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数据来源（包括
国家和全球）中低于 15%，还表明死亡率的大部分变动通常是由于一些数据库的报告门槛存在差异导致。
变动的另一个源头是有些灾害损失数据库没有考虑到失踪/推定死亡的人数，而是只计算了经核实的死
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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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A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
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编号

指标

A-1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

A-2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A-3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失踪人数。

此外，在 E/CN.3/2017/2 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提议在计量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 1、11 和 13 的灾害相关目标时使用这些指标，这些目标强调了《仙台框架》
目标和指标的重要性。
在第 48 次会议上的 E/2017/24-E/CN.3/2017/35 报告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由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3
并建议拟定相关决议草案，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的建议”中定义。
关键术语
死亡人数：在灾害期间或紧接在灾害之后直接因危害事件而死亡的人数。
失踪人数：自危害事件以后下落不明的人数。失踪人数包括以下人员：推定死亡，没有任何实物证据
（如遗体）以及已为其向主管部门提交正式/法律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有关死亡人数和失踪/推定死亡人数的数据只能存在一个、因此没有人应被重复计算。
秘书处的说明：根据“失踪人数”的定义，秘书处认为这些数据取决于是否存在法律报告或声明。
此类报告或声明将最终导致这些人被依法宣告死亡（“（长期失踪后）宣告死亡”或依法宣告
死亡），尽管没有相关人员死亡的直接证据，例如鉴别属于此人的身体遗骸（如尸体或骨骼）。
因此，该指标只使用官方国家数据，而不是依赖非官方来源，例如主流媒体或国际来源的报告。

3 决议草案 I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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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方法
若是目标 A，计算复合指标的公式是简单地将来自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的相关指标相加，再除以代表
的人口数据（来自人口普查、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统计部门信息）之和：

A1 =

(A2a + A3a)
人口

* 100,000

其中：
A-1：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

A-2a：

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A-3a：

因灾害导致的失踪人数

人口：

代表的人口：

请注意，上述公式可从以下公式推导出：

A2 =

A3 =

A2a
人口
A3a
人口

* 100,000
* 100,000

A1 = (A2a + A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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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指标编号

指标

A-1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
复合指标。见方法

A-2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A-2a 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元数据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
在报告工作的每一年的国家人口。
国家指标将使用国家人口来计算。
全球指标是所有已报告国家的人口之和。

A-3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导致的失踪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A-3a 因灾害导致的失踪人数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元数据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参见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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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体问题
考虑到全球各地法律制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正如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报告 (A/71/644) 中所述，各成员国同意各个国家可选择一种国家方法或其他计量和计
算方式，以计量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和失踪人数。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还建议各国在方法发生变更时保持元数据一致。
不过，各国需要确定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许多重要挑战：
• 地点：每个死亡的人应计入死亡发生地国家，无论死亡人的国籍如何。
• 按残疾情况分列是指（在目标 A 和 B 的所有指标范围内）“事件前残疾”，因为有人会在
事件期间或者因事件而变成残疾。
• 归因于灾害。考虑到有许多数据来源，因此死亡原因常常未被记录为与灾害事件相关；
例如，因流血导致的死亡在医疗或法律记录中可能只记载为溺水死亡。因此，必须理解每例
死亡是否归因于灾害。
• 与灾害有关的危害类型将影响将死亡归因于事件的方式。每种类型的危害都有一定的
死亡率和发病率模式。例如，因酷暑导致的死亡人数常常是通过计算一定人口的超高
死亡率来计算，此时通常包括因热应激、心血管病和其他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
为监测和报告《仙台框架》目标 A 的死亡人数，建议将重点放在归因、收集和报告更可行的
直接死亡原因上。
• 数据收集归因和截止的时间范围。
各国可选择为每种类型的危害使用不同的时间范围，因为它们的流行病学不同。若这样决
定，则每种危害的时间范围应基于事件期间的存活率流行病学以及记录死亡人数的可行性。
• 在大多数死亡发生在灾害最初暴发时的小规模突发性灾害中，最终完成数据收集并宣布收集
的数据是最终的会相对简单。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例如在期限的定义方面，在此期限过
后受伤/生病之人的死亡应在收集的数据中反映为是因灾害导致的。此类情况下，截止期将
由每个成员国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数据收集目标确定。
另一方面，有些情况可能永远未得到反映（例如，多年处于昏迷状态的一些人），其他情况
则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被记录。一般来说，假设这些情况代表一小部分，并且从全球角度来
看，不影响在一贯运用的合理截止期限内收集的数据的统计强度。
然而，其他成员国可能会决定对死亡人数保持充分敏感，意味着即使事件过后很长时间死亡
一人也应计入统计数据并考虑到，无论对总体数据的影响如何。这两种情况下，建议对这些
数据保持一致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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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人数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多的大规模、缓发性、持续时间长的灾害中，这个问题更麻
烦。例如，大规模灾害通常需要时间长得多的响应阶段，或需要进行更复杂的信息管理，以
确定因灾害导致的最终伤亡人数。缓发性且持续时间长的灾害（如干旱、流行病等）可能会
跨越数年时间，相应带来了在整个灾害期间信息更为庞杂这一挑战。不过，数据应当报告为
死亡发生年度的死亡人数，不必等到持续时间长的灾害完全停止或结束的日期。
• 若是生物危害，当案例数超过针对危害约定的案例阈值（常常视具体情形而定）时，
认定为“事件”。死亡人数必须满足对疾病的案例定义，结束日期是指宣布疾病爆发结束
的时间。这取决于疾病的特点。传染病爆发属于动态事件，取决于许多会增加或抑制新病
例传播的因素。每种疫情易发疾病都有一个常常视情形而定的阈值。单个病例只能视为是
“爆发”，如果它在该地点日已经被消灭或根除的疾病的话，例如以前免认证区的囊虫病或
小儿麻痹症。
• 危害集：考虑到生物危害有非常庞大的不同类型（即病原菌、病毒及其他有机成因的危害），
各国必须界定应当将哪些生物危害包含进来，重点是可能造成突发事件和灾害的生物危害。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指导，以评估和通知
可能构成国际社会关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件，以及国家或地区特别关切的事件。建议
与卫生部协商确定对于《仙台框架》报告，应当考虑哪些生物危害。建议各国考虑针对其定
期收集数据（如法定传染病列表）的生物危害。对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一般来说有较强大
的全球和国家数据可用。下列部分疾病可被视为纳入计量全球目标的指标框架中：
不寻常的或意外的且可能有严重公共影响并因此应予以通告的疾病：天花、小儿麻
痹症（因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导致）、新亚类导致的人类流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
合征 (SARS)。
证明能够导致严重公共卫生影响和全球快速蔓延的疾病：霍乱、肺鼠疫、黄热病、
病毒性出血热（Ebola、Lassa、Marburg）、西尼罗河热，以及国家或地区特别
关切的其他疾病，如登革热、裂谷热和脑膜炎球菌病。
潜在有国际公共卫生担忧的任何事件，包括标准得以评估的过程或来源不明的事件
（已列出的那些除外）：是严重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不寻常的或意外的事件；
存在（全国或）全球蔓延的重大风险。

• 对于开始损失数据收集且还没有为这些标准建立明确法律框架的国家，建议各国采用如下所
述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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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死亡原因

时间跨度或推荐的截止期

数据来源

干旱

传染病、营养不良

紧急状态结束后 6 个月，
多年期事件为年度截止期

卫生部、灾害管理办
公室、救济组织

洪水

溺水、创伤

事件发生后 4 周

卫生部、灾害管理办
公室、救济组织

地震

创伤、火灾

事件发生后 4 周

卫生部、灾害管理办
公室、救济组织

流行病

传染病

…

…

记录没有新增病例的时期
（为疾病特定，例如埃博拉病
毒病根据潜伏期为 42 天）

…

卫生部或卫生主管部门

…

对各国最重要的建议是，强调这些标准应固定不变，若变更，则应在整个数据收集时间期（20052030 年）提供一致的结果。尽管没有针对任何具体情形的预先定义标准，但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
变更可能带来偏差或计量误差，以致影响趋势和模式的检测，从而不利地影响可靠地计量目标实现情
况的能力。如果认为方法或数据收集过程的变化会引起计量偏差，则建议对以前时期数据和灾害进行
追溯性审查，以获得在报告期内一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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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A

8. 示例数据录入屏幕
以下是取自“仙台框架监测器原型”系统的说明性屏幕截图。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不同。

1. 目标 A 主要内容：

13

目标 A

2. 指标 A-2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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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A

3. 指标 A-2 分列

在此屏幕上，“地理”未扩展。它将显示按行政级别 1 的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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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B

关于估算受影响人数以计量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B
实现情况的数据和方法的技术说明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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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全球目标 B，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B

目标 B：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全球受灾人数，力求使 2020-2030 十年全球平均每 100,000 人受
灾人数低于 2005-2015 年水平
本说明列出了估算受灾害影响人数所需的数据、指标和方法。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减少灾害
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据和方法。
本技术说明建议收集并使用简单且统一的受影响人员（数量）指标作为计算的出发点。

2. 引言
考虑到计算相对抽象和模糊的指标有一定难度，此处概述的指标、数据和方法旨在产生一个近约值
（“替代值”），尽最大努力提供可验证的、一致的、均匀计算的直接受灾害影响人数。
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确认了“人们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受影响个人的生命、
生计和健康以及在经济、实物、社会、文化和环境资产方面可能经历短期或长期的影响。”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关于术语的第 V 节建议使用以下两
个定义：
受到直接影响：受到直接影响的人遭受伤害、疾病或其他对健康的影响；他们被疏散、流离失所、
被迁移，或者他们的生计、经济、实物、社会，文化和环境资产受到了直接损害。
受到间接影响：受到间接影响的人没有受到直接影响或除了受到直接影响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遭受经
济、重要基础设施、基本服务、商业或工作中断和改变带来的后果或者遭受社会、健康和心理方面的
后果。
考虑到大量有资格视为“受影响”的变量，重要的是强调指出没有哪个指标能对受影响人群提供绝对
精准、准确和详尽的度量。甚至对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的估算可以是主观的，取决于用来定义“影响”
的方法和标准，以及数据收集的详尽性。
在过去，国家和国际数据提供者当前报告的灾害数据方法统一性方面存在重大变化。大多数情况下使
用的是估算而不是测量，尤其是在大规模灾害中。
意识到难以评估全部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人，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建议使用可估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比收集有关受到间接影响的人的数据更可行的指
标。该指标尽管不完美，但使用了广泛可获得的数据，可以跨国家和随着时间推移一致地使用，来衡
量目标 B 的实现情况。
从数据可用性、收集的可行性和可衡量性角度来看，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建议使用基于以下内容的复合指标：
• 直接因灾害而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B-2)
•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或被毁的人数 (B-3、B-4)
• 因灾害而生计中断或丧失的人数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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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编号

指标

B-1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而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数。

B-2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而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B-3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的人数。

B-4

因灾害而住所被毁的人数。

B-5

因灾害而生计中断或丧失的人数。

目标 B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B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此外，在 E/CN.3/2017/2 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提议在计量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 1、11 和 13 的灾害相关目标时使用这些指标。
在第 48 次会议上的 E/2017/24-E/CN.3/2017/35 报告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由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并建议拟定相关决议草案，4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4 决议草案 I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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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出于本方法之目的，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的建议”中定义。

目标 B

关键术语
本说明通篇使用以下工作定义来定义数据、方法和指标：
受伤或生病：因灾害而遭受新的或加剧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创新或疾病的人。
生计：可持续且有尊严地获得谋生手段所需的能力、生产性资产（生活和物资）及活动。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或被毁的人：之前居住在受损或被毁住所（房屋或住宅单位）的估算住户数。这些
住户视为受到住所被毁的影响（资产财产损失），许多情况下是因为他们包含在被疏散、流离失所、
被迁移的人之列。根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结论，被疏
散、流离失所或被迁移的人这些类别应不纳入此项目标的指标。
受损房屋：轻微受损但不是结构性或建筑性受损的房屋（住宅单位），可能仍适合居住，但此类房屋
可能需要进行维修和/或清洁。
被毁房屋：被夷平、掩埋、坍塌、冲掉或损坏以致不再适合居住或者必须重建的房屋（住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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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方法

B1 =

和(B2 ..B5 )
人口

目标 B

若是目标 B，计算方法是简单地将来自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的相关指标相加，再除以全球人口数据数
字（来自人口普查、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统计部门信息）之和。

* 100,000

指标 B4 和 B5 应使用相应国家的每户平均住客数 AOH 来计算，其中：

和

因此：

AOH =

人口
户数

B3 = 受损住房数 * AOH
B4 = 被毁住所数 * AOH
B3 =B3a * AOH
B4 = B4a * AOH

受损和被毁住所/房屋的数量也应用于目标 C。
如果各国具有计量指标 B-5 的一种国家方法，则该指标可以按原地测量的结果直接输入。如果某种方
法或计量不可用，则使用每公顷工人数、每头牲畜工人数、每种商业和每个工业设施平均员工数等多
个比率计算 B-5。

B5a = 受影响作物公顷数 * 每公顷平均工人数
B5b = 损失的牲畜 * 每头牲畜的平均工人数
B5c = 受影响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之和 * 每设施平均工人数
所需数据将收集用于目标 C，因此：

B5a = C2Ca * 每公顷平均工人数
B5b= C2La * 每头牲畜的平均工人数

B5c= C3b * 每设施平均工人数 + C5b * 每基础设施平均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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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紧凑格式表示为：
n

∑ C3

B5c= 

目标 B

i=1

bi

n

* 工人数i +

∑ C5
i=1

bi

* * 工人数i

其中 i=1
....n 是元数据中所宣告的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的类型
请参见第 7 节，进一步了解方法、这些计算方法的挑战和问题，尤其是与所需额外统计资料和元数据
有关的那些。

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指标编号

指标

B-1

每 100,000 人中因灾害而受到直接影响的人数
复合指标。参见计算方法。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在报告工作的每一年的国家人口。国家指标将使用国家人口来计算。
全球指标是所有已报告国家的人口之和。

B-2

因灾害而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B-2 因灾害而受伤或生病的人数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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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的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B-3 因灾害而住所受损的人数
目标 B

B-3a：因灾害而住所/房屋受损的数量
指标 B-3 可以直接原地测量，运用国家自行界定的方法估算，如果
提供了相应数据、元数据和社会经济参数，则留空并由减少灾害风
险办公室通过本指南建议的方法，根据 B-3a 进行估算。
请注意，子指标 B-3a 也是对目标 C 中所定义指标 C-4 的数据要求。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如果 B-3 原地测量，则进行以下分列；如果 B-3a 用于指标估算，则可以人工计算：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元数据]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在报告工作的每一年，国家人口和国内户数，或者每户平均人数。
国家指标将使用国家数据来计算。
全球指标是所有已报告国家的指标之和。

B-4

因灾害而住所被毁的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B-4 因灾害而住所被毁的人数 B-4a：因灾害而住所/房屋被毁的数量
指标 B-4 可以直接原地测量，运用国家自行界定的方法估算，如果
提供了相应数据、元数据和社会经济参数，则留空并由减少灾害风
险办公室通过本指南建议的方法，根据 B-4a 进行估算。
请注意，子指标 B-4a 也是对目标 C 中所定义指标 C-4 的数据要求。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如果 B-4 原地测量，则进行以下分列；如果 B-4a 用于指标估算，则可以人工计算：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元数据]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参见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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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因灾害而生计中断或丧失的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B-5 因灾害而生计中断或丧失的人数

目标 B

指标 B-5 可以直接原地测量，运用国家自行界定的方法估算，
如果提供了相应子指标、数据、元数据和社会经济参数，
则留空并由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通过本指南建议的方法进行估算。
请注意，此方法要求按灾害收集与目标 C 指标有关的以下数据和元数据：
– C-2Ca

灾害损坏或摧毁的作物公顷数。（用来确立受影响工人数的统计数据）

– C-2La

在灾害中损失的牲畜数（用来确立受影响工人数的统计数据）

– C-3a

灾害损坏或摧毁的生产性资产设施（如工业、商业、服务等）的数量（用来
确立所有类型设施处受影响工人数的统计数据）

[请注意，此数据将收集用于目标 C，因此若选择此方法，该指标就不需要额外的数据]。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如果 B-5 原地测量，则进行以下分列；如果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
室提议的方法和所需的数据用于指标估算，则可以人工计算：
性别
年龄
残疾情况
收入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在报告工作的每一年，国家人口和国内户数，或者每户平均人数。
国家指标将使用国家数据来计算。
全球指标是所有报告国家的指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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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问题

目标 B

考虑到全球各地法律制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正如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报告 (A/71/644) 中所述，各成员国同意各个国家可选择一种国家方法或其他计量和计
算方式来计量受影响人数，包括灾害导致受伤或生病的人。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还建议各国在方法发生变更时保持元数据一致。
但各国需要确定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许多重要挑战：
• 地点：每个受伤或生病的人应计入受伤或生病发生地国家，无论受影响的人的国籍如何。
• 按残疾情况分列是指（在目标 A 和 B 的所有指标范围内）“事件前残疾”，因为有人会在
事件期间或者因事件而变成残疾。
• 归因于事件。由于数据来源众多，因此受伤或生病的原因常常没有记录为与事件相关；
例如，因寒潮导致的肺部疾病可能在医疗或法律记录中没有登记为与寒潮本身有关。因此，
必须了解每种生病情况或受伤是否归因于灾害。
• 与灾害有关的危害类型将影响将受伤和生病归因于事件的方式。例如，因酷暑导致的生病
常常是通过计算一定人口的过多提供卫生设施来计算，此时通常包括因热应激、心血管病
及其他慢性病恶化导致的生病人数。因此，为监测和报告《仙台框架》目标 B 的受伤和
生病人数，建议将重点放在导致受伤和生病情况的直接原因上，这些进行归因、收集和报告
更可行。
• 数据收集归因和截止的时间范围。
各国可选择为每种类型的危害使用不同的时间范围，因为它们的流行病学不同。若这样
决定，则每种危害的时间范围应基于事件期间的伤病率流行病学以及记录受伤和生病人数的
可行性。
在小规模突发性灾害中，最终完成数据收集并宣布收集的数据是最终的通常很简单。但可能
会遇到一些挑战，例如在期限的定义方面，在此期限之后受灾之人的受伤/生病情况应当在
收集的数据中反映为是因灾害导致的。尽管有些情况可能从未反映在统计数据中（例如数月
后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一般来说，这些情况只代表少数，从全球角度来看，并不影响
在合理截止期限内收集的数据的统计强度。每个国家希望取得的指标准确度由各国自己内部
确定，但建议各成员国对这些标准保持一贯的处理方式。
在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加剧的大规模、缓发性、持续时间长的灾害中，这个问题更麻烦。例
如，大规模灾害通常需要时间长得多的响应阶段，或需要进行更复杂的信息管理，来确定
因灾害导致的最终受伤或生病人数。缓发性且持续时间长的灾害（如干旱、行病等）可能
跨越数年时间，相应带来了在整个灾害期间信息更为庞杂这一挑战，而同时仍要每年或每
半年一次报告所收集的数据。然则，数据应报告为受伤或生病情况所确认年度的受伤或生病
人数，不必等到持续时间长的事件完全停止或结束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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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生物危害，当案例数超过针对危害约定的案例阈值时，认定为“事件”。生病必须满足
对疾病的案例定义，结束日期是指宣布疾病爆发结束的时间。这取决于疾病的特点。传染病
爆发属于动态事件，取决于许多会增加或抑制新病例传播的因素。每种疫情易发疾病都有一
个常常视情形而定的阈值。单个病例只能视为是“爆发”，如果它在该地点日已经被消灭或
根除的疾病的话，例如以前免认证区的囊虫病或小儿麻痹症。
目标 B

• 生物危害集：考虑到生物危害有非常庞大的不同类型（即病原菌、病毒及其他有机成因的
危害），各国必须界定应当将哪些生物危害包含进来，重点是可能造成突发事件和灾害的
生物危害。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国际卫生条例（2005 年）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指导，
以评估和通知可能构成国际社会关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事件，以及国家或地区特别关
切的事件。建议与卫生部协商确定对于《仙台框架》报告，应当考虑哪些生物危害。建议
各国应考虑针对其定期收集数据（如法定传染病列表）的生物危害。对于疫苗可预防的疾
病，一般来说有较强大的全球和国家数据可用。下列部分疾病可被视为纳入计量全球目标
的指标框架中：
不寻常的或意外的且可能有严重公共影响并因此应予以通告的疾病：天花、小儿麻
痹症（因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导致）、新亚类导致的人类流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
合征 (SARS)。
证明能够导致严重公共卫生影响和全球快速蔓延的疾病：霍乱、肺鼠疫、黄热病、
病毒性出血热（Ebola、Lassa、Marburg）、西尼罗河热，以及国家或地区特别
关切的其他疾病，如登革热、裂谷热和脑膜炎球菌病。
潜在有国际公共卫生担忧的任何事件，包括标准得以评估的过程或来源不明的事件
（已列出的那些除外）：是严重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是不寻常的或意外的事件；
存在（全国或）全球蔓延的重大风险。
• 详细统计分析。有些类型的事件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统计分析，以获得因特定事件导致的受
伤/生病人数。例如发生热浪事件时，死亡和生病人数必须分别计为过高死亡率和过高发病
率。爆发流行病时，也可能需要进行类似的研究。过高发病率是指根据相关人群的非危机发
病率高于预期的水平。因此，过高发病率是可归因于危机情况的不良发病率。这可以表示为
一个比率（观测到病率和非危机发病率的差值），或表示为过多疾病总数5。若是该指标，
则应当使用过多疾病总数。
对于开始损失数据收集且还没有为这些标准建立明确法律框架的国家，建议各国采用如下所述的一
种方法。

5 （ODI/HPN 文件 52，2005 年，Checchi 和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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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原因

时间跨度或推荐的截止期

数据来源

干旱

营养不良、传染病

每年截止、紧急状态
结束后 6 个月。

救济组织、卫生部。

热浪

肺病、心脏病、
热应激……

事件发生后 4 周

救济组织、卫生部。

…

…

…

…

目标 B

危害

对各国最重要的建议是，强调这些标准应在整个数据收集时间期（2005-2030 年）固定不变。尽管
没有针对任何具体情形的预先定义标准，但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更可能带来偏差或计量误差，以
致影响趋势和模式的检测，从而不利地影响可靠地计量目标实现情况的能力。
目标 B 指标和数据的其他特殊考量
B-2、B-3、B-4、B-5：不可避免会重复计算受影响人数（例如，受伤的人和居住在被毁或受损房
屋中的人）。不过，使用建议的方法和指标将能提供对受影响总人数的可靠、可核实的替代值，适合
计量目标的实现情况。尽管这些指标之和大于或等于这三组的实际人数（因为有些人不止计入一个组
别），但这也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这些组别在数量上的增加意味着受影响人实际组别规模增大。相反，
重复计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未计入这些组别的许多其他受影响的人，特别是受到直接影响的人。
死亡人数和受伤与生病人数之间数据的分列应当由各国决定，并且应清楚明确，由各成员国保持一
致，无论各国的决定如何。一般来说，秘书处建议不将死亡率数据计入这一类别（即死亡人数和受伤/
生病人数只能存在一个）。但应当注意，若是流行病，则案例数通常包括死亡人数。
B-3 和 B-4：住房受损和被毁影响大多数城市和农村住户的生活与生计。关于受损和被毁住房的数据
为基本数据，将收集用于估算经济损失，因此为这些指标收集和/或使用此类数据不会构成额外的数据
收集负担。计算这些指标时需要该国居住在住处或住宅单位的平均人数，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预计这些数据随着时间推移会相对稳定。
B-3 和 B-4 互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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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一致，但必须承认的是，实际实施起来会面临
“受影响”整体概念的一些相同挑战。不存在实际可以使用的“生计”定义。生计“中断”的概念
也能以界定。
该指标的数据收集和估算存在挑战，其中包括主观解释的问题。
目标 B

为了使用各国自定的方法计量该指标，将需要大量（可能是主观）子指标，这对各国将构成较大的报
告负担。
为遵守简洁原则，建议在各国制定一种国家方法的情况下使用最可靠最客观的指标，而且有些要素
（如商业抗灾力）可以由四个优先事项的相关自定义国家指标妥当解决。
但同样本着提供可反映生计受影响人数的“替代值”指标，本指导说明建议结合许多用于估算指标
B-5 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使用已收集的数据。
建议的子指标已按照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各成员国提议的生
计定义进行设计：
生计：可持续且有尊严地获得谋生手段所需的能力、生产性资产（生活和物资）及活动。
获得谋生手段所需的一些最重要生产性资产是与劳动和收入来源有关的资产；当前的报告要求已要求
各成员国报告以下事项：
• 许多家庭实施自谋职业计划的住宅单位
• 农作物
• 牲畜
• 受影响商业、服务业或工业设施的工人，是指标 C-2 和 C-3 中所报告的生产性资产的一部分
对于据此建议的简化方法的效果，指标 B-3 和 B-4 已包含将居住在受损和被毁房屋中的人数作为受影
响人数的一部分。
因此，为计算 B-5 而不引入额外的重复计算，建议使用下列子指标和方法来计量人数，这些人为获得
谋生手段所需的活动或作为收入来源的活动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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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a 因灾害而作物受损或被毁的农业工人数（使用子指标 C-2Ca 估算，在目标 C 的技
术指导针加以说明，并要求各国、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或联合国其他组织（如粮农组
织）确立每公顷平均工人数的统计数据）。

目标 B

• B-5b 负责牲畜的工人数和因灾害导致损失牲畜的所有者数（使用指标 C-2La 估算，并要
求各国、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或联合国其他组织（如粮农组织）确立每头牲畜平均工
人数和每位所有者平均牲畜数的统计数据）。
• B-5c 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的生产性资产设施（例如工业、商业、服务业等）雇佣的工人数
（使用 C-4 子指标，并要求各国、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或联合国其他组织（如国际
劳工组织）建议每种类型设施平均工人数的统计数据专家标准）。
这些子指标的平均工人数需要使用每个国家的专家标准或可用统计数据解释。若是生产性资产，如果
某个国家决定按规模（如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分列资产类型，则每设施工人数可以是其中一个标
准，以定义每种生产性资产的规模，并可因此为某个类别设计平均值。
许多国家的国家统计局会制作多种类型的统计数据，可以用来产生这些平均值。
以下是按职业雇佣的有用统计数据的示例，以及可用来确立上述平均值的每种类型经营场所数量：
每种活动的工人数统计（美国）
https://www.bls.gov/emp/ep_table_102.htm
按规模和经济活动的经营场所统计，挪威：
https://www.ssb.no/291607/establishments-by-size-and-economic-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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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示例数据录入屏幕
以下是取自“仙台框架监测器原型”系统的说明性屏幕截图。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不同。

目标 B

1. 目标 B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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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B

2. 指标 B-2 扩展，表明按危害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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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B

3. 指标 B-3 扩展，表明直接输入或计算居住在受损住所的人数并输入受损住所本身数量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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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A

关于估算直接经济损失以计量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C
实现情况的数据和方法的技术说明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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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全球目标 C，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C：到 2030 年使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下降
本说明列出了估算因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成本所需的数据、指标和方法。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
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
请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
据和方法。

2. 引言
目标 C

本技术指导是基于以前估算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 公布的直接灾害经济损失的
工作6，以及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 (A/71/644,7) 中所述
的任务。这反过来是基于与许多科学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一起制定的简化改编版“联合国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灾害评估方法”(UN-ECLAC, 20148)。
评估农业部门经济损失的方法已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制定。
考虑到全球各地数据收集过程之间相差很大，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和讨论让各国
可以自由选择秘书处提议的方法，或据以确定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选定的国家自定方法。
详细的经济损失评估由各国政策和多边组织在大规模灾害后，运用从上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
员会方法得出的 PDNA（灾后需求评估）和 DALA（损害、损失和需求评估）等方法定期进行9。但很
少评估或者甚至记录与中小规模灾害有关的经济损失。此外，在许多灾害损失数据库和灾害情况报告
中存在经济损失这一属性的少数情况下，常常难以确定使用哪些方法，标准和参数来估算损失的经济
价值，也难以确定考虑了经济损失的哪些因素。
此处建议的方法表明，只要有可能，从官方灾害损失和损害数据库收集和使用简单而统一的物理损
害指标（受影响资产的计数）作为评估直接损失经济价值之计算的出发点和验证机制。原来的方法
是借助《2015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中 85 个国家的数据集，利用有关大中小规模灾害的
347,000 份报告来检测。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许多国家注意到存在有效的符合
《仙台框架》的方法，可对一个或多个部门发生的损害进行经济评估。其中一个例子是，使用补偿机制
(例如存在于西班牙或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那些机制）来确定住房部门的损害，由损害评估专家原地进行，
并逐案对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各成员国有权继续使用这些国家自定方法，但要确保在整个工作期间连贯一致。
大部分情况下，此处介绍的对建成环境直接损失的经济评估方法来源于重置价值或者恢复或重
建成本。农业经济损失不同，因为这些概念整个不适用，而且是基于生产损失的概念。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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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2015 年全球评估报告》。附件 2。损失数据和广泛型风险分析。瑞士日内瓦。另见《2013 年全球评估报告》。附件 2。损失数
据和广泛型风险分析。瑞士日内瓦：UNISDR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A/71/644 (2016 年 12 月 1 日)，来源：http://www.preventionweb.net/files/50683_oiewgreportenglish.pdf
灾害评估手册，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 ECLAC，http://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36823/
S2013817_en.pdf?sequence=1
损害、损失和需求评估 - 工具和方法，GFDRR，可访问
https://www.gfdrr.org/damage-loss-and-needs-assessment-tools-and-methodology

针对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建议的每项指标，提出了经济评估
方法。每个部分均有对三个步骤（数据收集、实物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从本国货币转换为美元）的
简短解释，同时还确认了挑战，提出了供各国考虑的选择方案。方法还将酌情伴有各国必须提交的元
数据方案，以明确收集哪些损失和数据——尤其是对于指标 C-3 和 C-5。
• 第一步，建议各国收集关于受损或被毁实物资产数量的信息（例如房屋、学校或农业公
顷数）。物理损害指标的使用使得直接损失的评估更加透明和可验证，还可以随着开发出改
进的技术而逐步改善评估结果，各国可以收集更好的和更综合的基线数据（例如关于生产性
资产的数据）。
• 第二步，为估算大部分直接经济损失，建议各国对有关房屋、农业、道路、学校及其他类
型建成设施的损失，使用一致的定价方法。在工业、商业和文化遗产损失及损害的经济评价
方面，也提供了类似建议。

目标 C

所有情况下且不依赖选择的经济评估方法，秘书处强烈建议，最好是由各国收集和保存所有物理损害
指标，因为这些指标是重要的信息资产，以便为风险评估提供资料，帮助了解灾害风险，并作为验证
指标的手段带来透明性。它们也可以在数据的质量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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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C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编号

指标

C-1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复合指标）

C-2

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

目标 C

农业被理解为包括作物、牲畜、渔业、养蜂业、水产养殖和森林部门，以及相关设施和基础设施。

C-3

所有其他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生产性资产将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按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分列。各国将报告与其经济相关的各经济
部门的情况。这一点将在相关元数据中加以说明。

C-4

灾害造成的住房部门直接经济损失。
按照住所受损和被毁两种情况分列数据。

C-5

重要基础设施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据中加以说明。应酌情包括保
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C-6

文化遗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外，在其 E/CN.3/2017/2* 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提议在计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 和 11 的灾害相关目标时使用这些指标。
在第 48 次会议上的 E/2017/24-E/CN.3/2017/35 报告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由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并建议拟定相关决议草案，10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10 决议草案 I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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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
建议”中定义。
关键术语
经济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在内的总的经济影响。
直接经济损失：受影响地区全部或部分被毁现有实物资产的货币价值。直接经济损失几乎等同于有
形损坏。
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和/或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经济附加值下降。

目标 C

说明：
作为直接经济损失计算依据的实物资产的例子包括房屋、学校、医院、商业和政府建筑、交通、
能源、电信基础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企业资产和工厂；诸如作物，牲畜和生产基础设施等的生产。
还可能包括环境资产和文化遗产。
直接经济损失通常发生在事件期间或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通常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进行评估，
以估算复原费用和办理保险赔付。这些都是有形的，较容易进行衡量。
间接经济损失包括微观经济影响（例如由于业务中断、对自然资产的影响、因缺少资产导致的收益或
收入损失、运输网络或供应链中断或暂时失业所导致的收入下降）和宏观经济影响（例如价格上涨，
政府债务增加，对股票市场价格的消极影响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间接损失可能发生在危害地区的
内部或外部，往往存在时间滞后。因此，它们可能是无形的，难以进行衡量。
重置成本：以相同种类和质量的材料替换受损资产的成本。
说明：这包括私人和公共资产。重置不一定是对主体的精确复制，但却与原资产的用途或功能相同
（请注意这不考虑重建得更好）。
元数据：描述、提供背景并给出有关其他数据之信息的数据集。在《仙台框架》目标和指标的情
形下，元数据提供有关要素（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要素）数量，清单，类型和描述的额外信息，
各成员国为此收集数据和估算损失。此外，元数据还用于提供额外信息，有关于所述项目本身（如
典型大小或平均员工数）和为指标（尤其是经济损失和生计）得以成功估算而提供必要背景的国家
（具有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总户数等数据）。
说明：元数据已被建议将用于众多知识领域，最显著的是对于地理和空间信息，但对诸如卫生、
文档、互联网登记、政府记录、统计数据等许多其他领域也有许多标准和事实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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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putation Methodology

Given the ver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ata collection processes around the world, the
OIEWG Report and discussions gave countries freedom to choose between the methodologies
proposed5.
by计算方法
the secretariat or a selected nationally defined methodology by which direct
economic loss to damaged or destroyed productive assets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is determined.
考虑到全球各地数据收集过程之间相差很大，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和讨论让各国
Three major
groups of methods are developed in these guidelines to be used when estimating
可以自由选择秘书处提议的方法，或据以确定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direct economic
losses.
选定的国家自定方法。

1. C-1
compound indicator is expressed as a simple sum of Indicators C-2 to C-6 in relation to
估算直接经济损失时，将使用此类指导中制定的三个主要方法组。
GDP.
2. Estimation
Agricultural
Sector lossesC-2
(C-2):
developed by FAO and UNISDR.
1. of
C-1
复合指标表示为指标
至Jointly
C-6 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率的简单相加。
3. Assessment of built environment losses (C-3, C-4, C-5): Developed by UNISDR, based on
2. 估算农业部门的损失 (C-2)：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共同制定。
ECLAC/DALA.11
3. 评估建成环境的损失 (C-3, C-4, C-5)：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根据 ECLAC/DALA
11
制定。
Note: Loss expressed
in national currency must be converted into USD, to enable global summation
目标 C

(rather than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Recommended to use official exchange rate, without
注：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损失必须转换成美元，以便全球汇总（而不是跨国家比较）。建议使用官方汇率，
tak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 into consideration.
不考虑购买力平价 (PPP)。

5.1 Computation of C1 – Direct Economic loss due to hazardous events in relation to
global gross
5.1 domestic
计算 C1 -product
危害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Calculating
equation: 𝑪𝑪𝟏𝟏
计算公式：

=

(𝐂𝐂𝟐𝟐 q𝐂𝐂𝟑𝟑 q𝐂𝐂𝟒𝟒 q𝐂𝐂𝟓𝟓 q𝐂𝐂𝟔𝟔 )
𝑮𝑮𝑮𝑮𝑮𝑮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o take into account is the methodology
for adding price adjustment (i.e.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增加价格调整（即
PPP）。可能性如下：
PPP). Possibilities are:
•

•

• Proportion
选项 1：损失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使得可估算灾害损失对全球经济的可能影响。因此，建议
Option 1:
of loss to GDP allows an estimate of the possible impact of disaster
使用名义损失和国内生产总值数值来监测进展情况。
loss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nominal loss and GDP value is recommended
• progress.
选项 2：各国可能也想监测直接经济损失的趋势。此类情况下，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
to monitor
室建议用名义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比较通胀调整后的损失国内生产总值数值。
Option 2: Countries may also want to monitor trends of direct economic loss. In which
[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技术咨询会议推荐]
case, UNISDR suggests comparing inflation-adjusted loss and GDP values by dividing
nominal value by GDP deflator. [Recommended by UNISDR and technical consultation
5.2 计算 C-2 — 因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
meetings]
根据《2015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所分析的 85 个国家数据库中的 347,000 项记录，26%

5.2 Computation
– Direct agricultural loss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91,686of C-2
项记录）就农业部门存在直接损失，采用了定量指标（表示为受影响作物的公顷数和损失
牲畜数）或定性指标（“是/否”指标）。
11

大多数农业损失 (98.5%) 与天气相关灾害有关。粮食、干旱和林火这三种灾害占损失的 82%，受影

Economic响总数超过
Commission for2.09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ndbook for the Estimating the Socio-economic and
亿公顷。因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尤其是谈到小规模但频发事件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Disasters”,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those developed by other partners and published and
的累积效应时。
tested in GAR 2013 and 2015.

47
建议用于指标 C-2 的计算方法用来评估农业部门因灾害而发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并考虑每个子部门
（即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的特殊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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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灾害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影响评估手册”，以及包含由其他合作伙伴制定的于 2013 和 2015 年在
《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中公布和测试的那些。

209 million hectares affected.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loss due to disasters is undeniable,
especially when looking at accumulated impact of small-scale but frequent events.
The computation method proposed for indicator C-2 is used to assess the direct loss which occur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s a result of disasters and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ecificities of each
sub-sector, i.e. crops, livestock, forestry,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This indicator 该指标力求计量各种不同类型灾害的直接影响、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此外，它还适用于各种规模的
aims to measure the direct effects of a broad range of disasters of different types,
灾害，从大规模地震到具有累积影响的中小规模事件。
duration and severity. Moreover, it applies to disasters of various scales – from large-scale shocks
to small and medium-scale
events with a cumulative impact.
该指标的计算基于以下两个子指标：
This indicator is calculated based on five sub-indicators:
• C-2C： 直接作物损失
•
•
•
•
•

C-2C:
C-2L:
C-2FO:
C-2A:
C-2FI:

Direct
crop loss 直接牲畜损失 12
• C-2L：
Direct livestock loss 12
• C-2FO： 直接林业损失
Direct forestry loss
• C-2A：
直接水产养殖业损失
Direct
aquaculture
loss
Direct
fisheries
loss
• C-2FI： 直接渔业损失

目标 C

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𝑰 𝒕𝒕𝒕𝒕对农业的影响：
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 𝑪𝑪𝑪𝑪 = 𝐶𝐶2𝐶𝐶 + 𝐶𝐶2𝐿𝐿 + 𝐶𝐶2𝐹𝐹𝐹𝐹 + 𝐶𝐶2𝐴𝐴 + 𝐶𝐶2𝐹𝐹𝐹𝐹
Sub-indicator components:
子指标的构成：
•
•

Production • 生产
Productive assets
• 生产性资产

每个子部门被细分为生产和资产这两个主要子构成。生产子构成计量灾害造成的生产投入和产出方面
Each sub-sector
is sub-divided into two main sub-components, namely production and assets. The
的损失，资产子构成则计量设施、机械、机械、工具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失。
production sub-component
measures loss from disaster on both production inputs and outputs,
while the assets sub-component measures loss of facilities, machinery, tools, and key infrastructure
为了解灾害对农业的直接影响，必须考虑以下两方面：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 损失，也就是直接因灾害而产生的经济流变化（即作物、牲畜、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产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direct
impact of disasters on agriculture,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into account
出下降）；以及
both:
• 受灾害影响地区全部或部分被毁实物资产和库存（储存的投入品和生产品）的重置和/或复
原成本。

12

下表介绍了该方法的关键要素，包括指出在评估每个子部门时应当考虑的项目，以及为每个构成分配
货币价值的建议计算方法。关于计算方法和子部门相关公式的详细介绍，请参阅附件
1。
Should also include
ap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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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还应包括养蜂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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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对生产的影响
项目

计量

库存：
储存的投入品

1. 被摧毁的储存产品和投入品的灾前重置价值

（作物、畜产品、鱼、木材等）
多年生树
2. 灾 害年度生产（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生产和渔
业捕捞）的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生产

目标 C

损失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生产和渔业
捕捞生产（不包括前述储存的产出）

对于多年生作物和林业：
2. 完 全被毁未收割作物和树木的灾前价值，以及到完全复原
为止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的折现预期价值
对于牲畜和水产养殖业：
2. 到完全复原为止死牲畜畜产品的折现放弃价值
3. 为努力维持灾后农业和农事/渔业活动而发生的临时成本

灾害对资产的影响
项目

计量

机械、设备和工具13

全部被毁：完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重置成本

用于作物耕种、牲畜养殖、林业、
渔业、水产养殖业、养蜂业

部分被毁：部分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复原成本

13

1. C-2C - 直接作物损失
C-2C = 一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 多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 一年生作物生产损失 + 多年生作物生产损失
+ 作物资产损失（全部和部分）

• 一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 1) 被毁储存一年生作物的灾前价值，和 2)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
前价值

• 多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 1) 被毁储存多年生作物的灾前价值，2)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
和 3) 完全受损多年生树的重置价值；
• 一年生作物生产损失 – 1) 灾害年度非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
差值；2) 完全受影响地区被毁作物的灾前价值；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
维持生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 多年生作物生产损失 – 1) 灾害年度非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
差值；2) 完全受影响地区被毁未收割作物的灾前价值和到完全复原为止完全受影响收获地
区作物生产的折现预期价值；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的费
用总和）
• 作物资产损失 – 部分被毁资产的维修成本和完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重置成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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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拖拉机、打包机、收割机和脱粒机、撒肥机、犁、根或块茎收获机器、播种机、土壤机械、灌溉设施、耕作机具、
履带式拖拉机、挤奶机、制酪机、林业机械、轮式专用机械车、便携式链锯、渔船、捕鱼装置、水产养殖业喂料机、泵和通气装置、
水产养殖业配套船等。

2. C-2L - 直接牲畜损失
C-2L = 牲畜库存损失 + 牲畜生产损失 + 牲畜资产重置和/或维修成本（全部和部分）

• 牲畜库存损失 –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2) 被毁储存畜产品的灾前价值；3) 死牲
畜的灾前净价值（减去从所售死牲畜获得的任何收入）

• 牲畜生产损失 – 1) 灾害年度（畜产品）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2) 到完全复原为
止死牲畜畜产品的折现放弃价值；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
的费用总和）
• 牲畜资产损失 – 部分或完全被毁资产（包括机械、设备、储存设施等）灾前价值。
3. C-2FO - 直接林业损失
目标 C

C-2FO = 林业库存损失 + 林业生产损失 + 林业资产损失（全部和部分）

• 林业库存损失 – 1) 被毁林业一次和二次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2) 被毁林业一次和二次储
存产品的灾前价值；3) 完全受损树木的重置价值

• 林业生产损失 – 1) 灾害年度非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2) 完
全被毁现存林产品的灾前价值；3) 到完全复原为止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生产的折现预期价值
• 林业资产损失 – 被灾害部分或全部摧毁的林业生产用资产（纸浆厂、锯木厂等）灾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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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2A - 水产养殖业直接损失
C-C-2A = 水产养殖业库存损失 + 水产养殖业生产损失 + 水产养殖业资产损失（全部和部分）

• 水产养殖业库存损失 –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种子）灾前价值；2) 被毁储存产品的灾前价值；
3) 死鱼的灾前净价值（种鱼损失）。
• 水产养殖业生产损失 – 1) 灾害年度非完全受影响水产养殖业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
值；2) 完全受影响水产养殖地区水产养殖业生产损失的灾前价值和到完全复原为止完全受
影响水产养殖地区生产的折现预期价值；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
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 水产养殖业资产损失 – 被灾害部分或全部摧毁的水产养殖业生产用资产（机械、设备、冷藏
设施等）灾前价值。

目标 C

5. C-2FI - 直接渔业损失
C-2FI = 渔业库存损失 + 渔业生产损失 + 渔业资产损失（全部和部分）

• 渔业库存损失 –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和 2) 被毁储存捕获品的灾前价值

• 渔业生产损失 – 灾害年度渔业捕获品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 渔业资产损失 – 被灾害部分或全部摧毁的渔业生产用资产（船舶、渔船、工具、设备、
冷藏设施等）灾前价值。
建议用于计算上述损失估计值的公式见本说明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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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计算 C-3 - 所有其他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处建议的方法提出利用重置成本将有形损坏的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该方
法与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 DALA 和 PDNA 方法一致。数据收集和计算分 3 个步
骤说明。
步骤 1：收集关于有形损坏的优质数据，最好是在元数据中分列和描述。
• 生产性资产损坏的类型、规模和程度在重置成本方面会有很大不同。
• 根据数据的可用性，各国可以收集有关有形损坏的信息，详尽程度逐步提升。

目标 C

各成员国需要定义收集数据的分列水平，这对估算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有重大影响，还将定义数
据收集工作所需努力的程度。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中推荐的最低分列要求各成
员国根据“各种不同资产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按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分列”汇报数据。
元数据机制让各国可以定义在不进行单独资产报告时用来报告的项目类别。
为使损失估算更精确，建议各国考虑采用额外的分列标准，其中一个可以是规模类型学（例如
小型、中型和大型保健设施），和/或不同的损坏程度（部分或全部被毁）。
决定包含更多的分列标准将给数据收集工作带来额外负担：
方案 1：基本分列 - 只按资产类型收集和报告受影响资产（受损或被毁）的总数。（最低）
方案 2：按资产类型单独收集和报告受损和被毁资产的数量（或用括号括住轻微损坏、中度
损坏、全损等损坏率）。
方案 3：按规模类别、损坏程度和资产类型收集并报告受损和被毁资产的数量（或用括号括
住损坏率）。
作为方案 3 的一个例子，某国可以决定只报告教育和卫生设施，具体如下：
方案 1 的示例：报告受影响卫生设施的总数和受影响教育设施的总数。
方案 2 的示例：对于每种类型的资产（教育和卫生设施），将收集并报告受损设施的总数和
被毁设施的数量。
方案 3 的示例：对于教育设施类资产，将针对小学、中学、大学和其他培训中心单独报告
受损和被毁设施数量。此时，将建立该国的元数据，并为每个类别教育设施分配典型规模。
卫生设施也可遵循类似的方法，让每个类别保健站和中心、诊所、医院的受损和被毁设施数
量以及元数据反映此类每项的典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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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方案 3 的元数据看起来如下表所示：
基础设施类型

A

目标 C

设施平
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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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单位建设成本
（美元），
按年 (b)，2015
年美元金额

C

D

额外 % 设备、
家具和材料

额外 % 相
关基础设施

单位

公式说明

工人数

小型保健设施
(C5)（类别 Q，
按 ISIC 的人体健
康和社会工作）

60

800 2017
809 2018
….. …..

40%

25%

平方米

A*
B*
C*
D

8

中型保健设施
(C5)（类别 Q，
按 ISIC 的人体健
康和社会工作）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50%

25%

平方米

…

25

大型保健设施
(C5)（类别 Q，
按 ISIC 的人体健
康和社会工作）

10,000

800 2017
809 2018
….. …..

80%

25%

平方米

…

800

教育 - 小型学校
(C5)（类别 P，按
ISIC 的教育业）

100

800 2017
809 2018
….. …..

15%

25%

平方米

…

7

教育 - 中型学校设
施 (C5)（类别 P，
按 ISIC 的教育业）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25%

25%

平方米

…

25

教育 - 大型学校设
施 (C5)（类别 P，
按 ISIC 的教育业）

10,000

800 2017
809 2018
….. …..

35%

25%

平方米

…

800

本说明的附件 I 介绍了在有/没有规模分类的情况下是否收集数据的元数据表格。
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要求“生产性资产将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按经济部门
（包括服务业）分列。各国将报告与其经济相关的各经济部门的情况。这一点将在相关元数据中加
以说明。”
为遵循成员国请各国说明考虑哪些生产性资产的请求以及为实现在选择下文所述方法时统一估算经济
损失，秘书处将在在线“仙台框架监测器”范围内实施扩展的元数据概念，使得此类所有信息能进入
报告系统。
请务必注意，大多数元数据将在系统设置时录入系统一次，在整个报告期内不会改变。建设成本和人
口数据是例外，建设成本可能每年都不同。元数据还将有助于计算受影响的生计。
步骤 2：运用每单位重置成本来估算重置成本的经济价值。
目标 C

一般的方法是基于重置价值的概念。重要的是要注意，重置价值不一定对应市场价值。重置成本的计
算是以建设成本为基础，考虑以下因素（基于损害、损失和需求评估法/灾后需求评估法）：
• 受影响场所的平均规模（面积）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所储存设备和产品（包括原料和成品）的估计平均价值
• 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即道路、电力、水、污染等）相关接驳的估算平均价值
根据收集数据的分列级别（受损/被毁、规模等），将使用以下方法：
生产性资产直接损失方法 1 - 受影响资产报告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未区分受损和被毁时使用。受影响（受损或被毁）生产性资产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计
算公式如下：

C3c= C3a * 资产平均规模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设备比率 *
基础设施比率 * 受影响的比率

• 其中

– C3a 为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受损或被毁）的数量

– 平均资产规模是指元数据中确立的规模，对资产类型加以说明。若资产类型只有一
个类别，则可以是：
/ 本国该类型生产性资产的平均规模
/ 本国该类型生产性资产规模的中值或模式。

/ 设计该类型小规模保守的生产性资产时按专家标准定义的规模值。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是每平方米建设成本的国内价值（若报告）
– 设备比率是储存的设备和产品（包括原料和成品）的估计价值（表示为占资产价值
的比例）
– 基础设施比率是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相关接驳的估计价值（表示为占资产价值
的比例）
– 受影响比率计算为所有生产性资产（包括所有受损/被毁生产性资产） 损坏的估计
平均比（表示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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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finished products)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𝐼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is the estimated value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value of the asset) of the associated connections to utilities infrastructure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is calculated as the estimated average ratio of damage (as a
percentage) of all productive assets, including all damaged/destroyed productive

assets.
视为被摧毁（即需要重置或重建），
§ /示例：假设据报告受影响的行业
Example: Assuming 20% of the 20%
industries
reported to be affected are
剩下的行业 (80%) 遭受损坏。如果使用 25% 的平均损坏率，则整体受影
considered destroyed (i.e. need a replacement or to be rebuilt) and the rest
响比率将是 20% 行业的 100% 损坏，加上 80% 行业的 25% 损坏，
(80%) suffered damage. If an average
damage ratio of 25% is used, then
从而得出整体平均受影响比率为
40%：
the overall affected ratio would be the composite of 100% damage for 20%
of industries plus 25% damage to 80% of industries, giving an overall
生产性资产直接损失方法 2average
- 受损和被毁资产单独报告
affected ratio of 40%:
受影响（受损或被毁）生产性资产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计算公式如下，计算步骤遵循方案
2 和方案 3 中
Direct Productive Asset Loss Method 2 – Damaged and Destroyed Assets Separate Reporting
所述的步骤：

Calculating equation for economic loss due to affected (damaged or destroyed) productive assets
is as follows, following steps outlined in Option 2 and Option 3 in calculation steps:
𝐶𝐶 = 𝐶𝐶c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目标 C

C3 = ∗(C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资产平均规模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𝐶𝐶`
3b *
∗设备比率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𝑡𝑡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基础设施比率 * 损坏率）+
∗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C3c * 资产平均规模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设备比率 *
• Where 基础设施比率）
• 其中

o
o

𝐶𝐶c is number of productive assets damaged of each type
𝐶𝐶` is number of productive assets destroyed of each type

o 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𝐷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is the average damage ratio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 C3b 是每种类型受损生产性资产的数量
value of the assets, suggested to be 25% (same as housing sector)
是每种类型被毁生产性资产的数量
o– C
All
variables correspond to those in Method 1
3cother

– 损坏率为平均损坏率，表示为占资产总价值的百分比，建议为 25%（同住房部门）
– 所有其他变量均对应方法 1 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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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建议各国报告情况，并使用附件 I 中所述的元数据设施（每种类型平均规模、每平方米
建设成本、内容价值 %、相关城市基础设施 %）
•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将采用统计方法、国家和国际数据来源、专家标准和从以前方法
性工作获得的经验来提供默认元数据，包括建设或恢复（若是道路）的平均规模和价格。
关于建设成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指标 C-4 和参考文献。
估算设备和储存资产及相关城市基础设备的价值
• 如同住房部门一样（参见指标 C4），必须分配额外的损失，对应场所内所储存设备、家具
和产品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的价值。建议将 25% 管理费作为生产性资产情况下的默认值，
但在不同的部门可能稍高或稍低。
• 为评估与房屋损失有关的额外城市基础设施的价值（例如公路网络、水、污水、绿地、能源
及通讯基础设施的接驳在灾害中经常会发生局部损坏），建议在重置成本的基础上再增加
25% (CIMNE, 2012)。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将采用统计方法、国家和国际数据来源以及从以前方法性工作获得
的经验来提供初步默认元数据，包括常常可归于所储存设备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那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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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确保跨越时间正确比较，把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值转换为美元，并得出全球损失价值
• 由于技术发展及其他市场相关因素（例如建筑材料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或平均规模）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通胀等价格水平变化也会影
响单价。
建议的方法
– 方法 1：从基准期到 2030 年的所有时期，使用恒定货币单位的相同单价，观察仅
受影响数量的趋势。
– 方法 2：每年使用特定单价，使得建设成本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相对单价上
涨/降低能表明工业设施损失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建议使用每个时期的名义单价。

目标 C

• 建议使用事件所发生年度的官方汇率，把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值轨换为美元。（推荐的数据
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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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Computation of C-4 - Direct economic loss in the housing sector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5.4 计算 C-4 - 灾害造成的住房部门直接经济损失。
The methodology proposed here suggests the conversion of physical damage value into economic
此处提议的方法建议利用重置成本将有形损坏价值转换为经济价值，以监测直接经济损失。该方法与
value using replacement cost to monitor direct economic loss. The methodology is consistent with
DALA 和PDNA 方法一致。数据收集和计算分 3 个步骤说明。
DALA and PDNA methodology. Collection and calculation is outlined in 3 steps.
建议的估算（与 C-3 指标相似）将说明以下内容（基于 DALA/PDNA 方法）：
Proposed estimation, similar to C-3 indicator, will account for the following (based upon
DALA/PDNA methodology):
• 受影响住所的平均规模（面积）
• Average size (area) of affected dwellings
•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Construction cost per square metre

• •Estimated
average value of stored furniture and home equipment.
储存的家具和家用设备的估算平均价值。

目标 C

•

Estimated average value of the associated connection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utilities
• 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即道路、电力、水、污染等）相关接驳的估算平均价值
infrastructure (i.e. roads, electricity, water, sewage, etc.)

住房部门直接损失
- 方法sector – Method
Direct
loss in the housing
主要计算公式：
Main Calculating Equation:

𝑪𝑪𝟒𝟒 =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

Where:
• 其中：
o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is the economic value of loss in houses damaged by disaster
– C 灾害导致房屋受损造成的经济价值
o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is4athe economic value of loss in houses destroyed by disaster
– C4b 灾害导致房屋被毁造成的经济价值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𝑐𝑐𝑜𝑜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Where: C4a=
•

受损房屋数 * 平均规模 * 设备比率 * 基础设施比率 * 损坏比率

average size, construction cost per square metre, equipment ratio, and infrastructure ratio

其中： have the same definitions as in Indicator C-3.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average damage) is suggested to be 25% of the cost of a completely
• 平均规模、每平方米建设成本、设备比率和基础设施比率的定义与在指标 C-3 中的相同。
destroyed house (percentage based on suggestions from DALA/PDNA methods).

损坏率（平均损坏）建议占完全被毁房屋成本的
25%（基于
DALA/PDNA
方法的建议得出
• •Note
the Number houses damaged is 𝑩𝑩𝟑𝟑𝟑𝟑 , also needed
and collected
for indicator
B-3
的比例）。

𝑪𝑪𝟒𝟒𝟒𝟒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ℎ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 请注意，受损房屋数为
B3∗a，指标
B-3 也需要此数据并进行收集。
∗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𝑟𝑟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Note the
houses destroyed
is 𝑩𝑩𝟒𝟒𝟒𝟒 , also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needed and collected for indicator B-4
C Number
= 被毁房屋数
平均规模
4b

*
*
设备比率 * 基础设施比率

*

Step 1: Collect good quality data on physical damage, disaggregated by damaged or destroyed.
• 请注意，被毁房屋数为 B4a，指标 B-4 也需要此数据并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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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收集关于有形损坏的优质数据，按受损和被毁分列。
• 最低要求：受损和被毁房屋总数的数据应单独收集。
但需要注意的是，住宅单位在大小和结构类型方面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建设成本也会有很大差异，
尽管差异没有像工业和商业设施那样大。
因此，如果有成员国希望提高估算损失的准确度，则建议除了分列受损和被毁房屋数以外，收集的数
据还可以按城市/农村、收入水平、建筑结构类型或其他特点等其他标准分列，此时此类标准对损失估
算而言相关且能产生较准确的估算。
这种分列性更强的数据（例如按结构类型计的房屋损失）将为建筑脆弱性评估提供依据，并为加强建
筑规范或翻新政策提供证明。分列数据收集使得估算更准确，更能用于政策的制定，但无疑会加大数
据收集过程的负担和复杂度。
目标 C

步骤 2：运用每单位重置成本来估算经济价值
考虑到缺少信息来源和住房结构的多样性（从混凝土到木结构），可能难以确定受影响住房的每平方
米建设成本和大小。
计算特定类别大量项目的重置成本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
• 建设成本：各国需要必要的每平方米建设成本，这些将包含在元数据中。如果难以从自由市
场获得价格信息，社会住房很可能提供有用的基准。预计住房部将能够提供《仙台框架》
目标和指标所需的统计数据，从而提升估算的准确度。
• 缺少每平方米住房建设成本时：将优先采用关于建设成本数据的国家信息来源，但是如果
没有替代来源，在审查不同方案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可选择利用有关单位成本
信息的全球数据来源。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其他来源也可以包括在内。此类来源的一个
例子是 Compass International 的“全球工程造价及参考年鉴”，可用来确定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每平方米建设成本。附件 IV 给出了根据可用的全球信息推算出这些数值的潜
在方法。
• 房屋平均规模：各国需要必要的房屋平均规模数据，寻求更加细化的分列时，则需要不同的
平均规模数据，这些是须包含在“仙台框架监测器元数器”中的数据。预计住房部将能够提
供《仙台框架》目标和指标所需的统计数据，从而提升估算的准确度。
• 没有平均规模数据时：如果无法从官方渠道或从自由市场（例如房地产公司联合会）获得规
模信息时，社会住房项目的房屋规模可能会成为有用的基准。建议将小型“社会住房解决方
案”作为模式，因为规模的估算将在方法中使用（这种方法使用简化的 GAR 2013 方法测
试成功）。
注：“社会利益住房解决方案”的概念已在许多类型的风险评估中使用 (CIMNE, 2013)。
它是受以下情况的启发：许多情况下，担当损失最终承包人的国家，尤其是对于最贫穷的
人群，倾向于提供相似的小住房解决方案和/或补偿方案。
社会住房的概念和规模也会依国家而异。如果证明这种面积大小很难确立，则为了跨不同
国家进行相似估算，建议将社会住房的面积大小设定在 45 平方米，即非常小的住房解
决方案。

步骤 3：把以本国货币表示的价值转换为美元，并得出全球损失价值
• 参见指标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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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omputation of C-5 – Direct economic loss resulting from damaged or destroye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5.5General
计算 C-5
- 重要基础设施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Assembly
Resolution A/71/644 noted that:
联合国大会第
号决议指出：
The decisionA/71/644
regarding those
elements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o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will
be left to the Member States and described in the accompanying metadata. Protective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据中加以说明。应酌情包括
infrastructure and green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included where relevant.
保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C-5 is recommended to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that include the same critical
建议以包含考虑用于目标
D-2、D-3
和 D,
D-4）的相同重要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的指
infrastructure units andD（尤其对于指标
facilities as considered
for Target
in particular for Indicators D-2, D-3 and
标为基础计算
C-5。
D-4.

C𝑪𝑪
= 估算的直接经济损失之和 D2 , D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
, D4
𝒇𝒇𝒇𝒇𝒇𝒇 𝑫𝑫𝟐𝟐 , 𝑫𝑫𝟑𝟑 , 𝑫𝑫𝟒𝟒
5 𝟓𝟓 = 𝑺𝑺𝑺𝑺𝑺𝑺 𝒐𝒐𝒐𝒐 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𝒅 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𝒆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3

Where:
• 其中：
o
–
o
–

目标 C

𝑫𝑫𝟐𝟐 is number of destroyed or damaged health facilities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D2 是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卫生设施数量。
𝑫𝑫𝟑𝟑 is number of destroyed or damage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ttributed to
D3 是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教育设施数量。
disasters.
o 𝑫𝑫𝟒𝟒 is number of other destroyed or damage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units and
– D4 是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重要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数量。
facilities attributed to disasters.

允许各成员报告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范围非常广。请参见目标
的技术指导，它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建
The set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for which Member StatesDare
permitted to report is very wide.
议分类的完整详细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从直接损失估算方法的角度看，几乎不可能为提有类型的基
Please see the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arget D, which provides complete details of the proposed
础设施提供指导。
classification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t will be noted that, from the point of methodologies to
estimate direct loss,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all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本指导仅提供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科学界开发的评估经济损失的两种方法论方法，总体上
包括以下一般类型的要素：
This Guidance will only provide two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estimate economic los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by UNISDR an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hich in general cover the following
• 由建筑物组成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卫生和教育设施）或近似于生产性资产的重要基础
generic
types of elements:
设施。C5 [建筑] 表示的损失
•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consists of buildings (for example Health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 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恢复或重建成本可以根据受影响要素的长度（受损道路的米数）和长度
or can be assimilated to a Productive Asset. Loss denoted by 𝑪𝑪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单位的稳定固定价格（每延米成本）进行估算的一般直线结构。C5 [线性] 表示的损失
• Roads and Highways and, in general, linear structures for which
rehabilitation or
reconstruction
costs
can
be
estimated
based
on
the
length
of
the
affected
element (e.g.
属于这两个类别的基础设施将在元数据中如此标注，而且估算损失的方法相对简单，在本章
meters
of
road
damaged)
and
a
stable
fixed
price
for
length
unit
(cost
per
linear
meter).
节回顾。
Loss denoted by 𝑪𝑪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𝒓𝒓]
• 对于重要基础设施中不属于上述任何类别的其余要素，要求各成员国根据损坏程度，
提供相应的恢复或重建成本。还要求各国也报告这些基础设施的数量。相关的元数据将
Infrastructure that belong to these two Groups will be marked as such in the Metadata and
反映这些考量。
表示的损失
5 [其他]
have relatively C
simple
methods
for the estimation of losses, which are reviewed in this

section.
因此，指标
的构成如下：
Therefore,C-5
indicator
C-5 will consist of:
• For the rest of the elements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NOT belonging to any of these groups,
Member States
requested
to
the
rehabilitation or
C5𝑪𝑪𝟓𝟓=are
+ C5[线性]
+ C5[其他]
=C𝑪𝑪
+ 𝑪𝑪provide
+ 𝑪𝑪corresponding
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𝟓𝟓[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
5[建筑]
reconstruction cost,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damage. Also, it is requested to countries
that the number of these infrastructures is also reported. The associated Metadata will
reflect
these considerations.
Lossfuture
denoted
by 𝑪𝑪𝟓𝟓[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
The UNISDR secretariat
will attempt in the
to develop
(or simplif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
61
for the guidance of countries, in partnership with Member States, other UN agencie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the meanwhile it is suggested that countries use:
-

A nationally developed methodology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 for rehabilitation or re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ly developed and recognized methodologies such as UN-ECLAC, UN-PDNA or
WB-DALA (see References)

Dir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Loss –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 consists of buildings (for
example Health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53

Suggested methods correspond to those suggested to C-3. Please refer to that sec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Method 1 – Data not disaggregated (no distinction of Damaged/Destroyed)

Therefore, indicator C-5 will consist of:

𝑪𝑪𝟓𝟓 = 𝑪𝑪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𝑪𝑪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𝑪𝑪𝟓𝟓[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

Therefore, indicator C-5 will consist of: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秘书处未来将尝试与各成员国、联合国其他组织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
为指导各国开发（或简化）更多方法。同时，建议各国使用：
The UNISDR secretariat will
in the future
develop+
(or 𝑪𝑪
simplif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
𝑪𝑪𝟓𝟓attempt
= 𝑪𝑪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𝑪𝑪to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𝟓𝟓[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𝒐]
for the guidance of countries, in partnership with Member States, other UN agencie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the meanwhile it is suggested that countries use:
• 国内自己制定的方法
The UNISDR secretariat will attempt in the future to develop (or simplify) additional methodologies
- 恢复或重建发生的实际成本
A nationally
developedinmethodology
for•the
guidance
of countries,
partnership with Member States, other UN agencies and relevant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it for
rehabilitation
reconstruction
stakeholders.
In
the
meanwhile
is suggested
that or
countries
use:
• - 国际上制定且认可的方法，例如
UN-ECLAC、
Internationally developed and recognized
methodologies such as UN-ECLAC, UN-PDNA or
UN-PDNA
或
WB-DALA（见“参考资料”）
WB-DALA
(see
References)
- A
nationally
developed
methodology

- The actual costs incurred for rehabilitation or reconstruction
- Internationally
developed and recognized methodologies such as UN-ECLAC, UN-PDNA or
重要基础设施直接损失
- 对于由建筑构成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卫生和教育设施）
Dir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Loss –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 consists of buildings (for
WB-DALA
(see References)
example Health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建议的方法相当于为 C-3 建议的方法。更多详细信息见该章节：

目标 C

Suggested
methods
correspondLoss
to those
to C-3. Please refer
that section
for additional
Dir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forsuggeste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toconsists
of buildings
(for
details:
example
Health
and
Education
facilities)
方法 1 - 未分列的数据（没有区分受损/被毁）
Method 1 methods
– Data not
disaggregated
(no suggested
distinctiontoofC-3.
Damaged/Destroyed)
Suggested
correspond
to those
Please refer to that sec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C𝑪𝑪5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受影响设施数
设施平均规模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𝑜𝑜𝑜𝑜*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𝑜𝑜𝑜𝑜 *
𝑡𝑡ℎ𝑒𝑒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 每单位建设成本
[建筑]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of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Method 1 设备比率
– Data∗ not
disaggregated
(no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distinction
Damaged/Destroyed)
* 基础设施比率
* 受影响的比率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𝑒𝑒𝑑𝑑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Where
𝑪𝑪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𝑜𝑜𝑜𝑜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𝑜𝑜𝑜𝑜 𝑡𝑡ℎ𝑒𝑒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其中
Where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o ∗𝐶𝐶_[cšd›œdkùž]
is economic
loss∗from
affected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infrastructure, either damaged or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𝑒𝑒𝑑𝑑
– Cdestroyed
5 [建筑] 是受影响基础设施（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经济损失

Method 2 – oData
disaggregated
in Damaged
𝐶𝐶_[cšd›œdkùž]
is economic
loss and
fromDestroyed
affected infrastructure, either damaged or

destroyed
方法 2 - 按受损和被毁分列的数据

𝑪𝑪𝟓𝟓𝒂𝒂[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𝑡𝑡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𝑜𝑜𝑜𝑜 𝑡𝑡ℎ𝑒𝑒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Method 2 – Data∗ disaggregated
in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Damaged
and Destroyed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𝑪𝑪𝟓𝟓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𝑏𝑏𝑒𝑒𝑒𝑒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𝑁 𝑜𝑜𝑜𝑜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𝑡𝑡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𝑪𝑪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𝑜𝑜𝑜𝑜
𝑜𝑜𝑜𝑜𝑡𝑡ℎ𝑒𝑒
𝑡𝑡ℎ𝑒𝑒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𝟓𝟓𝒂𝒂[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
C5a[建筑] = 受损设施数
* 设施平均规模
*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 *∗每单位建设成本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基础设施比率
受影响的比率
Where
𝑪𝑪
=
𝑁𝑁𝑁𝑁𝑁𝑁𝑏𝑏𝑒𝑒𝑒𝑒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𝑜𝑜𝑜𝑜 𝑡𝑡ℎ𝑒𝑒 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𝑓
𝟓𝟓𝟓𝟓[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𝒃]
C5b[建筑] = 受损设施数 * 设施平均规模
* 每单位建设成本 *
∗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𝑈 ∗ 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基础设施比率
o ∗𝐶𝐶_€[cšd›œdkùž]
is 受影响的比率
economic loss from damaged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types)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Where
其中

o

𝐶𝐶_c[cšd›œdkùž] is economic loss from destroyed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types)

o the rest of variables are defined as in C-3
o 𝐶𝐶_€[cšd›œdkùž] is economic loss from damaged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types)

o
–
o
–

𝐶𝐶_c[cšd›œdkùž] is economic loss from destroyed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types)
是受损基础设施（建筑类型）造成的经济损失
the[建筑]
rest of variables are defined as in C-3
C5 [建筑] 是被毁基础设施（建筑类型）造成的经济损失

C5

– 其他变量与在 C-3 中定义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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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Loss –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 consists of linear elements (for
example roads)
重要基础设施直接损失 - 对于由线性要素构成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道路）
Direct Critical
– forelement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that
of linear
elements
(for
Evaluation
of theInfrastructure
economic lossLoss
of this
will be based on
theconsists
total length
of the
elements
example
roads)
此类要素经济损失的评价将以受影响（受损或被毁）要素总长度以及恢复和重建成本为基础。这两种
affected, damaged or destroyed, and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sts. These two costs
成本将在元数据中记录。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metadata.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loss of this elements will be based on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elements
damaged
or destroyed,
and(Transportation,
the rehabilitation
andWorks)
reconstruction
costs.
These
costs
预计应当让相关部委（运输部、公共工程部）提供可用此方法估算的不同类型线性结构的平均恢复和
It affected,
is expected
that relevant
Ministries
Public
should be
enabled
to two
provide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metadata.
重建成本。
averag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sts fo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inear structures that can

目标 C

be estimated with this methods.
It is expected that relevant Ministries (Transportation,
Public Works) should be enabled to provide
特别是预计此方法可用于道路损坏。附件
V 介绍的是全球努力测试这种方法并利用世界银行获得的道
average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sts
for
the
types
linear structures
can
路恢复和重建成本的情况。
In particular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methodology can be different
applied for
roadofdamage.
Annex V that
shows
be
estimated
with
this
methods.
the case of a global effort testing this methodology and using road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尽管未经测试，但这种方式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线性要素，例如铁路线路、输电线路、石油管线，以及
costs obtained by the World Bank.
In particular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methodology can be applied for road damage. Annex V shows
成本可通过长度单位确立、损坏也可以长度单位衡量的其他类似要素。
the case
a global
testing
this
methodology
andisusing
road rehabilitation
reconstruction
While
not of
tested,
it iseffort
possible
that
this
methodology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and
linear
elements,
costs
obtained
by
the
World
Bank.
such as railway lines, power transmission lines, oil pipelines, and other similar elements for which
方法
未分列的数据（没有区分受损/被毁）
cost 1
can- be
established by length unit and for which damage is measured also in units of length.
While not tested,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methodology is also applicable to other linear elements,
such as1railway
power transmission
lines, oilofpipelines,
and other similar elements for which
Method
– Data lines,
no disaggregated
(no distinction
Damaged/Destroyed)
cost can be established by length unit and for which damage is measured also in units of length.

C𝑪𝑪5a[线性] ==受影响要素长度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 每单位长度恢复成本

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Method
1 – Data no disaggregated (no distinction of Damaged/Destroyed)

Where

𝑪𝑪𝟓𝟓[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其中
Where

o

𝐶𝐶_[›dkŸ€ ] is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from affected linear infrastructure, either

damaged or destroyed
– C5 [线性] 是受影响线性基础设施（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o 𝐶𝐶_[›dkŸ€ ] is the direct economic loss from affected linear infrastructure, either
Method 2 – Data disaggregated
in Damaged and Destroyed
damaged or destroyed
方法 2 - 按受损和被毁分列的数据
𝑪𝑪𝟓𝟓𝟓𝟓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Method 2 – Data disaggregated in Damaged and Destroyed

= 受损要素长度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𝑪𝑪C𝟓𝟓𝟓𝟓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𝑪𝑪5a[线性]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 每单位长度恢复成本
𝟓𝟓𝟓𝟓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Where
C

= 受影响要素长度 * 每单位长度恢复成本
𝑪𝑪5b[线性]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𝑒 ∗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𝑐 𝑝𝑝𝑝𝑝𝑝𝑝 𝑈𝑈𝑛𝑛𝑛𝑛𝑛𝑛 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𝑙ℎ
𝟓𝟓𝟓𝟓 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𝒍 =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ℎ 𝑜𝑜𝑜𝑜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

Where
其中

o

𝐶𝐶_€[›dkŸ€ ] is economic loss from damaged infrastructure (linear element types)

𝐶𝐶_c[›dkŸ€ ] is economic loss from destroyed infrastructure (linear element types)
是受损基础设施（线性要素类型）造成的经济损失
5a [线性]
o – 𝐶𝐶C_€[›dkŸ€
] is economic loss from damaged infrastructure (linear element types)
Note that in this case, when data is not disaggregated in damaged and destroyed the method
o the
economic
loss from
destroyed
infrastructure
(linearcost.
element types)
– 𝐶𝐶C_c[›dkŸ€
] is是被毁基础设施（线性要素类型）造成的经济损失
5b [线性]
suggested uses
most
conservative
approach,
taking
as base
the rehabilitation
o

NoteCritical
that inInfrastructure
this case, when
is not
disaggregated
in damaged and destroyed the method
Direct
Lossdata
– Data
Collection
considerations
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当数据未按受损和被毁分列时，建议的方法将采用最保守的方式，将恢复成本
suggested uses the most conservative approach, taking as base the rehabilitation cost.
作为基础。
UNISDR recommendation on Metadata (sample Metadata describing data to be collected for
Direc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DataIVCollection
considerations
indicators
C-5 and
D-4 providedLoss
in Annex
of this note):
重要基础设施直接损失 - 数据收集考量
UNISDR recommendation on Metadata (sample Metadata describing data to be collected for
indicators C-5 and D-4 provided in Annex IV of this note):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关于元数据的建议（样品元数据介绍了要为本说明附件 V 中所述指标 C-5
63
和 D-4 收集的数据）：
• 指标 C-5（以及因此指标 D-4）数据应使用与 C3 相同的元数据格式加以说明。ISIC 分类
63
已经包含卫生和教育设施的代码和类别。ISIC 代号也将用于该标准中归类的基础设施。
• 出于《仙台框架》之目的，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定义另外一组代码，可能对应非生产
性和未被 ISIC 考虑的资产类型，例如道路、桥梁、港口、机场、发电设施、水力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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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基础设施中有许多类似于经济价值可利用相似的简单方法评估的建筑，但必须强调
的是并非所有基础设施类型都能使用这些简单而统一的方法。例子包括水力设施、机场、
港口等。
• 各国将提供元数据，元数据应当包含指出可以使用标准方法（使用大小、每单位价值及其他
参数）进行评价的内容，或者必须针对每种情况手动地具体计算，且最终经济价值必须由各
国计算。
运输设施的损坏非常复杂，难以记录和评价。
• 各成员国已要求此方法应考虑运输网络的以下构成要素：
- 道路
- 铁路
- 港口
目标 C

- 机场
《仙台框架》用的元数据将包含一组基础设施项目，将包括详尽程度不同的上述项目，
使得所述方法类别的应用更准确。
• 国家灾害损失数据中可用的数据，以大量的灾害报告为基础，表明道路是最经常损坏的基础
设施。这些要素的损坏可以通过上文所述的简单式公式进行评估。不大可能因广泛型事件
而损坏的大型基础设施（如港口、机场和铁路）应报告为设施数或受损/被毁要素的单位数
（米、公里、平方米），以及评估损坏成本。
- 这是因为此类设施直接损失的经济评估无法方便地以单位成本（例如道路长度或建
设平方米）来表示，还因为此类设施的价值极高，而且价值差异非常大。
- 对于也应报告为直接经济成本的港口、机场和铁路损失，建议使用评估成本（详见
ECLAC/DALA 方法）、实际重建成本或专家工程团队使用正式严谨的方法得出的
估算值。
- 道路损坏应根据建议报告为有形损坏，即受损道路的长度。
• 以下是指标的例子，分为两组，一个报告有形损坏，另一个报告此类损坏的估计经济评估，
可用于对损坏进行经济评估。按照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
工作组报告的建议，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包括适当情况下应包含的保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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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指标 D-4：
/每危害事件的被毁或受损道路米数。（最低要求）
/ 受影响桥梁数
/ 受损铁路网公里数
/ 受影响机场数
/ 受影响港口数
/ 受损防洪墙米数
/ 绿色基础设施要素的面积（平方米）。
- 指标 C-5：
/ 公路网络受损的经济价值
目标 C

/ 受影响桥梁受损的经济价值
/ 铁路网络受损的经济价值
/ 受影响港口受损的经济价值
/ 受影响机场受损的经济价值
/ 受损防洪墙的经济价值
/ 绿色基础设施要素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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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计算 C-6 - 文化遗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进行的研究表明，文化遗产资产的价值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学术语评估，就
直接经济损失而言更是如此。
大多数与文化遗产有关的损失是无形损失，即与文化遗产资产的历史和/或艺术价值有关。同时，与文
化资产有关的经济损失有很大一部分是间接损失，主要涉及与旅游、文化和休闲娱乐有关的未来收入
损失。
但为了至少计算一部分直接经济损失，建议采用以下指标。
• 为了分配直接经济损失价值，建议将损失资产简单 地分为两个类别：一个由建筑物、历史遗
迹和固定基础设施 C6a 组成，另一类由艺术和历史文物等“可移动”要素组成 (C6b)：
– C6a 对于受损的不可移动资产，是把资产恢复、原复和修复到一定标准，类似于文
化遗产资产之建筑物、历史遗迹和固定基础设施灾前状态的标准。

目标 C

– C6a 对于具有房产市场价值的被毁不可移动资产，可以将财产价格维持为替代值
C6a。
– C6a 对于没有房产市场价值的被毁不可移动资产，用具有类似功能的新资产取代的
成本可以作为 C-6a 的替代值。若是可以类比为建筑物的资产，则可以使用说明用
于 C-3 及其他指标的重置成本方法（基于重置价值）。
– C6b 是恢复或修复受损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成本
– C6c 是（每当可用时）被毁或全部损失的可移动文化遗产的购置或市场价值。

• 除这些经济损失估算以外，还建议记录有形损坏的简单计量标准：

– C6d 是灾害损坏的文化遗产资产建筑物、历史遗迹和固定基础设施的数量。
– C6e 是灾害摧毁的文化遗产资产建筑物、历史遗迹和固定基础设施的数量。
– C6f 是受损可移动文化遗产资产（如艺术品）的数量
– C6g 是被毁可移动文化遗产资产（如艺术品）的数量

建议的指标并不计量有形损坏（本技术说明中的其他指标则计量），而是计量专家评价和逐例评价的
经济成本。
这是文化遗产资产价值存在很大变化导致。同建筑和历史遗迹一样，例如对于罗马斗兽场和柬埔寨暹
粒吴哥窟，估算每平方米建设“平均价值”就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可移动”历史文物，考虑到每件历史文物必须逐例评价，因此受损或被毁数量不太相关。
例如，蒙娜丽莎（一个文物）的价值不能与出自相对不知名画家之手的类似大小油画的价值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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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来源和数据收集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对照这些标准进行的汇报采用有关灾害损失和损坏的官方国家数据。
下表总结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对为计量全球目标而收集和报告的数据以及可能会转移到全球
层面的国家指标给出的建议。

编号

指标

C-1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复合指标。参见第 5 节的计算方法。

目标 C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GDP：为其收集灾害发生年度内数据的地理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家层面上，它是本国的国内生产
总值；在全球层面上，它是所有报告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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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如果可以对直接损失进行正确的经济估值（符合 SFDRR），则可以直接报告指标 C-2、C2-C、C2-L、
C2-Fo、C2-Fi 和 C2-Ia。
•
•
•
•
•
•
•
•

C-2：灾害造成的直接农业损失。
C-2C：灾害损坏或摧毁的作物的损失
C-2L：灾害致死牲畜的损失
C-2Fo：灾害损坏或摧毁的林业的损失
C-2A：受影响地区水产养殖业生产损失
C-2Fi：受影响地区渔业生产损失
C-2Ia：上述所有子部门受损/被毁生产性资产（机械和设施）的损失。若是捕鱼业，则包括船只
C-2Ib：库存品（种子、化肥、饲料、草料、粮草等储存投入品，
以及作物、畜产品、鱼、木材等储存产品）的灾前价值

需要有以下有形损坏指标，将接受用来替代相应的估计经济损失。
• C-2Ca：灾害损坏或摧毁的作物公顷数
• C-2La：灾害损失的牲畜数
• C-2Foa：灾害影响或摧毁的森林公顷数
• C-2Aa：受影响水产养殖业生产地区的公顷数
• C-2Fia：受影响渔业生产地区的公顷数
• C-2Iaa：与上述所有农业子部门有关的受损/被毁生产性资产（机械和设施）的数量。
若是捕鱼业，则包括船只。

目标 C

C-2

请注意，对于子指标 C-2Ia 和 C-2Iaa 受损/被毁机械和设施（无疑是生产性资产），以下说明适用，
数据收集将遵循相同的模式、定义和方法：生产性资产将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按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
分列。各国将报告与其经济相关的各经济部门的情况。
这一点将在相关元数据中加以说明。
农业生产性资产损失将在 C-2 中报告，不得在 C-3 中重复。分类及相关元数据机制允许这种区分。
对于希望获得更准确经济损失估算的国家，元数据机制同样允许不同类型作物、牲畜、森林、水产养殖业
和渔业活动有标准定义。初始元数据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分类等国际标准汇
编。请注意，选择通过此机制获得最高准确度的各国将面临更复杂的数据收集工作。
将根据 A/71/644 包含进来：
•

C-2la、C-2Laa：包含在养蜂业损失此项子指标中

描述资产和基础设施要素的元数据的定义：
对于报告的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元数据应包含：
• 代码
• 资产类型描述
• 在 ISIC 或采用的 FAO/UNISDR 分类中的类别或经济部门/活动
• 计量单位（平方米、米、公顷、公里、吨等）
• 每单位价值 [按年度 2005…2030 的系列]
• 设备、家具、材料和产品额外价值 %（若适用）
• 相关实物基础设施额外价值 %（若适用）
• 每设施或基础设施单位平均工人数
• 计算经济价值的公式（或方法说明）
请注意，大部分元数据的定义和录入只在设置数据收集过程时进行一次，每单位价值除外（可选年度系
列）请参见附件 I 获取更多信息和建议元数据架构的例子。
[理想的分列]：
•

全部：按危害

•
•
•
•
•
•
•
•

全部：按地理（行政单位）
全部：按全部被毁（损失、死亡、摧毁）或受损（受影响）
C-2C：按受影响地区栽种作物的类型
C-2L：按牲畜类型
C-2Fo：按森林类型
C-2A：按受影响地区水产养殖业活动的类型
C-2Fi：按受影响地区渔业活动的类型
C-2I：按部门（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渔业）按受损机械和设施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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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所有其他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来自 A/71/644 的说明：
生产性资产将根据国际标准分类，按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分列。各国将报告与其经济相关的各经济
部门的情况。这一点将在相关元数据中加以说明。
请参见此表中指标 C-2 元数据的注释和简要说明。
请参见附件 I 获取更多信息和建议元数据架构的例子。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目标 C

对于元数据中宣告的在灾害中受影响的每种资产类型：
• C-3：所有其他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可以
对直接损失进行正确的经济估值（符合 SFDRR），则可以进行报告。
• C-3a：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受损或被毁）的数量
或者
• C-3b：每种类型受损生产性资产的数量
• C-3c：每种类型被毁生产性资产的数量
[理想的分列]：
• 按危害
• 按地理（行政单位）
• 按受影响程度（受损/被毁）。这应当反映在元数据中。
• 按设施规模（小/中/大）。这应当反映在元数据中。

C-4

灾害造成的住房部门直接经济损失。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

C-4：灾害导致的住房部门直接损失：如果可以对直接损失进行正
确的经济估值（符合 SFDRR），则可以进行报告。

•

C-4a：灾害导致房屋受损的数量

•

C-4b：灾害导致房屋被毁的数量

[理想的分列]：
•

按危害

•

按地理（行政单位）

或者，希望获得最准确估算的国家：
•

房屋大小（小/中/大）等标准，和/或

•

城市/农村等标准，和/或

•

材料（木材、硬纸板、砖瓦工程等）标准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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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大小：本国房屋大小加权平均值（或按每类房屋，若在元数据中如此宣告）

•

每单位价值：[按年度 2005…2030 系列]

C-5

重要基础设施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来自 A/71/644 的说明：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据中加以说明。应酌情包括保
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数据
对于元数据中宣告的在灾害中受影响的每种基础设施类型：
•

C-5：重要基础设施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如果可以对
直接损失进行正确的经济估值（符合 SFDRR），则可以进行报告。

•

C-5a：资产类型（代码，见元数据）

•

C-5b：此类受损/被毁基础设施资产的单位数或数量

目标 C

请参见此表中指标 C-2 元数据的注释和简要说明。
请参见附件 I 获取更多信息和建议元数据架构的例子。
[理想的分列]：
• 按受影响程度类型（受损/被毁）
• 按设施规模（小/中/大，或非铺装路、单向铺装路、高速路等标准）
C-6

文化遗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
[最低数据要求]：
•

C6a 受损或被毁不可移动资产损失的经济价值

•

C6b 受损可移动文化遗产损失的经济价值

•

C6c 被毁或完全丧失可移动文化遗产损失的经济价值

•

C6d 是灾害损坏的文化遗产资产建筑物、历史遗迹和固定基础设施的数量。

•

C6e 是灾害摧毁的文化遗产资产建筑物、历史遗迹和固定基础设施的数量。

•

C6f 是受损可移动文化遗产资产（如艺术品）的数量

•

C6g 是被毁可移动文化遗产资产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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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具体问题
考虑到全球各地数据收集过程之间相差很大，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和讨论让各国
可以自由选择秘书处提议的方法，或据以确定生产性资产因灾害而受损或被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
选定的国家自定方法。
时间范围
与为指标收集数据有关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数据收集归因和截止的时间范围问题。
在大多数影响出现在灾害最初暴发时的小规模突发性灾害中，最终完成数据收集并宣布收集的数据是
最终的会相对简单。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例如在期限的定义方面，在此期限过后基础设施的重建
成本应在收集的数据中反映为是因灾害导致的。

目标 C

此类情况下，截止期将由每个成员国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数据收集目标确定。另一方面，有
些情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记录（例如对于文化遗产场地的长时间重建）。一般来说，假设这
些情况代表一小部分，并且从全球角度来看，不影响在一贯运用的合理截止期限内收集的数据的统
计强度。
然而，其他成员国可能决定对所有经济损失保持充分敏感，意味着即使事件过后很长时间获得的成本
应在统计数据中计入并考虑到，无论对总体数据的影响如何。这两种情况下，建议对这些数据保持一
致的处理方式。
在损失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多的大规模、缓发性、持续时间长的灾害中，这个问题更麻烦。例如，大
规模灾害通常需要时间长得多的响应阶段，或需要进行更复杂的信息管理，以确定因灾害导致的最
终经济损失。缓发性且持续时间长的灾害（如干旱、流行病等）可能会跨越数年时间，相应带来了
在整个灾害期间信息更为庞杂这一挑战。但数据应报告为损失发生年度的经济损失，不必等到整个
响应阶段结束。
评估大规模灾害发生后一段时期或期间经济损失通常有两个时间框架，第一个是通常在灾害发生的一
个月（28 天）内，利用灾后需求评估等方法完成的“快速评估”。此类评估的目的是为人道主义上
诉/救济触发机制提供可靠而充足的数据，例如联合国紧急呼吁、欧盟团结基金或其他国际援助机制。
第二种评估是利用综合的多部门方法进行的“详细评估”，例如 UN-ECLAC 或 WB-DALA，在灾害
发生的 3 到 12 个月时间内完成。目的是获得相关数据以资助和指导重建规划以及补偿款。
为实现良好的数据收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酌情使用详细评估，同时鼓励各成员国推
出相关程序，据以提高快速评估的质量、综合性和覆盖范围，并使之在每个国家的界定截止期间更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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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示例数据录入屏幕
以下是取自“仙台框架监测器原型”系统的说明性屏幕截图。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不同。

目标 C

1. 目标 C-2 一节的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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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C

2. 元数据中按作物类型的 C-2 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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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C

3. C-3 的数据录入，包括由元数据推动的生产性资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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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C

4. 指标 C-4 的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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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元数据的定义和示例
元数据被定义为描述、提供背景并给出有关其他数据之信息的数据集。
在《仙台框架》目标和指标的情形下，元数据提供有关要素（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要素）数量、
清单、类型和描述的额外信息，各成员国为此收集数据和估算损失。此外，元数据还用于提供额外
信息，有关于所述项目本身（如典型大小或平均员工数）和为指标（尤其是经济损失和生计）得以成
功估算而提供必要背景的国家（具有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和总户数等数据）。
说明：元数据已被建议将用于众多知识领域，最显著的是对于地理和空间信息，但对诸如卫生、
文档、互联网登记、政府记录、统计数据等许多其他领域也有许多标准和事实上的建议。

目标 C

不同从业者（如计算机科学家与统计人员）对元数据的定义也不同。本技术说明中元数据的定义需要
与联合国大会决议保持一致，以便服务于提议的不同方法，需要扩展到不仅包括数据描述，还包括关
于数据的详细信息，例如来源、所有权、单位、格式等。
概况起来，仙台框架元数据的定义如下：

仙台框架元数据：一国收集的描述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数据集，给出了信息或提
供了有关各项指标、必要数据以及为执行半自动化经济损失计算和支持受影响人数计算所需
额外外部参数的背景。

对于报告的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
• 代码
• 资产类型描述
• 信息来源
• 在 ISIC 或采用的 FAO/UNISDR 分类中的类别或经济部门/活动
• 计量单位（平方米、米、公顷、公里、吨等）
• 每单位价值 [按年度 2005…2030 的系列]
• 设备、家具、材料和产品的价值 %（若适用）
• 相关实物基础设施的价值 %（若适用）
• 每设施或基础设施单位平均工人数
• 计算经济价值的公式或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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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数据还包含国家一级的社会经济参考，支持经济损失和受影响人数的计算。这些参数有时间
界限，限定为一系列年度数值：
-

代码

-

参数说明

-

信息来源

– 计量单位（平方米、米、公顷、公里、吨等）
-

每单位价值 [按年度 2005…2030 的系列]

以上假设示例对这些类型的元数加以说明*：

目标 C

表格：社会经济参数建议元数据说明示例
参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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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度的值

计量单位

来源

人口

120 万，2017 年
130 万，2018 年
140 万，2019 年
…..
…..

人数

人口普查

户数

25 万，2017 年
25.4 万，2018 年
25.9 万，2019 年
…..
…..

家庭

人口普查

GDP

51 亿，2017 年
56 亿，2018 年
59 亿，2019 年
…..
…..

美元

世界银行财政部

GDP 平减指数

1.0，2017 年
1.1，2018 年
1.12，2019 年
…..
…..

倍数

世界银行财政部

…

....
....

....
....

…

....
....

....
....

…

....

....

表格：C3、C4 和 C5 指标生产性资产的建议元数据说明示例
设施平
均规模

每单位建设成本
（美元），按年 (b),
2015 年美元金额

小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100

中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600

大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3,000

额外 %
设备、家
具和材料

额外 %
相关基
础设施

计量单位

公式

工人数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25%

25%

平方米

A*
B*
C*
D* DR

10

1,200，2017 年
1,205，2018 年
1,215，2019 年

40%

25%

平方米

…

50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60%

20%

平方米

…

1000

…..

…..

…..

…..

…..

…..

商业 - 小商店
（类别 G，按 ISIC 的
批发及零售业）

60

800 2017
809 2018
…..
…..

50%

25%

平方米

…

3

商业 - 大商店
（类别 G，按 ISIC 的
批发及零售业）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800

25%

平方米

…

100。

小型旅游设施
（类别 I，按 ISIC 的
住宿及餐饮业）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25%

25%

平方米

…

15

大型旅游设施
（类别 I，按 ISIC 的
住宿及餐饮业）

10,000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25%

25%

平方米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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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2017
509 2018
…..
…..

25%

25%

平方米

…

1

小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60

800 2017
809 2018
…..
…..

40%

25%

平方米

8

中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50%

25%

平方米

25

大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10,000

800 2017
809 2018
…..
…..

80%

25%

平方米

800

100

800 2017
809 2018
…..
…..

15%

25%

平方米

7

…..

住房 (C4)

教育 - 小学校（对于 C5）

目标 C

生产性资产或基础设施类型

…..

…

…

…

…

…

…

…

…

…

…

…

…

* 数目和数据来源为假设值，仅用于证明可以如何报告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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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个国家的数据可获性和收集的实际有形损坏数据的详尽程度，可以对这些替代值进行分列，
以提升估算质量。例如，如果某个国家收集农村和城市类别住房部门有形损坏的分列数据，则建议各
国提供对应每个类别的面积大小和价格数据。
对于这两个目的，元数据必不可少：
1) 允许各国以灵活且有意义的方式报告与每个国家有关的损失和对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
的影响。
2) 实现对经济损失的自动和均匀计算，实现指标相关数据透明性和可验证性的目的。

目标 C

元数据的以下字段旨在支持可能的对经济评价的半自动计算。预计对于许多灾害，不会进行适当的
经济损失评估。方法和元数据的字段允许自动对经济损失的良好替代值进行评估。
•

GDP

•

设施平均规模（平方米或合适的单位）

•	
每平方米（或每具体单位）建设成本，以美元计，
按年 (b)，以 2015 年美元金额表示
•	
表示设备，家具和材料平均价值与资产总价值的百分比率 (%)
•	
表示这些类型资产中相关基础设施平均价值的百分比率
•

与这些参数有关的数学公式

元数据的以下字段旨在支持可能的对生命损失（受影响人群）的半自动计算：
•
人口
•

户数

•

工人数（生产性资产和基础设施表格中）

因此，由于可能存在追溯效力，元数据的变更会影响可能的经济估值半自动计算，应当认真加
以管理。
一个重要考量是大多数元数据为静态数据集。鉴于下列考量，因此它只包含动态部分、每单位价格的
时间系列。
如果某个国家决定收集数据而不按规模对受影响资产进行分类，那么将反映在元数据中。这种情况
下，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的元数据看起来如下表所示（显示一个条目，对于工业设施）：
基础设施类型

工业设施（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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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平
均规模

185

每单位建设成本
(美元），按年(b) ，
2015 年美元金额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
…..

额外 %
设备、
家具和材料

25%

额外 % 相
关基础设施

25%

计量单位

公式

平方米

A*
B*
C*
D*DR

如果某个国家决定在按规模对受影响资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收集数据（如在方案 3 和方案 4 中一样），
则也会反映在元数据中。这种情况下，生产性资产每个类别规模和类型的元数据看起来如下表所示
（仅显示工业设施的三个假设类别的条目）：
基础设施类型

设施平
均规模

每单位建设成本
(美元），按年(b) ，
2015 年美元金额

额外 %
设备、
家具和材料

额外 % 相
关基础设施

计量单位

公式

工人数

100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
…..

25%

25%

平方米

A*
B*
C*
D*
DR

10

中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600

1,200，2017 年
1,205，2018 年
1,215，2019 年
…..
…..

40%

25%

平方米

…

50

大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3,000

1,200，2017 年
1,220，2018 年
1,245，2019 年
…..
…..

60%

20%

平方米

…

1000

目标 C

小型工业设施
（按 ISIC 的 C
类别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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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指标 C-5 和 D-4 而收集的数据的元数据说明示例。
基础设施类型

设施平
均规模

单位

工人数

公式

800 2017
809 2018
…..
…..

40%

25%

平方米

...

8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50%

25%

平方米

...

25

10,000

800 2017
809 2018
…..
…..

80%

25%

平方米

...

800

100

800 2017
809 2018
…..
…..

15%

25%

平方米

...

7

1,000

800 2017
809 2018
…..
…..

25%

25%

平方米

...

25

10,000

800 2017
809 2018
…..
…..

35%

25%

平方米

...

800

非铺装路

1

205

0%

0%

米

...

单车道铺装道路

1

405

0%

0%

米

...

单车道高速公路

1

2,000

0%

0%

米

...

双车道高速公路

...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中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大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目标 C

额外 %
相关基础设施

60

小型保健设施 (C5)

（类别 Q，按 ISIC 的

教育 - 小型学校 (C5)

（类别 P，按 ISIC
的教育业）

教育 - 中型学校设施 (C5)

（类别 P，按 ISIC
的教育业）

教育 - 大型学校设施 (C5)

（类别 P，按 ISIC
的教育业）

1

5,000

0%

0%

米

单层小型桥梁

10-20
米

250,000

0%

0%

单位

...

单层中型桥梁

20-40
米

600,000

0%

0%

单位

...

40 +
米

1’000,000

0%

0%

单位

1

5,000

0%

0%

米

双轨铁路

1

10,000

0%

0%

米

机场

-

-

0%

0%

单位

1200

渔港

-

-

0%

0%

单位

20

货运港口

-

-

0%

0%

单位

2000

水处理厂

-

-

0%

0%

单位

10

发电厂

-

-

0%

0%

单位

20

…

…

…

…

…

…

…

…

…

…

…

…

单层或双层大型桥梁

单轨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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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 %
设备、
家具和材料

每单位建设成本
(美元)，按年 (b)，
2015 年美元金额

附件 II：按经济活动的设施分类。
下表汇总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对确定可以报告任何设施的指标以及观测主要指标的建议—对此，
本说明提供了经济估值的方法。

指标

方法

C-2

农业

C-3

工业、商业、服务业

C-5 和 D4、D6

重要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C-6

文化遗产

C-5 和 D-2

卫生

C-5 和 D-3

教育

目标 C

此表包含修订本第 4 版“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 的所有标题。

损失记录人在解释此汇总表时必须运用判断力。上述部分活动的设施可能属于不同的指标，取决于：
该设施是公共还是私有的（如娱乐设施）、设施的类型（例如，渔业的水产养殖视同农业作物，陆上
渔业装置则视为是工业设施）。
这种方法还表明，公共服务网络中的工厂设备（水和污水处理厂、发电站和变电站、通信站等）应视
同工业设施。值得重申的是，相邻公共服务网络中的损失视为是住房部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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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ISIC

农业、林业和渔业

A
01

作物和牲畜生产、狩猎和相关服务活动

02

林业和伐木

03

水产养殖业
采矿和采石

目标 C

B
05

煤炭和褐煤的开采

06

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07

铁矿的开采

08

其他采矿和采石

09

开采辅助服务活动
制造业

C

75

渔业

10

食品的制造

11

饮料的制造

12

烟草制品的制造

13

纺织品的制造

14

服装的制造

15

皮革和相关产品的制造

16

木材、木材制品及软木制品的制造（不包括家具）；草编制品及编织材料物品的制造

17

纸和纸制品的制造

18

记录媒介物的印制及复制

19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

20

化学品和化学制品的制造

21

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

22

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制造

23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制造

24

碱金属的制造

25

金属制品的制造（不包括机械设备）

26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27

电力设备的制造

28

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的制造

29

汽车、挂车和半挂车的制造

30

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

31

家具的制造

32

其他制造业

33

机械和设备的修理和安装

电、煤气、蒸气和空调的供应

D
35

电、煤气、蒸气和空调的供应
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活动

E
36

集水、水处理与水供应

37

污水处理

38

废物的收集、处理和处置活动；材料回收

39

补救活动和其他废物管理服务

41

楼宇的建造

42

土木工程

43

特殊建筑活动
目标 C

建筑业

F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的修理

G
45

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汽车和摩托车的修理

46

批发贸易（不包括汽车和摩托车）

47

零售贸易（不包括汽车和摩托车）
运输和储存

H
49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50

水上运输

51

航空运输

52

运输的储藏和辅助活动

53

邮政和邮递活动
食宿服务活动

I
55

住宿

56

食品和饮料服务活动
信息和通信

J
58

出版活动

59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的制作、录音及音乐作品出版活动

60

节目编排和播出活动

61

电信

62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63

信息服务活动
金融和保险活动

K
64

金融服务活动（不包括保险和养恤金）

65

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不包括强制性社会保障）

66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活动
房地产活动

L
68

房地产活动
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M
69

法律和会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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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活动

71

建筑和工程活动；技术测试和分析

72

科学研究与发展

73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

74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

75

兽医活动
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

目标 C

N
77

出租和租赁活动

78

就业活动

79

旅行社、旅游经营者、预订服务及相关活动

80

调查和安全活动

81

为楼宇和院落景观活动提供的服务

82

办公室行政管理、办公支持和其他企业辅助活动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O
84

教育

P
85

教育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

Q
86

人体健康活动

87

留宿护理活动

88

不配备食宿的社会服务
艺术、娱乐和文娱活动

R
90

艺术创作和文娱活动

91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活动

92

赌博和押宝活动

93

体育、娱乐和文娱活动
其他服务活动

S
94

成员组织的活动

95

电脑及个人和家庭用品的修理

96

其他个人服务活动
家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活动

T
97

家庭作为家政人员雇主的活动

98

未加区分的私人家庭自用物品生产和服务活动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U
99

77

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

附件 III - 农业损失 (C-2) 的计算方法
评估农业部门经济损失的方法已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制定。
评估农业部门灾害损失的详细计算公式按子构成（生产损失、资产损失和库存损失）针对每个子部门
（作物、牲畜、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在下文介绍。为确保国家之间有可比性，以下计算中使用
的所有价格均为农场交货/生产者价格，以 PPP 国际美元表示。

说明：

i 为产出
目标 C

j 为受灾害影响的地理单位
k 为用于产生农业产出的资产（设备，机械，工具，设施）
x 为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
h 为树木（多年生作物树和林木）
t 为可获得灾后数据时的第一个时间单位
t-1 为可获得灾前数据时的第一个时间单位
yi (或 z)j,t 为时间 t 时地区 j 项目 i 的产量
px(或 i 或 h)j,t-1 为时间 t-1 时地区 j 投入品 x（或产品 i 或树木 h）的价格
pk,j,t 为时间 t 时地区 j 一个单位资产 k 的价格（或维修成本）
qxj 为地区 j （一公顷）生产所需的投入品 x 的数量
qi,j 为地区 j 项目 i 的数量
qi(或 x)(储存)jtj 为时间 t 时地区 j 项目 i（或投入品 x）的储存数量
qkj,t 为时间 t 时地区 j 用于项目 i 的资产数
lij,t-1 为地区 j 生产项目 i 一公顷的每单位时间劳动成本
haij,t 为时间 t 时地区 j 用于项目 i 的公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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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生产损失

Formulas
PRODUCTION LOSS

•

一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Formulas • Loss of Annual Crop Stocks: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 ∑(∆qx(储存)j,t px(储存)j,t-1)
PRODUCTION LOSS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

pi(储存)stored
j,t
j,t-1
Pre-disaster
value ∆q
of i(储存)
destroyed
annual crops: ∆𝑞𝑞d(ž©¦
2) 被毁储存一年生作物的灾前价值：
• Loss of2)Annual
Crop Stocks:
Formulas
•

Ÿœ)¨,©

· 𝑝𝑝d(ž©¦

∆𝑞𝑞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inputs:
PD(AC)
∆qd(ž©¦
• p · 𝑝𝑝d(ž©¦
+stored
∑(∆qx(储存)j,t
• p Σ(
+ Σ(∆𝑞𝑞
𝑝𝑝ª ·ž©¦𝑝𝑝𝑥𝑥Ÿœ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PD(AC)
PRODUCTION
LOSS
·¸ij = ∆𝑞𝑞
Ÿœ)¨,©
Ÿœ)¨,©¬m
ª ž©¦ 𝑥𝑥Ÿœ
¨,©
¨,©¬m )𝑗𝑗,𝑡𝑡−1
i(储存)j,t
i(储存)j,t-1
x(储存)j,t-1

Ÿœ)¨,©¬m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annual crops: ∆𝑞𝑞d(ž©¦ Ÿœ)¨,© · 𝑝𝑝d(ž©¦ Ÿœ)¨,©¬m
Loss of Annual Crop Stocks:
• Loss of
Crop
Stocks:
∆𝑞𝑞d(ž©¦
· 𝑝𝑝Perennial
+ Σ(∆𝑞𝑞
𝑝𝑝ª∆𝑞𝑞
PD(AC)
Ÿœ)¨,© value
d(ž©¦
ª ž©¦inputs:
Ÿœ ¨,© · Σ(
ž©¦ Ÿœ ¨,©¬m ) · 𝑝𝑝
1)·¸ =LOSS
Pre-disaster
of Ÿœ)¨,©¬m
destroyed
stored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PRODUCTION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
· 𝑝𝑝𝑥𝑥d(ž©¦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annual crops: ∆𝑞𝑞d(ž©¦ Ÿœ)¨,© ∆𝑞𝑞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Ÿœ)¨,©¬m
• 多年生作物库存损失：
• Loss of Annual Crop Stocks:
Pre-disaster
of destroyed stored perennial crops:
∆𝑞𝑞d(ž©¦ Ÿœ)¨,© ·
• Loss of2) Perennial
Cropvalue
Stocks:
∑(∆qstored
•Σ(∆𝑞𝑞
p
)
=
∆𝑞𝑞
·
𝑝𝑝
+
·
𝑝𝑝
)
𝑝𝑝
Σ(
∆𝑞𝑞
·
𝑝𝑝
)
1)P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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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𝑎𝑎d¨,© · ℎd¨ · 𝑝𝑝« ¨,©¬m
∆qi (储存) j,tstored
•p
2) 被毁储存产品的灾前价值：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𝑑𝑑 𝑗𝑗,𝑡𝑡−1 )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i (储存)inputs:
j,t-1
2)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products:
Ÿœ)¨,© · 𝑝𝑝d(ž©¦ Ÿœ)¨,©¬m
· 𝑝𝑝ij,t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 ∆𝑞𝑞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𝑞𝑞
𝑝𝑝d(ž©¦
hijstored
• p
3) 完全受损树木的重置价值：
			
d¨ =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ha
hj,t-1
𝑗𝑗,𝑡𝑡−1
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 ∆ℎ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 ℎ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ℎ 𝑗𝑗,𝑡𝑡−1
90
3) Replacement value of fully damaged trees:
∆ℎ𝑎𝑎d¨,© · ℎd¨ · 𝑝𝑝« ¨,©¬m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 ∑Σ(
∆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p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 p∆𝑞𝑞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 ∆ℎ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 ℎ𝑖𝑖𝑖𝑖 · 𝑝𝑝ℎ 𝑗𝑗,𝑡𝑡−1
PD(FO)
(∆q
) + ∆q𝑗𝑗,𝑡𝑡−1
+ ∆ha
• h • p
ij
x(储存) j,t
x(储存) j,t-1
i(储存) j,t
i(储存) j,t-1
ij,t
ij
hj,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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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0

•

水产养殖业库存损失：

• p
):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
x(储存)j,t
x(储存)j,t-1
• Loss of Aquaculture∑(∆q
Stocks:
• Loss of Aquaculture Stocks:
• Aquaculture
Loss value
of Aquaculture
Stocks:
•1) Loss
of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Pre-disaster
ofStocks: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2) 被毁水产养殖业产品的灾前价值：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𝑞𝑞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
𝑝𝑝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𝑞𝑞
Σ(
∆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𝑗𝑗,𝑡𝑡−1 ):
1)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qi(储存)j,t
• Pre-disaster
p
d(ž©¦ Ÿœ)¨,©
d(ž©¦
𝑗𝑗,𝑡𝑡 · 𝑗𝑗,𝑡𝑡−1
𝑗𝑗,𝑡𝑡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i(储存)j,t-1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𝑞𝑞d(ž©¦ Ÿœ)¨,© · 𝑝𝑝d(ž©¦Ÿœ)¨,©¬m
Ÿœ)¨,©¬m
Pre-disaster
net value
of dead
stock
∆𝑞𝑞d¨,©Ÿœ)¨,©¬m
· 𝑤𝑤
· 𝑝𝑝d(ž©¦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𝑞𝑞losses):
· 𝑝𝑝d(ž©¦
2)3)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𝑞𝑞
•fishes
wi) (brood
d(ž©¦
Ÿœ)¨,© Ÿœ)¨,©¬m
d(ž©¦
Ÿœ)¨,©
ij,t fishes
3) 死鱼的灾前净价值（种鱼损失）：
3) Pre-disaster net value(∆q
of dead
(brood
stock
losses):
∆𝑞𝑞d¨,© · d𝑤𝑤d
3) Pre-disaster
valuefishes
of dead
fishes
(brood
stock losses):∆𝑞𝑞d¨,© · 𝑤𝑤∆𝑞𝑞
3) Pre-disaster
net valuenet
of dead
(brood
stock
losses):
d d¨,© · 𝑤𝑤d

PD(AQ)
(∆q
• p · 𝑝𝑝
) + ∆q + ∆𝑞𝑞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 p
+ (∆qij,t • w+
) ∆𝑞𝑞d¨,© · 𝑤𝑤d
∆𝑞𝑞x(储存)j,t
· 𝑝𝑝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ijd¨==∑Σ(
i(储存)j,t-1
i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x(储存)j,t-1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i(储存)j,t
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d¨ = Σ(∆𝑞𝑞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 ∆𝑞𝑞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 ∆𝑞𝑞d¨,© · 𝑤𝑤d
= Σ(∆𝑞𝑞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 ∆𝑞𝑞 · 𝑝𝑝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 𝑝𝑝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1
= Σ(∆𝑞𝑞d¨
) + ∆𝑞𝑞
+ ∆𝑞𝑞d¨,© ·+𝑤𝑤∆𝑞𝑞
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d¨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d d¨,© · 𝑤𝑤d
𝑗𝑗,𝑡𝑡 · 𝑗𝑗,𝑡𝑡−1
𝑗𝑗,𝑡𝑡−1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𝑖𝑖(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𝑗𝑗,𝑡𝑡

Loss of Fisheries Stocks:
• Loss of Fisheries Stocks:
• Fisheries
Loss value
of Fisheries
Stocks:stored inputs:
•1) Loss
of
Stocks:
• 渔业库存损失：
Pre-disaster
of destroyed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𝑒𝑒𝑑𝑑 𝑗𝑗,𝑡𝑡−1 )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𝑒𝑒𝑑𝑑 𝑗𝑗,𝑡𝑡−1 )
1)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𝑞𝑞
· 𝑗𝑗,𝑡𝑡−1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𝑒𝑒𝑑𝑑
𝑝𝑝d(ž©¦
Pre-disaster
valueofof∑
destroyed
stored
capture:
∆𝑞𝑞
1)2) Pre-disaster
value
destroyed
stored
inputs:
Σ(
∆𝑞𝑞d(ž©¦
)
(∆q
• p
):
Ÿœ)¨,©
𝑗𝑗,𝑡𝑡Ÿœ)¨,©¬m
𝑗𝑗,𝑡𝑡−1 )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𝑥𝑥·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𝑒𝑒𝑑𝑑
1) 被毁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
x(储存)j,t stored
x(储存)j,t-1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capture:
∆𝑞𝑞𝑥𝑥 d(ž©¦
Ÿœ)¨,© · 𝑝𝑝d(ž©¦ Ÿœ)¨,©¬m
· 𝑝𝑝d(ž©¦ Ÿœ)¨,©¬m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capture: ∆𝑞𝑞d(ž©¦ Ÿœ)¨,©
∆𝑞𝑞d(ž©¦
· 𝑝𝑝d(ž©¦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ored capture:
Ÿœ)¨,© Ÿœ)¨,©¬m
2) 被毁储存捕获品的灾前价值：∆qi(储存)j,t • pi(储存)j,t-1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 ∆𝑞𝑞d(ž©¦ Ÿœ)¨,© · 𝑝𝑝d(ž©¦ Ÿœ)¨,©¬m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Σ(∆𝑞𝑞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 ·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 ∆𝑞𝑞d(ž©¦ Ÿœ)¨,© · 𝑝𝑝d(ž©¦ Ÿœ)¨,©¬m
==∑Σ(
(∆q
• p 𝑝𝑝
+d(ž©¦
∆q+Ÿœ)¨,©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𝑞𝑞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𝑞𝑞d(ž©¦
· 𝑝𝑝d(ž©¦ Ÿœ)¨,©¬m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PD(FI)
= Σ(∆𝑞𝑞ijd¨
𝑝𝑝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 +)∆𝑞𝑞
· •𝑝𝑝p
Ÿœ)¨,©
i(储存)j,t-1
d(ž©¦
Ÿœ)¨,©¬m
𝑗𝑗,𝑡𝑡 ·x(储存)j,t-1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1 ) i(储存)j,t
𝑥𝑥 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𝑗𝑗,𝑡𝑡𝑥𝑥x(储存)j,t
𝑗𝑗,𝑡𝑡−1

目标 C

•

Annual Crop Production Loss:
• Annual Crop Production Loss:
• Crop
Annual
Crop expected
Production
Loss:
•1) Annual
Production
Los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value of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affected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of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affected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ctual
of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of value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affected affected
• 一年生作物生产损失：
1 value
harvested areas: 𝑝𝑝d¨,©¬m · ∆𝑦𝑦d¨,© · ℎ𝑎𝑎d¨,© ·and
∆𝑦𝑦
d¨,© > 0
harvested areas: 𝑝𝑝d¨,©¬m · ∆𝑦𝑦d¨,© · ℎ𝑎𝑎d¨,© · 1 ∆𝑦𝑦
d¨,© > 0
1 ∆𝑦𝑦 > 0
areas:
𝑝𝑝d¨,©¬m
· ∆𝑦𝑦
harvestedharvested
areas: 𝑝𝑝 of
· ∆𝑦𝑦
· 1· ℎ𝑎𝑎
d¨,© · ℎ𝑎𝑎
d¨,©d¨,©
d¨,© ·>
1) 非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2) Pre-disaster valued¨,©¬m
destroyed
standing
𝑝𝑝∆𝑦𝑦d¨,©
· 𝑦𝑦0 pd¨,©
· •∆ℎ𝑎𝑎
∆yij,t
d¨,©• haij,t • 1(∆yij,t > 0)
ij,t-1 · ∆ℎ𝑎𝑎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d¨,¾¬m
𝑝𝑝d¨,¾¬m ·d¨,©¬m
𝑦𝑦d¨,©¬m
d¨,©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
𝑦𝑦d¨,©¬m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 𝑝𝑝
𝑦𝑦𝑝𝑝d¨,©¬m
d¨,¾¬m· ·∆ℎ𝑎𝑎
d¨,¾¬m · (expenses
d¨,© · ∆ℎ𝑎𝑎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used
to d¨,©
temporarily sustain
2) 完全受影响地区被毁未收割作物的灾前价值：
p
• y
• ∆ha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ij,t-1 costs
ij,t-1 (expenses
ij,t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susta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short-run (lump-sum)
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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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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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hort-run (lump-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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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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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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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t∆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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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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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𝑦𝑦𝑝𝑝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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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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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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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ennial Crop Production Loss:
• Perennial Crop Production Loss:
•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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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Production
Loss: value of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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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Production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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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ed
and actual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of crop production in non-fully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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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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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d¨,©expected
· ℎ𝑎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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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𝑝d¨,©¬m · ∆𝑦𝑦
d¨,© · ℎ𝑎𝑎d¨,©
pij,t-1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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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ested
areas:
𝑝𝑝d¨,©¬m
· ∆𝑦𝑦
areas:
𝑝𝑝d¨,©¬m
· ∆𝑦𝑦
1) 非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d¨,© in fully-affected
d¨,© · ℎ𝑎𝑎
d¨,©d¨,© · ℎ𝑎𝑎
ij,t-1 and ij,t
2) harvested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
crops
areas
discounted expected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 crops in fully-affected areas and discounted expected
2)ofPre-disaster
valueinoffully
destroyed
standing
crops
fully-affected
2) Pre-disaster
value
of destroyed
standing
fully-affected
areas
discounted
expectedexpected
2) 完全被毁未收割作物的灾前价值，以及到完全复原为止完全受影响收获地区作物生产的折
𝑝𝑝 and discounted
· 𝑦𝑦
value
crop
production
affectedcrops
areain
until
full in
recovery:
Σρ and
· 𝐸𝐸areas
𝑝𝑝d¨,©¬m ·d¨,©¬m
𝑦𝑦d¨,©¬m
value of crop production in fully affected area until full recovery: Σρ · ©¬m
𝐸𝐸©¬m d¨,©¬m
现预期价值：
· 𝑦𝑦
valueproduction
of crop production
in fully area
affected
area
until full recovery:
Σρ
· 𝐸𝐸©¬m· 𝑦𝑦𝑝𝑝d¨,©¬m
𝑝𝑝
value
of
crop
in
fully
affected
until
full
recovery:
Σρ
·
𝐸𝐸
d¨,©¬m
©¬m
d¨,©¬m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productiond¨,©¬m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production
∑ρ • E3)
[
p
•
y
]
t-1
ij,t-1 Short-run
ij,t-1
3)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production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maintenance
costs
(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production
(lump-sum)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short-run
P short-run (lump-sum)
P短期 (总数)
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short-run (lump-sum)
activities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short-run (lump-sum)
•

P

短期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d¨ = Σρ · 𝐸𝐸©¬m 𝑝𝑝d¨,©¬m · 𝑦𝑦d¨,©¬m · ∆ℎ𝑎𝑎d¨,© + 𝑝𝑝d¨,©¬m · ∆𝑦𝑦d¨,© · ℎ𝑎𝑎d¨,© + P short-run
PL(PC)
= ∑ρ • E · [𝐸𝐸©¬m
pij,t-1𝑝𝑝d¨,©¬m
• y
∆haij,t· ∆ℎ𝑎𝑎
+ pd¨,©
• ∆y
• ha d¨,©
+· ℎ𝑎𝑎
P短期
·]𝑦𝑦• d¨,©¬m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d¨,© + P short-run
ij d¨ = Σρ t-1
ij,t-1+ 𝑝𝑝d¨,©¬m
ij,t-1 · ∆𝑦𝑦ij,t
= Σρ
· 𝐸𝐸©¬m·ij,t-1
𝑦𝑦d¨,©¬m
· ∆ℎ𝑎𝑎
𝑝𝑝d¨,©¬m
· ∆𝑦𝑦
= Σρ · d¨𝐸𝐸©¬m
𝑝𝑝d¨,©¬m
𝑦𝑦𝑝𝑝d¨,©¬m
𝑝𝑝d¨,©¬m
· ∆𝑦𝑦
+·Pℎ𝑎𝑎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d¨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short-run
d¨,©¬m · ∆ℎ𝑎𝑎
d¨,© +
d¨,© + P short-run
d¨,© +
d¨,© · ℎ𝑎𝑎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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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stock Production Loss:
牲畜生产损失：
• Difference
Livestock Production
Loss: and actual value of 𝛴𝛴(𝑞𝑞d¨,© · 𝑝𝑝§¨,©¬m · ∆𝑦𝑦§¨,© )
1)
between expected
• Livestock Production
Loss:
∑(q
• p
• ∆y )
1) （畜产品）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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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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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 ) · 𝑝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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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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𝛴𝛴(𝑞𝑞
d¨,© ·d 𝑝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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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gone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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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ρ · {Σ(∆𝑞𝑞
§¨,©¬m )· 𝑦𝑦§¨,©¬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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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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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of 𝛴𝛴(𝑞𝑞
d¨,© ·value
§¨,© · 𝑝𝑝§¨,©¬m · ∆𝑦𝑦§¨,© )
1)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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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2) 到完全复原为止死牲畜畜产品的折现放弃价值： ∑ρ • {∑(∆q •and
d¨,©
p
• y
) §¨,©¬m
ij,t
zj,t-1
zj,t-1
2) 3)
Discounted
foregone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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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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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𝑞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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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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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Short-run
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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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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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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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scounted foregone
valu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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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from 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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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Discounted
fore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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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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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𝑝𝑝§¨,©¬m · 𝑦𝑦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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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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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short-run (lump-sum) P
(总数)
3)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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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
(expenses短期
used
to
temporarily
production
3) Short-run
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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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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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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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 p
activities immediately post-disaster): P short-run (lump-sum)
immediately
P post-disaster):
short-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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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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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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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lump-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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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run
•

PL(L)
= ∑ρ • {∑(∆qij,t d¨,©
• p · 𝑝𝑝•§¨,©¬m
yzj,t-1)· 𝑦𝑦+§¨,©¬m
∑(q)ij,t+• 𝛴𝛴(𝑞𝑞
pzj,t-1d¨,©• ∆y
) + P短期§¨,© ) + P short-run
· 𝑝𝑝
𝑃𝑃𝑃𝑃(𝐿𝐿)
ij d¨ = Σρ · {Σ(∆𝑞𝑞
zj,t-1
zj,t§¨,©¬m · ∆𝑦𝑦
· 𝑝𝑝§¨,©¬m
· 𝑦𝑦§¨,©¬m
) + 𝛴𝛴(𝑞𝑞 𝑦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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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𝑦𝑦d¨,©
P short-run
𝑃𝑃𝑃𝑃(𝐿𝐿)d¨ = Σρ · {Σ(∆𝑞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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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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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𝑃𝑃𝑃(𝐿𝐿)d¨,©
d¨ = Σρ
d¨,© · 𝑝𝑝§¨,©¬m ·d¨,©
• Forestry Production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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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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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destroyed
forest
products
and discounted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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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y
∆𝑦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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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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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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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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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d
2) Pre-disaster 2)
value
of fully destr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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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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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ed
预期价值：∑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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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ℎ𝑎𝑎d¨,© area
·in𝑝𝑝fully
· full
∆𝑦𝑦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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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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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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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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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used to temporarily sustain
· 𝑦𝑦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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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用于灾后立即临时维持生产活动的费用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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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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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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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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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ort-run post-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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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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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isaster):
P post-disaster):
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
=ρ.Σρ.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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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𝑝d¨,©¬m+
· ∆𝑦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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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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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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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ij,t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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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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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t-1
ij,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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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𝑃𝑃𝑃(𝐴𝐴𝐴𝐴)d¨ = Σρ.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d¨,© · 𝑝𝑝d¨,©¬m · 𝑦𝑦d¨,©¬m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d¨,© · 𝑝𝑝d¨,©¬m · ∆𝑦𝑦d¨,©¬m + P short-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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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𝑝𝑝d¨,©¬m
· 𝑦𝑦d¨,©¬m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𝑦𝑦d¨,©¬m
· 𝑝𝑝d¨,©¬m
· ∆𝑦𝑦d¨,©¬m
+ P short-run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𝑦𝑦d¨,©¬m + P short-run
d¨ = Σρ.
d¨,© · 𝑝𝑝d¨,©¬m d¨,©
d¨,© · 𝑝𝑝d¨,©¬m
• Fisheries Production Loss:
渔业生产损失：
• 1)
Fisheries
Production
Loss: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of fisheries capture in disaster year:
Difference
between
• Fisheries Production
Loss:Production Loss:
• Fisheries
灾害年度渔业捕获品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
1) Difference
and actual value of fisheries capture in disaster year:
· 𝑝𝑝d¨,©¬m ·expected
∆𝑦𝑦d¨,©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d¨,© between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fisheries
capture
in disaster
year:in disa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of actual
value
of fisheries
capture
面积ij,t • pij,t-1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y
ij,td¨,© · 𝑝𝑝d¨,©¬m · ∆𝑦𝑦d¨,©
𝑝𝑝d¨,©¬m
· ∆𝑦𝑦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 𝑝𝑝· d¨,©¬m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𝑦𝑦
d¨,© · 𝑝𝑝d¨,©¬m · ∆𝑦𝑦d¨,©
d¨,©d¨,©
d¨,©d¨,©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d¨,© · 𝑝𝑝d¨,©¬m · ∆𝑦𝑦d¨,©
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d¨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𝑃𝑃𝑃𝑃(𝐹𝐹𝐹𝐹)
· ∆𝑦𝑦d¨,©
d¨,© · 𝑝𝑝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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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FI) =d¨面积
• p
• ∆y
•

•
1)
2)
3)

•
1)

ij

ij,t

ij,t-1

i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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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S LOSS

资产损失

•

Crops Assets Loss:

Repair / replacement cost of partially / fully destroyed assets at pre-: Σ(𝑝𝑝¨,©¬m · ∆𝑞𝑞¨,©

• 作物资产损失：
• Livestock Asset Loss:
部分/全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重置成本： ∑( pkj,t-1 • ∆qkj,t)

Repair / replacement cost of partially / fully: Σ(𝑝𝑝¨,©¬m · ∆𝑞𝑞¨,© )

• 牲畜资产损失：
部分/全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重置成本：
∑( pkj,t-1 • ∆qkj,t)
• Forestry Assets Loss:

• 林业资产损失：
Repair / replacement cost of partially / fully destroyed assets price: Σ(𝑝𝑝¨,©¬m · ∆𝑞𝑞¨,© )
部分/全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重置成本： ∑( pkj,t-1 • ∆qkj,t)
• Aquaculture Assets Loss:
• 水产养殖业资产损失：
Repair / replacement cost of partially / fully destroyed price: Σ(𝑝𝑝¨,©¬m · ∆𝑞𝑞¨,© )
部分/全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重置成本： ∑( pkj,t-1 • ∆qkj,t)
• Fisheries Assets Loss:
• 渔业资产损失：
目标 C

( pofkj,t-1
• ∆q /)fully destroyed assets at pre-: Σ 𝑝𝑝
部分/全部被毁资产按灾前价格计的维修/重置成本：
Repair / replacement ∑
cost
partially
kj,t
¨,©¬m · ∆𝑞𝑞¨,
· ∆𝑞𝑞)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AD(ALL)
= ∑=
( pΣ(𝑝𝑝
• ∆q
¨,©¬m
ij d¨
kj,t-1
kj,t ¨,©

Note: Disaster impact on the apiculture sub-sector is to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livestock-rele

for direct loss, where:
Loss of apiculture stocks i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1) pre-disaster value of stored inputs
apiculture products destroyed by the disaster
注：灾害对农业子部门的影响使用直接损失的牲畜相关公式计算，其中：
Production loss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1) difference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value
production in disaster year, and 2) discounted foregone value of apiculture products until
- 养蜂业库存损失的估算是基于
1) 储存投入品的灾前价值，和 2) 被灾害摧毁的储存
Assets loss is calculated as the pre-disaster value of partially or fully destroyed apic
养蜂业产品。
(beehives, equipment, storage, etc.)

-

生产损失的计算是基于 1) 灾害年度养蜂业生产预期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值，和 2)
到完全复原前养蜂业产品的折现放弃价值。

-

资产损失计算为部分或全部被毁养蜂业资产（蜂箱，设备，储存设施等）的灾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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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分析和误差幅度

提议的计算方法是基于一组假设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外生参数，都趋向是保守方式。但因各种
原因，结果可能有偏差。
首先，缺乏数据（灾前和灾后数据）和无法放宽假设意味着要利用估算程序。第二，由于农业产
出的失真和同时变化原因（而不是自然灾害），可能出现误差。第三，计量缺乏灵敏性可能是导
致偏差的一大原因。最后，计算方法基于知识的特点可能修改产出，具体决取于知识来源。
为反映因灾害导致的损失价值而提供的统计资料中的这种变化，可以提出分两步进行误差分析。
第一步考虑外生参数定义的变化，第二步可用来跨气候压力源级别来测试农业部门平均灾害影响
的稳健性。
必要时，为至少代表部分结果衡量中的变化性，可采用以下提议的误差区间程序。
目标 C

1. 最小-最大区间。该计算方法在损失的每个子构成中提供一组外生的（估计的）数据。
-

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针对每次数据估算定义。所有三个值主要是基于现有文献资料和可
获得的专家判断。

-

损失的结果值针对每个子构成计算三次，利用外生数据的平均值、使结果最小化的值，以及
使结果最大化的值。

-

压力源强度的类别应予以界定。例如，若是台风，则风速（根据该地区的地形地貌）是决定
自然灾害强度的主要因素，可以确认四个类别。

2. 按地球物理压力源等级的置信区间为确认灾难的规模，应以最具成本效益的可用粒度水平收
集气候和地球物理压力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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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群组（即压力源的强度类别），应计算属于该精确群组的区间J 内的损失平均值。

-

每个平均值应提供有 90% 或 95% 的置信区间。

-

然后应计划进行平均值之间差值的假设检验。T 试验检测整体内部有效性。

农业损失方法特定的工作定义

受影响面积

定义

灾害事件造成的受损或被毁土地（耕地、牧地和林地）的面积（单位：公顷）。
这还包括因危害事件而受影响的渔业用水和水产养殖用水（池塘、围栏、笼子）
（单位：公倾或平方公里）。

被杀牲畜

因危害事件而丧失的家养生产性动物数。

受伤牲畜

因危害事件而受伤的家养生产性动物数。

收获面积

收割作物的土地总公顷数。因此，收获面积不包括因各种因素而没有收获的面积，
尽管已播种或种植。如果有关作物因连续耕种（即同一种作物在当年度同一地块上
播种或种植超过一次）而在当年度收获一次以上，则面积按收获次数多次计数。相
反，若是当年度连续收割相同的未收割作物，则收获面积只记录一次。

目标 C

术语

“收获面积”是指作物和林业用地，以及水产养殖和渔业用水。
完全被毁面积 - 没有收获

相比“正常年度”预计没有产量的土地总公顷数。此类完全被毁面积包括种植的作
物被危害事件摧毁且无法生产的土地总公顷数。
“完全被毁面积 - 没有收获”是指作物和林业用地，以及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用水。

部分被毁面积

相比“正常年度”预计产量至少降低 30% 的土地总公顷数。此类部分被毁面积包括
种植的作物受危害事件影响且生产受到影响的土地总公顷数。

“部分被毁面积”是指作物和林业用地，以及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用水。

灾后短期维护成本

在危害事件过后一段时期维持农业活动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和租赁发
电机、水泵、临时设施以及农业贷款等）。不包括直接受灾害影响的生产、设施和
机械的价值。

被毁储存投入品

因特定地区危害事件而损失和被毁的储存投入品（种子、化肥、杀虫剂、饲料、
草料、鱼饵等）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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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 资产

定义

生产损失

相比灾前预期， 因危害事件造成的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渔
业生产数量下降。 该术语涵盖作物、牲畜、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渔业生产的产
出下降。还包括就预计或平均数量而言渔业捕获量下降。

被毁储存产品

因特定地区危害事件而损失和被毁的储存产品（作物、畜产品、捕捞的鱼、储存的
木材等）的数量。不包括作为农业/水产养殖业投入品而储存的作物和鱼粉。

产量

每单位收获面积的收获产品数量；表示为每单位面积（公顷）吨数（吨），从生物
产量中扣除收获及其他损失后得到。

目标 C

产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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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灾前预期，因危害事件造成的作物产量下降。表示为预期产量和实际产量
（危害事件之后）的差值。

渔船

在淡水、半咸水和海水中运行的各种类型和大小的移动漂浮物体，用来捕捞、
收获、寻找、运输、登陆、保存和/或加工鱼类、贝壳类动物及其他水生生物、残留
物和植物

机械

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林业、水产养殖业和渔业使用的机械设备。包括（但不限
于）：拖拉机、打包机、综合收割机——脱粒机和收割脱粒机、撒肥机、犁、根或
块茎收获机器、播种机、土壤机械、灌溉设施、耕作机具、履带式拖拉机、挤奶
机、制酪机、林业机械、轮式专用机械车、便携式链锯、渔船、捕鱼装置、水产业
喂料机、泵和通气装置、水产业配套船等。

初级加工设施

用于初步加工主要作物、牲畜、鱼和林产品的设施和机械，为进一步加工、上市或
出口运输做准备。

储存设施

在收获后一段时期存放产品的设施。包括：仓库、筒仓、谷物处理设施、轿送桥、
牲畜厩舍、肥料储藏间、立柱框架结构、冷藏/冷冻库和干/熏鱼储藏库等。

附件 IV：得出平均建设成本替代值的方法
由于很难报告每类产业部门的建设成本，因此各国没有成本信息可用的情况非常多。本节将介绍如何
得出所有部门的国家平均每平方米建设成本的替代值。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科学界合作伙伴设计出了一种方法，旨在获得国家每平方米代用建设成
本，可以作为用于缺少成本信息的每个部门的近似值。
挑选用于此方法的数据以全球住房建设成本数据库“2012 年全球工程造价及参考年鉴” (Compass
International, 2012 年)14 为基础。Compass 中超过 90 个国家的房屋每平方米建设成本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表明，相关系数适中但足够高（约为 60%）。（见下图）
图表：房屋每平方米建设成本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

每平方米价格COMPASS

目标 C

每平方米价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互关系

人均 GDP

统计回归分析产生了以下公式，用来评估《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样本中 85 个国家的每平方
米建设成本：
每平方米建设成本 = 304 + 0.01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无法获得每个部门的建设成本，则建议将该公式用于所有设施。

14

这是包含多国家信息的唯一来源，采用成文的连贯一致方法。该出版物在全球被咨询工程公司用来估算工程项目的初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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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2013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得出道路损坏所造成损失的成本的方法
为评估道路损坏的价值，《2013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中使用并检验了以下方法，以 DesInventar
国家数据集中记录的道路损坏情况（受影响道路米数）和世界银行进行的综合研究、世界银行运输股
TUDTR 开发的公路成本知识系统 (ROCKS) 得出的道路平均恢复和重建成本相关数据为基础。此项
研究来源于拥有道路成本信息的公共工程机构、承包商、顾问和财务机构的需求，此类信息一般可在
当地获得，但这些信息很多时候是分散的，没有系统地有组织地收集。
ROCKS 全球数据库是利用主要从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收集的数据创建，已有来自 65 个发展中国家
的超过 1,500 项记录。所有数据被汇编成可供公众访问（http://www.worldbank.org/transport/
roads/tools.htm）的单个文件

目标 C

ROCKS 为保护工作（整修、恢复和改进）和开发工作（道路新建）提供估算。还按世界银行地区对
结果进行汇总。道路反过来划分为铺装路和非铺装路。对于这项工作的效果，道路恢复成本被用作计
量灾害影响价值的替代值，因为灾后大多数道路工程必须视为是恢复，尽管某些情况下需要完全重建
道路。恢复成本数据比开发工程保守得多。
尽管按地区的平均值稍有不同，但不认为按地区按工程类型的记录数量在项目非常少的特定地区具有
统计学上的代表性；因此，决定使用恢复成本的全球平均值，而不是地区平均值。
另外指出的是，ROCKS 的数据是以 2002 年美元金额表示。因此，结果用以呈列使用了国内生产总
值平减指数的数值。
为在计算中引入铺装路和非铺装路之间的重大成本差异，假设每个类别的道路损坏分布大致会遵循每
个类别道路国家分布的相同模式。为此，计算方法每年采用了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计算国家铺装道
路网络的比例（参阅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S.ROD.PAVE.ZS）。为每个国家使
用了最新的指标。这种计算可以通过使用按年度的差异百分比加以改进，但要注意的是，铺装和非铺
装道路的分布几年内不会有明显变化，也并没有正确说明计算引擎复杂度为何增加。
为世界银行获得的成本如下：
平均每公里工程造价：
铺装道路

非铺装道路

密封 20,000 美元/公里

重新用砂砾铺路 11,000 美元/公里

功能性覆盖 56,000 美元/公里

改进 72,000 美元/公里

结构性覆盖 146,000 美元/公里

不适用

恢复 214,000 美元/公里

恢复 31,000 美元/公里

建设 866,000 美元/公里

铺路 254,000 美元/公里

表格 - 每公里道路成本

在让这些成本达到 2012 年数值（系数为 1.316），恢复成本分别为每公里 281,624 美元和 40,796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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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C

关于估算灾害对基础设施的损害和
基础服务的中断以计量《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D 实现情况
的数据和方法的技术说明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D

91

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全球目标 D，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D：2030 年前通过提升抗灾力，大幅减少灾害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包括
卫生和教育设施
本说明概述了一种解释指标的方法，该指标可计量灾害造成重要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
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据和方法。
该方法建议收集和使用被灾害损坏或摧毁的基础设施数和灾害造成基本服务中断次数的简单记载，
其中包括中断、部分中断、覆盖范围减少和服务质量下降。

2. 引言
目标 D 指两种独立但互相关联的情况。第一种是重要基础设施受损（服务不一定中断或在质量上受
影响）或被毁的情况，第二种是基本服务中断的情况（发生时可能有或没有损坏）。

目标 D

如果要计量灾害造成服务中断的所有方面，则要考虑以下要素：服务因灾害而中断的次数和每次中断
的持续时间；遭受中断的用户数；或者所提供服务的质量下降。
然而，考虑上述所有方面的详细中断情交况衡量在全球层面会非常复杂，在大多数国家不大可能存在
数据或以实际可行的方式收集数据。特别是，构建 2015 至 2017 年期间基线数据对大多数国家可
能极具挑战性。
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复合指标监测目标 D 的以下两个要素：“重要基础设施损坏”(D-1) 和“基本服务
中断”(D-5)。目标 D 指标所需的数据有部分将在目标 B 和 C 下收集，从而减轻了各成员国的数据
收集负担。
指标 D-2、D-3 和 D-4 通过计量受损或被毁设施数和基础设施单位数，直接监测“重要基础设施损坏”
的要素。
指标 D-6、D-7 和 D-8 通过计量基本服务的提供因灾害而中断的次数，从而直接监测“基本服务中断”
的要素。
强调以下事实，即“中断”包括：服务的一次或多次、短时间或长时间中断、提供服务的设施或网络
损坏，或服务质量出现可衡量的/明显下降，或以上情况的组合。
根据此计划，如果在灾害期间和/或由于该灾害，特定服务出现了上述任何情况，则可以计为一次服务
中断。换句话说，某项服务每次灾害可以中断一次，一次灾害期间可能中断多项服务。还应考虑服务
的倾泻式中断（例如当断电导致卫生服务中断时），因为它们可以归因于灾害。
中断的例子如下：
• 示例 1：在洪水期间和洪水后一段时间，某个省份的供水受到影响。水未达到规定的纯度而
且由于许多水源被破坏，一个月内不得不按每天 6 小时定量供应水。这意味着根据这种方
法，水服务被一种灾害中断（一次中断）。
• 示例 2：由于风暴的原因，电压出现波动，一个城市的不同地方出现多次停电，导致多个
社区没有电。这意味着电力因这样一次灾害而中断。由于电力中断，多个社区的供水和通
信也中断。这意味着对于此次灾害，这三项服务被中断（电力、通讯和供水），计为三次
（3）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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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审查了多个选项，建议将指标 D-1 计为重要基础设施损坏指数，将指标 D-5 计为服务中断指数。
受损的基础设施数或中断的服务数被计入并相对于人口取值，将指标表示为每 100,000 人比率。
不过，在指标 D-4 的单位和设施概念方面存在非常重要的技术挑战。尽管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中，
设施的概念很明确（例如机场或发电厂），但还必须定义单位的概念，以及该指标将如何连贯一致
地整合单位和设施，因此不能与其他计量单位混淆。
这在网络方面尤其具有挑战性。网络损坏常常以不同单位衡量，例如线性单位（如公路或铁路
公里数）。因此，难以确定单位或设施的概念。
若是指标 D-4 网络单位数指网络中受影响的明确可识别部分（如受损道路数），而不是网路性线要素
的线性或其他计量（如受损道路公里数）。

目标 D

由于经济评估可能需要性线和其他计量单位，因此秘书处建议各国针对此处所定义的单位数（如受影
响道路数）和损坏的计量单位数（受损道路公里数）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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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D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请参见目标 C 技术说明附录 I 了解元数据的定义——指标 D-4 和 D-8 与目标 C 相关指标（C-5 基础
设施损坏的经济价值）使用相同的格式。

编号

指标

D-1

灾害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坏。（复合指标）

D-2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保健设施数量。

D-3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教育设施数量。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重要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数量。

目标 D

D-4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
据中加以说明。应酌情包括保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D-5

灾害造成的基本服务中断次数。（复合指标）

D-6

灾害造成的教育服务中断次数。

D-7

灾害造成的保建服务中断次数。

D-8

灾害造成的其他基本服务中断次数。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据中加以说明。

此外，在其 E/CN.3/2017/2* 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提议在计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11 的灾害相关目标时使用这些指标。
在第 48 次会议上的 E/2017/24-E/CN.3/2017/35 报告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由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并建议拟定相关决议草案，15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15 决议草案 I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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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
建议”中定义。
重要基础设施
提供对一个社区或社会的社会和经济运作至关重要的服务的实体结构、设施、网络和其他资产。
关键术语
保护性基础设施：设计用于保护人类生命和社会资产免于不同危害（包括洪水、洪水暴涨、山体
滑坡、海啸、地震、风激增和风暴潮）的建筑元素集合。
保护性基础设施的例子包括：
• 防洪墙和河防
• 预防山体滑坡的排水系统和地面加固件
• 运河、堤坝、渠道、堰及其他水调节机制
• 防止风暴潮和海啸的沿海防御工事
• 飓风和龙卷风避难所系统
• 危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基础设施
目标 D

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基础设施是指一个战略性规划的网络，由具备其他环境特点的自然和半自然区域
组成，设计和管理以提供各种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水净化、空气质量、娱乐空间和气候减缓及适应，
以及管理可提供许多社区益处的潮湿天气影响。
尽管单用途灰色雨水水利基础设施（传统的管道式排放和水处理系统）设计用于带离建成环境的城市
雨水，但绿色基础设施能从源头减少和处理暴雨，同时带来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
构成绿色基础设施的一些要素如下：
• 公园和绿地
• 雨水花园
• 地下水渗滤沟和储水系统
• 地区性雨水库
• 沿海防护红树林系统
• 城市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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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服务：整个社会有效或正确运作所需的服务。
基本服务的例子包括供水、卫生、保健和教育。还包括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和废物管理等重要基础
设施提供的整个社会运行所需的服务。
对于该指标，建议针对以下公共服务计量基本服务的中断、中止或质量下降：
教育设施：幼稚园/幼儿园、小学、初中或高中、技术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大学、培训中
心、成人教育、军校和监狱学校
卫生设施：健康中心、诊所、当地医学、地区医院和三级医院、门诊中心、健康实验室以及
主要健康服务提供者使用的设施
电力/能源系统：发电设施、传输和分配系统、配送中心及其他工程
污水处理系统：卫生和生活污水系统、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
固体废物管理：固体废物的收集和处理
交通运输系统：公路网络、铁路（包括车站）、机场和港口
供水：饮用水供应系统（出水口、水处理厂、运输饮用水的引水渠和管道、储水罐）
信息通信技术 (ICT) 系统：设备和电话网络（电信网络）、广播电台、电视台、邮局和公共
信息办公室、互联网服务、无线电话和移动电话
目标 D

紧急响应：灾害管理办公室、火灾管理服务、警察、军队和紧急行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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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方法
计算复合指标 D-1 和 D-5 的建议方法表明，构建基于损坏和中断事件简单目录的索引与每个国家的
人口规模有关，以便反映此类中断和损坏的相对重要性。
该方法由三个步骤构成，秘书处强调了每个步骤的挑战。
步骤 1： 收集关于灾害造成的有形损坏和中断的优质数据。
步骤 2： 根据源数据，计算中断发生的次数以及受损设施和单位的数量。
步骤 3： 转换相对于人口的中断次数，从而计算每 100,000 人的中断次数。

秘书处方法提议按以下方式计算指数：
D-1 = 重要基础设施损坏指数 =

受损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数量/人口 * 100,000
D-5 = 服务中断指数 =

发生的中断次数/人口 * 100,000
建议收集并从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报告发生的中断次数和受损设施单位数。这种方法将针对所有灾害
单独汇总受影响学校、保健和基础设施单位及设施的数量。一个以上学校、保健或其他设施受影响的
情况会使和增大。
目标 D

影响多项服务和多个重要基础设施的情况比只有一项服务/基础设施受影响的情况有更大的权重。重点
是收集并记录教育和保健服务的中断及损害。
重要的是注意到，目标 C 需要收集和报告有关受影响保健设施、教育设施和基础设施数量的数据。
因此，采用此方案不会带来额外的数据收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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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建议：
指标 D1 至 D4 的计算应基于考虑用于指标 C-3 和 C-5 的相同数据和相同重要基础设施单位及
设施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的建议：
指标 C-4 和 D-5 的数据应使用相同的元数据加以说明。元数据格式也与 C-3 和 D-8 的相同。
重要的是要注意，ISIC 分类已经包含卫生和教育设施的代码和类别。
为监测《仙台框架》全球目标，秘书处将定义额外的代码集，可对应属于非生产性且未被 ISIC
考虑的资产类型。可能包括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发电设施，供水设施等资产。
为指标 D-8 之目的，秘书处将提供描述基本服务的初始元数据集。

目标 D

指标编号

指标

D-1

灾害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坏 （复合指标）

D-2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保健设施数量。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链接至 C-5）：
D-2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保健设施的数量
[理想的分列要求] (同 C-5)：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受影响程度（受损/被毁）
设施规模（小/中/大）。如果各成员国希望通过按资产规模和类型分列的方式报
告更详细的损失，则应使用彿标 C-5 中规定的元数据宣布这种分列。

D-3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教育设施数量。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链接至 C-5）：
D-3 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教育设施的数量
[理想的分列] (同 C-5)：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受影响程度（受损/被毁）
设施规模（小/中/大）。如果各成员国希望通过按资产规模和类型分列的方式报
告更详细的损失，则应使用彿标 C-5 中规定的元数据宣布这种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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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害而被毁或受损的重要基础设施单位和设施数量。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
据中加以说明。应酌情包括保护性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
请注意，该指标与指标 C-5 共用（或应当共用）数据和元数据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链接至 C-5）：
•

对于元数据中宣告的在灾害中受影响的每种基础设施类型：
•

C-5a：资产类型（代码，见元数据）

•

C-5b：此类受损/被毁基础设施资产的单位数或设施数

•

C-5c：网络单位损坏的计量（以米或公里为计量单位）

描述资产和基础设施要素的元数据的定义
对于报告的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
•

代码

•

说明

•

在 ISIC 或采用的分类体系中的类别或经济部门/活动

•

计量单位（平方米、米、公顷、公里等）

•

每计量单位价值 [按年度 2005…2030 的系列]

•

设备、家具、材料和产品的价值 %

•

相关实物基础设施的价值 %

目标 D

D-4

请参见目标 C 技术说明的附件 I 获取更多信息和建议元数据架构的例子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受影响程度（受损/被毁）
设施规模（小/中/大，或非铺装路、单向铺装路、高速路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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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灾害造成的基本服务中断次数。
复合指标。见方法
元数据
所需的额外人口和社会经济参数
人口：
在报告工作的每一年的国家人口。
国家指标将使用国家人口来计算。
全球指标是所有已报告国家的人口之和。

D-6

灾害造成的教育服务中断次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与 C-3 挂钩）：
D-6 灾害造成的教育服务中断次数。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目标 D

中断是指以下一项或以下各项的组合：

D-7

•

服务的提供因灾害而部分或全部中断一次或多次

•

服务质量水平下降

•

服务范围缩小

•

服务基础设施受损/被毁

灾害造成的保建服务中断次数。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与 C-2 挂钩）：
D-7 灾害造成的保建服务中断次数。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中断是指以下一项或以下各项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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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的提供因灾害而部分或全部中断一次或多次

•

服务质量水平下降

•

服务范围缩小

•

服务基础设施受损/被毁

灾害造成的其他基本服务中断次数。
把重要基础设施的哪些构成部分纳入计算由各成员国决定，并在相应元数据中加以说明。
[最低数据要求]：
需针对每种灾害收集的数据：
•

对于元数据中宣告的在灾害中受影响的每种服务类型：

•

D-8a：资产类型（代码，见元数据）

•

D-8b：是/否 服务中断

描述服务和基础设施要素的元数据的定义
对于报告的每种类型生产性资产：
•

代码

•

说明

•

在 ISIC 或采用的分类体系中的类别或经济部门/活动

请参见目标 C 技术说明的附件 I 获取更多信息和建议元数据架构的例子。
建议进行数据收集的服务：
供水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污水处理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交通运输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政府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电力和能源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紧急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通讯/ICT 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固体废物服务中断。（与 D-4 挂钩）

目标 D

D-8

这些部门将成为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秘书处添加的默认元数据的组成部分
[理想的分列]：
危害
地理（行政单位）
中断是指以下一项或以下各项的组合：
•

服务的提供因灾害而部分或全部中断一次或多次

•

服务质量水平下降

•

服务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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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体问题
考虑到全球各地法律制度、管理机构和操作程序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正如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
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 (A/71/644) 中所述，各成员国同意各个国家可选择一种国
家方法或其他计量和计算方式，来计量因灾害导致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损害。减少灾害风险
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还建议各国在方法发生变更时保持元数据一致。
但各国需要确定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许多重要挑战：
统计处理：
灾害损失数据受大规模灾变性事件的影响很大，代表重要基础设施损坏方面的重要异常值。联合国减
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各国按事件报告数据，从而可以进行互补性分析，以获得可将此类灾变性事件
（可代表损坏方面的异常值）包含进来或排除在外的趋势和模式。
数据收集的时间范围：
与为指标收集数据有关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数据收集归因和截止的时间范围问题。
在大多数影响出现在灾害最初暴发时的小规模突发性灾害中，最终完成数据收集并宣布收集的数据是
最终的会相对简单。但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例如在期限的定义方面，在此期限过后服务的中断或基
础设施的损坏应在收集的数据中反映为是因灾害导致的。

目标 D

此类情况下，截止期将由每个成员国根据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数据收集程序决定。另一方面，
有些情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记录（例如由于灾害后很长时间才失效的服务）。一般来说，假设
这些情况代表一小部分，并且从全球角度来看，不影响在一贯运用的合理截止期限内收集的数据的统
计强度。
然而，其他成员国可能决定对所有损坏和服务中断保持充分敏感，意味着即使事件过后很长时间确
认的一些中断或损坏也应在统计数据中计入并考虑到，无论对总体数据的影响如何。这两种情况下，
建议对这些数据保持一致的处理方式。
在损失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多的大规模、缓发性、持续时间长的灾害中，这个问题更麻烦。例如，大规
模灾害通常需要时间长得多的响应阶段，或需要进行更复杂的信息管理，以确定因灾害导致的最终损
坏和中断。缓发性且持续时间长的灾害（如干旱）可能跨越数年时间，相应带来了在整个灾害期间信
息更为庞杂这一挑战。但数据应报告为损坏或中断发生年度的损坏或中断，不必等到整个响应阶段或
灾害结束。
评估大规模灾害发生后一段时期或期间损坏和经济损失通常有两个时间框架，第一个是通常在灾害发
生的一个月（28 天）时间内，利用灾后需求评估等方法完成的“快速评估”。此类评估的目的是为人
道主义上诉/救济触发机制提供可靠而充足的数据，例如联合国紧急呼吁、欧盟团结基金或其他国际援
助机制。
第二种评估是利用综合的多部门方法进行的“详细评估”，例如 UN-ECLAC 或 WB-DALA，在灾害
发生的 3 到 12 个月时间内完成。目的是获得相关数据以资助和指导重建规划以及补偿款。
为实现良好的数据收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酌情使用详细评估，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在无
法进行详细评估时，推出相关程序，据以提高快速/初步评估的质量、综合性和覆盖范围，并使之在每
个国家的界定截止期间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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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限制：
必须意识到，设施数量的计算并不一定反映设施的规模和对社区的相关影响。
对于 D-4，计量受影响公路和铁路数量，甚至公路和铁路长度不一定反映公路/铁路的质量、容量和功
能以及对社区的相关影响。
对于一直使用 DesInventar 系统的成员国，已开发的国家灾害损失数据库并不一定包括有关铁路、
港口、机场及其他基础设施损坏情况的历史数据。建立基准数据是一大挑战。
元数据：
重要基础设施的初始分类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提供，定义了重要类别和每个类别的提议要素
明细。建议在资产类型（要素）一级而不是在主要基础设施类别一级（例如，交通运输是重要基础设
施的一个主要类别，但包含了不同类型的道路）收集损坏和中断数据。

目标 D

按细微级别收集数据的国家允许汇集到主要类别一级，以便国家之间的比较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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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的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基础设施部门分类（提供示例）：
基础设施和单位的例子

保健和公共卫生部门

医院
诊所
保健站

教育部门

大学和学院
中学（初中和高中）
小学
学前教育设施
其他培训中心
幼稚园/幼儿园
培训中心、成人教育
军校
监狱学校

能源部门

电网
输电线路
发电厂
电站和变电站
石油或天然气管道
精炼厂

交通运输系统部门

高速公路
铺装道路
非铺装道路
公路桥
路面铁路
地下铁路
火车站
铁路桥
国际机场
国内机场
当地机场和航空站
国际港口
渔港
其他码头

信息通信部门

电话网络
其他通讯网络
通信设施

水部门

配水管网
水处理厂
水库
水井

污水处理部门

污水收集网络
废水处理厂

废物管理部门

废物管理厂
填埋场

政府设施部门

政府大楼

紧急服务部门

消防设施

目标 D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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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基础设施

防洪墙和河防
排水系统
预防山体滑坡的地面加强
运河、堤坝、渠道、堰及其他水调节机制
防止风暴潮和海啸的沿海防御工事
飓风和龙卷风避难所系统
危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基础设施
警察/紧急服务站
应急物资储备库

绿色基础设施

公园和绿地
雨水花园
地下水渗滤沟和储水系统
地区性雨水库
雨水收集系统
沿海防护红树林系统
城市树冠
透水铺装区域

目标 D

对各国最重要的建议是，强调这些标准应在整个数据收集时间期（2005-2030 年）固定不变。尽管
没有针对任何具体情形的预先定义标准，但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更可能带来偏差或计量误差，以
致影响趋势和模式的检测，从而不利地影响可靠地计量目标实现情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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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示例数据录入屏幕
以下是取自“仙台框架监测器原型”系统的说明性屏幕截图。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不同。

目标 D

1. 目标 D-1 和 D-2 一节的数据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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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D

2.目标 D-4 一节的数据录入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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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估算制订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
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方面全球进展
情况以计量《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
架》目标 E 实现情况的数据和方法
的技术说明

目标 E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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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
害风险框架》全球目标 E 以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11 和 13 一样的指标，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
成就。
目标 E：到 2020 年已制订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大幅度增加
本说明概述了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 (DRR) 的核心要素和估算许多国家进展情况所需的计算方法，
以及通过并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在比例。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联
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最低标准和计量全球指标的方法。
此处所述的方法提议采用简单的数据收集，可通过“仙台框架监测器”轻易生成，对国家和地方减灾
战略采用统一的计量尺度。

2. 引言
本技术说明中所述的方法旨在量化国家政策（即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量化随着时间而发生的政策改进。
本技术说明以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的审议为基础。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
工作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成员都要求采用量化指标计量随着时间推移的全球进度
情况，而不是关于是否存在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二进制计量（是/否）。
通过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提议了对实现情况进行增量
式计量的计算方法，可获取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与《仙台框架》的一致程度信息并促进政策改进。
该方法还得到对实施《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进展情况进行至少一轮自我评估的 159 个国家
的报告（HFA 国家进展报告）分析的支持，还得到 87 个成员国在 2017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进行的仙
台框架数据准备情况审查的支持。从 2017 年 4 月至 7 月，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大泛围分发了
技术说明草案供磋商，这些意见已反馈在本说明中。
目标 E

全球商定的减少灾害风险政策载于 2015 年 3 月通过、经联合国认可的《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
害风险框架》。《仙台框架》未来 15 年内的预期成果是：“大幅减少个人、企业、社区和国家的经
济、实物、社会、文化和环境资产在生命、生计和健康方面的灾害风险和损失”。《框架》主张“为
取得预期成果，必须设法实现以下目标：预防产生新的灾害风险和减少现有的灾害风险，为此要采取
综合和包容各方的经济、结构、法律、社会、卫生、文化、教育、环境、技术、政治和体制措施，防
止和减少对灾 患的暴露性和受灾脆弱性，加强应急和复原准备，从而提高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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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E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从数据收集可行性和可计量性的角度看，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
组建议采用两项指标，一项适合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另一项适合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编号

全球层面计量的指标

E-1

按照《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并实施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政府数目。
按照国家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E-2

应提供资料，说明国家以下承担减少灾害风险职责的相应
政府级别。

此外，在 E/CN.3/2017/2 报告中，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 提议在计量可
持续发展目标 (SDG) 1、11 和 13 的灾害相关目标时使用这些指标，这些目标强调了《仙台框架》
目标和指标的重要性。
在第 48 次会议上的 E/2017/24-E/CN.3/2017/35 报告中，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了由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全球指标框架，
并建议拟定相关决议草案，16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
这些指标最重要的方面应当是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必须“符合《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仙台框架》代表了从先前框架即《兵库行动框架》的扩展，但不同于管理灾害，前者更重视预防新
风险，减少现有风险和提高抗灾能力。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应基于并符合上文提到的《仙台
框架》的范围、成果、目标、指导原则和行动优先事项。

目标 E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这两项指标也用于向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报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年度进展
报告，以便在高级别政治论坛 (HLPF) 上跟进和审查：
SDG 指标：1.5.3（重复 11.b.1 和 13.1.2）
按照《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并实施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政
府数目
SDG 指标：1.5.4（重复 11.b.2 和 13.1.3）
按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16 决议草案 I -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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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出于本指引之目的，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间专家工作组的建议”中定义。
关键术语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政策：定义不同时间范围的目标和具体目标，以及具体目标、指标和时限。根据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应旨在防止出现灾害风险，减少现
有风险，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
以下关于地方政府的定义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中提
议作为工作定义：
地方政府：国家级别以下公共行政机关的形式，承担减少灾害风险的职责—由各国为监测目标 E 而确定。
请注意，一个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而进行的行政改革会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数目的方式影响所占比例。
尽管如此，所在比例仍概述了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实施的程度/实现情况。

5. 计算方法
若是目标 E，计算方法是对每个关键要素实施程度的简单算术平均值，各成员国将在仙台框架监测系
统中报告其状况信息。该系统然后根据以下方法计算每个报告国家的得分。
通过引入量化指标，包括战略的关键要素，各成员国将能监测战略发展的持续性逐步改进以及随着时
间与《仙台框架》一致的程度。这些指标反映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
家工作组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成员的审议情况，可以像以前的监测一样（即 HFA 国
家进展报告），按实施/实现的 5 个级别，通过各种报告计量随时间推移而取得的进展。
为设计出量化的计量方法，不仅通过了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还在实施的过程中与《仙台框
架》保持了一致。（请参阅附件）

目标 E

根据《仙台框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应涵盖以下 10 个关键要素才能视为是与《仙台框架》保持一致：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i.
ii.

有不同的时间表，规定具体目标、指标和时限
有防止出现灾害风险的目标

iii. 有减少现有风险的目标
iv. 有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抗灾能力的目标
v.

阐述优先事项 1“了解灾害风险”的建议：以风险知识和评估结果为基础，识别技术、财
务和行政灾害风险管理能力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风险

vi. 阐述了优先事项 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以管理灾害风险”的建议：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部
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并加以整合，同时界定角色和责任
vii. 阐述了优先事项 3“进行减灾投资，构建抗灾力”的建议：指导在各级行政部门分配必要
的资源，用于在所有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viii. 阐述了优先事项 4“加强有助于高效响应的备灾工作，并在恢复、复原和重建中致力于‘重
建得更好’”的建议：加强灾害响应准备并整合减少灾害风险响应准备和发展措施，使国家
和社区具有抗灾能力
ix. 促进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政策连贯性，例如可持续发展、消除贫穷和气候变化，主要是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保持一致。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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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贯彻、定期评估和公开报告进展情况的机制。

在确认一个战略关键要素时，各成员国可监测国家减少灾害风险 (DRR) 战略或个别构成的质量随着时
间推移而改进的情况。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成员讨论了计量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人口覆盖范围的重要性，从而确保多部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不过，《仙台框架》并未重点阐述人口
覆盖，而是强调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在每个地方政府的普遍性。成员们同意指出，指标因此应使用
制定了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数目，然后除以地方政府总数。
为进一步说明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情况，提出使用针
对 E-1（国家战略）和 E-2（地方战略）的以下计算方法，以监测全球和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逐步
E-1: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adopt and implement national DRR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取得的进展情况，以及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随着时间推移的质量提升。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为了简单而统一地全球监测目标 E，建议对 E-1 采用国家数据之和，对 E-2 则采用国家数据的算术平
均值。
Ten quantitative
sub-indicators are proposed to measure the existence or the quality of each key
element in national DRR strategies, instead of using binary measurement of the existence, so that
the indicator measures the degree to which national DRR strategies are in line with the Sendai
E-1：按照《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并实施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政府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this task, the
above 10 key issues are proposed to as norms to measure
数目
the alignment with the Sendai Framework, considering their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提议采用十项量化的子指标来计量是否存在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每个关键要素或质量，而不是采用计
Member
States will assess the level of implementation for each key element and enter all
量是否存在的二进制计量，以便指标能计量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与《仙台框架》的一致程度。为推动
information in the web-based Sendai Framework Monitor. The ten key elements are proposed to
这项工作，提议在考虑重要性和相关性的情况下，将上述 10 个关键问题作为计量与《仙台框架》一致
be weighted
equally by assigning 10% (or 0.1) to each element. As each element in itself may be
情况的标准。
composed of multiple sub-elements, countries will benchmark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weighting:
各成员国将针对每个关键要素评估实施程度，并将所有信息输入基于网页的“仙台框架监测器”。
提议为每个要素分配 10%（或 0.1），对十个关键要素进行平均加权。由于每个要素本身可能由多个
i. 子要素构成，因此各国将根据以下权重进行基准衡量：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full score): 1.0,

Substantial implementation, additional progress required: 0.75,
i. 全面实施（满分）：1.0，
iii.
Moderate implementation, neither comprehensive nor substantial: 0.50,
ii. 实质性实施，需要取得额外进展。0.75，
iv.
Limited implementation: 0.25,
iii. 适度实施，既不全面也非实质性。0.50，
If there is no implementation or no existence, it will be 0.
iv. 有限实施：0.25，
目标 E

ii.

如果没有实施或不存在，则为
0。
The score / overall
progress would then be calculated
through the arithmetic average of the
benchmarks across each of the ten key elements by the online system. Though it is a simple
然后由在线系统通过跨十个关键要素之每一个要素的基准算术平均值计算得分/整体进展情况。尽管这
measurement, it will enable countries to assess gradual or partial progres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是简单的计量，但能让各国评估与基线相比的逐步或部分进展，从而监测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随着
baseline,
and thereby monitor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the national DRR strategy over time.
时间推移的质量改进情况。

Thus:

因此：

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𝑪
𝑺𝑺𝑺𝑺𝑺𝑺𝑺𝑺𝑺𝑺 =
国家得分

mÅ
¨lm 𝐾𝐾𝐸𝐸d¨ ×0.1

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
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 =
全球平均值

Where:
KEij:
其中：
n:

k

dlm

𝑛𝑛

mÅ
¨lm 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𝐾×0.1

𝑛𝑛

the level of achievement of the key element j (=1, .., 10) in country
i (=1, .., n) , {0, 0.25, 0.50, 0.75, 1.0}
of国家
countries
KEij number
：
i (=1, .., n) 关键要素 j (=1, .., 10) 的成
就水平，{0, 0.25, 0.50, 0.75, 1.0}
n:

国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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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如果某个国家的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满足所有关键要素，则评定为 1。
2. 如果某个国家报告指出缺少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则评定为 0。
3. 如果某个国家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只部分满足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例如该国制定了有不
同时间范围、目标和时限但没有指标的战略，则计算如下：一个关键要素得分为 0.1，乘以
0.75（“实质性实施，需要取得额外进展”），则该国得分为 0.075。
4. 如果某个国家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只部分满足一个关键要素但满足其他 9 个关键要素，
则计算如下：一个关键要素得分为 0.75（“实质成就，需要取得额外进展”），另外 9 个
要素得分为 0.1。该国得分将为 0.975 = 0.1*(0.75*1 + 1.0*9)

目标 E

仙台监测原型的以下截屏显示了对一个国家的数据录入情况：

此情况下，该国的总体得分为：
(0.5+0.25+0.75+1.0+0.5+0+0.5+0.5+0.5+0.5) * 0.1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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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the elements as suggested in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example, each recommendation
of all of the 4 Priorities for Action has a corresponding monitoring indicator in the online system.

E-2: Percentage of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dopt and implement loc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重要的是要注意，有了在线监测系统的“自定义指标”机制，各国将能使用可帮助更详细和系统地评
估每个领域进展情况的子指标，监测这些要素进展的详细情况。
It is proposed that Member States count the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dopt and
implement local DRR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express it as a percentage
of
各国将能够利用述及《仙台框架》中所建议元素大多数方面的预定义指标清单。例如，全部
4 个行动
the total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country.
优先事项的每个推荐在在线系统中均有相应的监测指标。

Local governments are determined by the reporting country for this indicator, considering subE-2：按照国家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s with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loc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建议各成员国计算按照国家战略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数目，并将其表示为占
该国地方政府总数的百分比。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untries report on progress made by the lowest level of government
accorded the mandate for DRR, as the Sendai Framework encourages the adoption and
地方政府由报告国为该指标确定，考虑负责制定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级别以下的公共行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DRR strategies in every local authority.
政部门。
The decision regarding measuring the alignment with its national strategies is left to the Member
建议各国报告被赋予减少灾害风险职责的最低一级政府的进展情况，因为《仙台框架》鼓励在每个地
States. It would be easier to assume the alignment if it is enforced by Executive Order, Ministerial
方部门通过并实施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Decree or similar instrument with local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关于计量是否与其国家战略一致的决定将由各成员国作出。如果是通过行政命令、部委命令或具有当
Each Member State will calculate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local DRR
地立法或法规性质的类似文件执行，则假设一致会容易些。
strategies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各成员国将计算按照国家战略制定了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数目与地方政府总数的比例。
Global Average will then be calculated as below through arithmetic average of the data from each
然后，通过每个成员国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按以下方式计算全球平均值。
Member State.

Where:
其中：

k
dlm

=

（制定了协调的本地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数）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aligned local DRR strategies
(the total number
of local governments)
（地方政府总数）

n:

number of countries

n:

国家数目

𝑛𝑛

目标 E

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𝑮 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𝑨
全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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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体问题
灾害风险治理
加强用以管理灾害风险的灾害风险治理安排（在《仙台框架》优先事项 2 中规定）对制定和实施国家
及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至关重要。《仙台框架》第 26 段阐述了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需要制订明确
的构想、计划、职权范围、指南和协调办法，还需要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第 27 (a) 段阐明了将减少
灾害风险作为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并加以整合。
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强调防止出现新风险，减少现有风险以及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
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为实现《仙台框架》的目标和成果指明了方向。这些战略可能包含部门特定的
或危害特定的考虑，允许地域优先（适宜时），但圆满实现目标和成果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政治领导
采用多灾种方法承诺和参与。第 27 (b) 段介绍了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要素：
对各个时标通过并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计划，规定具体目标、指标和时限，
力求防止出现风险，减少现有风险并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
这些要素已被选择作为 10 个关键要素中计算指标 E-1 所需数据的五个要素。
规划过程应涉及全体社会的参与——所有国家机构、民间团体、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并考虑性别、
年龄、残疾情况和文化视角，以及生活在特定脆弱性条件下人群（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需求。
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过程中，建立多部门、跨学科的国家协商机制
（除其他内容以外，还可以取得国家和地方利益攸关方的同意和有时间约束的承诺）也很重要，不过这
些要素会在国家报告中按自定义目标和指标进行阐述。

目标 E

数据准备情况审查的成果表明有多少个国家回复了其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在 32 个报告国中是否有
各项重要要素这一问题。尽管总数不是很大，但它表明了大多数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是要整合部门
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减少灾害风险工作，促进政策的一致性和符合性，减少风险，加强经济、社会、
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并具有贯彻机制的趋势。将各项指标纳入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似乎是
国家之间最大的挑战（约占报告国数目的 1/3），设立目标并力求防止出现新风险看似为另一个挑战
（各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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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32 个国家）

整合部门内部/之间的减少灾害风险

是

否

期限
目标
指标
防止出现新风险
减少现有风险
加强抗灾能力
在部门内部/之间纳入
促进政策连贯性和合规性
界定角色和职责
基于灾害风险评估
跟进机制

目标 E

通过并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仙台框架》阐明了通过和实施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
公共政策框架”的重要性。不过，应将重点放在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实施上。由于成员国之间法律和
监管体系不同，因此是否将通过并实施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纳入计算留给各成员国决定。
数据准备情况审查结果表明，拥有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实施该战略之间有差异：47 个国家（在 73
个报告国中占 54%）制定了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其中有 33 个国家实施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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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是

否

“通过的”国家减
少灾害风险战略

“实施的”国家减少
灾害风险战略

国家数目

减少灾害风险的投入。
第 30 (a) 段确认了分配必要资源的需要，包括各级行政部门酌情提供资金和后勤保障，用于在所有相
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政策、计划和法律法规。还必须指派负责的牵头实体，
并为实施工作设定目标和基准。这些问题也将留给各国决定，以通过各国自己的自定义目标和指标。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相比国家战略，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更为庞杂，在国家和地方行政单位之间会有不同，而且会随着
时间推移而变化。由于在特点和能力方面大不相同，地方政府通常只对自己的发展负责。一般来说，
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服务于规范性职能，除其他内容外，还提供指导原则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总体框
架。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的地方战略通常更具体，反映了当地情形和危害情况，常常强调规划和实
施，在地方层面分配了明确的角色和任务。
目标 E

鉴于上述考虑，认为必须让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与相应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保持一致。数据准备
情况审查的结果表明，约有半数的报告国制定了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对该调查进行报告的 29 个国
家中有 26 个制定了与国家战略一致的地方战略。结果还表明，制定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实施该战
略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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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是

否

“通过的”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实施的”地方减少
灾害风险战略

“符合”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国家数目

目标 E

因此，评估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的程度将利用自定义目标和指标由各国自己确定。各成员国在确定适
合国情的指标以便从国家一级监测其地方战略时，可能希望从《仙台框架》的相关章节及其他指南17中
获得想要的内容。

17

例如：十大要点 (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home/toolkitblkitem/?id=1)、城市灾害复原力记分卡
(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home/toolkitblkitem/?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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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示例数据录入屏幕
以下是取自“仙台框架监测器原型”系统的说明性屏幕截图。实际实施情况可能不同。
目标 E 主要内容：

目标 E

（参见 5. 计算方法 E-1 中 E-1 的前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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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仙台框架》和 10 个关键要素提议对目标 E 进行计量
下表交叉参考列出了 10 个关键要素以及每个要素摘自的《仙台框架》文本，但并没有穷尽一切内容。
重要是承认提议的要素是用来计量目标 E，即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一致性和符合性。
要素

优先事项/
目标

段落和文本

有不同的时间表，规定具
体目标、指标和时限；

优先事项 2

27 (b) 对各个时标通过并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
计划，规定具体目标、指标和时限，力求防止出现风险，减少
现有风险并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

有防止出现灾害风险的目标

目标，
优先事项 2

有减少现有风险的目标

目标，
优先事项 2

17 预防产生新的灾害风险和减少现有的灾害风险，为此要采取
综合和包容各方的经济、结构、法律、社会、卫生、文化、教
育、环境、技术、政治和体制措施，防止和减少对灾
患的暴露性和受灾脆弱性，加强应急和复原准备，从而提高抗
灾能力。

目标，
优先事项 2

以风险知识和评估结果为
基础，以识别技术、财务
和行政灾害风险管理能力
地方和国家层面的风险

优先事项 1

优先事项 2

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部门内部和
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并加以整合

优先事项 2

24 (n) 利用个人、社区、国家和资产脆弱性、能力和暴露程度
以及灾患特点等一切层面的风险信息，制定和实施减少灾害风
险政策；
27 (c) 对灾害风险管理的技术、财务和行政能力进行评估，以
应对地方和国家一级已查明的风险；

27 (a) 将减少灾害风险作为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主流工作并
加以整合，审查和促进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框架的
一致性，并酌情进一步制订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通过界定角
色和责任，指导公共和私营部门……
26 … 需要在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制订明确的构想、计划、
职权范围、指南和协调办法，还需要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加强灾害风险治理

目标 E

有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
环境领域抗灾能力的目标

27 (b) 对各个时标通过并实施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和
计划，规定具体目标、指标和时限，力求防止出现风险，减少
现有风险并加强经济、社会、卫生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

26 - … 因此有必要加强灾害风险治理，促进防灾、减灾、
备灾、应灾、复原和恢复，并促进各机制和机构之间的协作
和伙伴关系，以推动执行与减少灾害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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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在各级行政部门分配必要的
资源，用于在所有相关部门制
定和实施减少灾害风险战略。

优先事项 3

30 (a) 分配必要资源，包括各级行政部门酌情提供资金和后勤保
障，用于在所有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有关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
政策、计划和法律法规；

加强灾害响应准备并整合减少灾
害风险响应准备和发展措施，
使国家和社区具有抗灾能力。

优先事项 4

27 (e) 适当发展和加强、贯彻、定期评估并向公众报告国家和
地方计划进展情况的机制；促进公众对地方和国家减少灾害风
险计划进展报告进行监督，鼓励就此开展机构辩论，包括议员
和其他有关官员的辩论；
32.…必须进一步加强备灾响应，事先采取行动，将减少灾害风
险纳入应急准备，确保有能力在各级开展有效的应对和恢复工
作。… 灾害表明，复原、恢复和重建阶段是实现灾区“重建得
更好”的重要契机，需要在灾前着手筹备，包括将减少灾害风
险纳入各项发展措施，使国家和社区具备抗灾能力。

促进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
政策连贯性，例如可持续
发展、消除贫穷和气候变
化，主要是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巴黎协定保持一致；

序言

指导原则

优先事项 2

2. 在世界大会期间，各国还重申承诺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
背景下，通过一种新的紧迫感来努力减少灾害风险和建设抗灾
能力，并酌情将减少灾害风险和建设抗灾能力纳入各级政策、
计划、方案和预算，并在相关框架中予以考虑。
19 (h) 要制订、加强和落实相关政策、计划、做法和机制，
就必须力求适当统筹可持续发展与增长、粮食安全、卫生和人
身安全、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性、环境管理和减少灾害风险等
方面的议程。减少灾害风险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
28 (b) 促进全球和区域机制和机构相互协作，酌情采用和统
一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文书和工具，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可持续发展、消除贫穷、环境、农业、卫生、粮食和营养
等方面的文书和工具；
31 (a) 推动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的各系统、部门
和组织在其政策、计划、方案和进程中相互协调一致；

优先事项 3

目标 E

具有贯彻、定期评估和公
开报告进展情况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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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事项 2

27 (e) 适当发展和加强、贯彻、定期评估并向公众报告国家和
地方计划进展情况的机制；促进公众对地方和国家减少灾害风
险计划进展报告进行监督，鼓励就此开展机构辩论，包括议员
和其他有关官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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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估算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
作以补充国家行动以计量《仙台减少
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F 实现情况的数
据和方法的技术指导说明

F

目标 F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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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全球目标 F，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F：到 2030 年，通过提供适当和可持续支持，补充发展中国家为执行本框架所采取的国家行
动，大幅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
本说明概述了用以计量所建议指标的数据、指标和方法，可衡量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加
强程度，以补充发展中国家实施《仙台框架》所采取的国家行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
据和方法。
此处所述的方法提议采用简单的数据收集，可通过“仙台框架监测器”生成，对取得的成就采用统一
的计量尺度。指标涉及国际官方援助总额时，本技术说明建议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
援助委员会 (DAC) ODA 承诺的贷方报告制度 (CRS) 获取的资金流进行计数。其他指标建议收集使
用数量清单，即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交流 (STI) 方案和举措的数量、促进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
建设的方案和举措的数量，以及在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方面获支持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

2. 引言
本说明阐述了各成员国需要考虑的数据可用性、发展和获取的重要方面，以便制定相关计算方法，
使得可以对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以支持减少灾害风险的国家行动取得进展情况进行有效
且有代表性的计量。
本说明汲取了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和主席闭会期间磋商
的内容，包括“主席之友”推动的 10 + 10 小组成员的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
(IAEG-SDG)18 的审议和报告以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7 届和第 48 届会议上各成员国就有关国际
合作和实施方式等问题的审议为本说明提供了相关资料。

目标 F

各成员国建议目标 F 的指标应通过与确认的全球合作原则、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使用的分类以及《仙台框
架》一致的三个类别（或群组）进行组织：(a) 财务资源，(b) 技术发展与转让，以及 (c) 能力建设。

18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 - 2016 年 12 月 15 日秘书长的说明 (E/CN.3/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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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F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编号

指标

F-1

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 (ODA) 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应依照各自国家适用的模式来报告减少灾害风险国际合作的提供或接受情况。
鼓励受援国提供资料，说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支出的估计数。

F-2

多边机构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F-3

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双边性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F-4

为促进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的转让和交流提供的国际官方
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F-5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
交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的数目。

F-6

为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F-7

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的数目。

F-8

在国际、区域、双边举措支持下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数目。

这些指标可以按如下方式划分为以上类别：
(a)
财务资源：
		
包括旨在计量不同类型和资金流的指标 F-1、F-2、F-3、F-4 和 F-6，以支持发展中
国家的减少灾害风险国家行动。
目标 F

(b)
技术发展与转让：
		
包括旨在分别计量资金流和活动趋势的指标 F-4 和 F-5，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
风险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转让与交流。
(c)		
能力建设：
		
包括旨在计量资金流和活动趋势的指标 F-6、F-7 和 F-8，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少
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包括统计能力。
考虑到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复杂性以及用于衡量为这些国家提供的国际援助的机制相对发展不
足，没有指标能对“增强程度”提供绝对精确、准确和详尽的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提议方法是力
求获取援助额的近似值，以便评估到 2030 年国际合作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变化趋势。预计此类方
法的进一步改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因为数据可获性和捕获机制将会改进。但是若没有确立的、
国际认可的计算方法和全球可比数据，有些指标的计量在短期来看具有挑战性；这将会对确立报告基
线的能力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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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
建议”中定义。
关键术语
国际合作：涉及官方发展金融 (ODF)，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用来计量向受援国的资
源流入量，包括：(a) 双边 官方发展援助，(b) 赠与及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和非优惠发展贷款，
以及 (c) 用于发展目的的其他官方资金流 (OOF)（包括再融资贷款），其赠与成分太低以致无资格成
为官方发展援助。
意识到在一些国家，非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远超过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但还有待制定更有包容性的
方法，以获取资金流总量。因此，尽管存在报告不足的风险，在方法加强前，对于这些指标，可以把
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支持有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用作替代值。
官方发展援助 (ODA)：官方发展援助被定义为官方融资（主要是赠与或优惠贷款）向位于发展援助
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发展中国家）名单上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以及向多边机构流动，这些资
金 i) 由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或由其执行机构提供，ii) 管理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和福利为主要目标；并且 iii) 是优惠性的，赠与成分至少占 25%（使用固定 10% 的折现率）。
除财政资金流以外，援助中还包括技术合作。不包括军事用途的赠与、贷款和信用。向个人的转拨款
项（如养老金、赔偿或保险赔付）一般也不包括在内19。
其他官方资金流 (OOF)：其他官方资金流（不包括官支持的出口信贷）被定义为官方部门未满足官方
发展援助资格条件的交易，原因要么是其主要目标不是发展，要么是优惠程度不足20。
能力建设：是指个人、组织、机构和社会发展履行职能、解决问题、设定并实现减少灾害风险目标的
能力这个过程。能力建设需要从个人和机构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阐述。（ECOSOC 定义简编21）。

发展中国家：还未就发展中国家商定一个明确普遍认同的概念。世界银行进行的分析确认，该术语根
据不同目的以多种不同方式使用22。当前做法大体上是（改编的）M49 统计分类和官方发展援助中固
有定义的综合。建议针对该目标使用发展援助委员会的23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名单。该名单包括有资格
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发展国家和地区，并由按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区分的所有低收
入国家组成，但 G8 成员国、欧盟成员国以及加入欧盟的日期已确定的国家除外。该名单还包括所有
最不发达国家 (LDC)。
捐助者：指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者、非发展援助委员会捐助者以及多边组织。

目标 F

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转让与交流：指帮助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制定并持有的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知识和技术的过程和活动。

19
20
21
22
23

参见 http://www.oecd.org/dac/stats/dac-glossary.htm#ODA
参见 http://www.oecd.org/dac/stats/documentupload/DCDDAC(2016)3FINAL.pdf 第 24 段
ECOSOC，治理和公共行政领域基本术语的定义，E/C.16/2006/4。
分析 – 例如，联合国统计司 M49：“发展中地区”的 179 个国家；政治 - 例如，拥有 134 个成员的联合国 77 集团；资源监测和
分配 - 例如，发展援助委员会拥有 142 个潜在受援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受援国名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展援助委员会 (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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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方法
F-1: 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 (ODA) 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提议采用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可用时其他官方资金流之和来计算该指标，此处资金流是指从所有捐助者
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以支持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数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
会根据其成员国及其他援助提供者提交的报告编纂，数据可以按提供国和受援国分列，通常每年报告
一次，并按平均年度汇率以美元表示。
官方发展援助数据一般在活动层面获得，包含许多参数。然而，国际合作方面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的现
行数据稀少，在发展援助范围内的部门定义方面仍有更多限制。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对发展中国家
的净官方发展援助目前是使用贷方报告制度 (CRS) 目的代码列表所述的以下子部门收集：74010 防
灾和备灾24；41050 洪水预防/控制；或 41010 环境政策及规划。
根据当前的设置，贷方报告制度并未提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支持的完整记录。例如，
目的代码 74010 根据人道主义援助 (700) 分类，其定义表明并未涵盖被纳入部门发展援助的各种灾
害风险管理活动和考量因素，被确认为在《仙台框架》中至关重要。查明未标记为 74010、41050 或
41010 代码的发展和人道主义项目中包含的减少灾害风险支出更具有挑战性。通过使用关键减少灾害
风险术语来筛选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中的简短和较长项目描述，可以识别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
的项目并将其纳入资金流的计量中，但这种方法会产生偏差和遗漏，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描
述的质量。
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金融统计工作小组 (WP-STAT) 正在为减少灾害风险
的政策标志确立一个方案。
如果获得批准，政策标志将能通过追踪纳入发展援助的减少灾害风险，为目标监测提供额外的定性要
素，而这反过来有望提供激励措施，以便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以风险为指引的发展投资。
该标志将在每次援助活动中评估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捐助者“政策目标”（或投资目的）。报告机
构将会被要求针对每次援助活动，指出是否将减少灾害风险活动/考量作为主要或重要目标包括进来—
在发展金融统计工作小组正审议的方案中详细说明的标准。该方案确认了现有的部门 DAC 代码，其中
可能存在对减少灾害风险有主要或重要贡献的援助资金流，包括：教育、健康、水和卫生、环境和民
间团体、其他社会性基础设施和服务、交通运输和储存、通信、能源产生和供应、银行和金融服务、
农业、林业、渔业、建筑、一般环境保护或与债务有关的行动。它还提供了象征性的援助活动，可被
视为符合减少灾害风险标志的条件（参见本说明的附件 I）。
政策标志并不要求捐助者报告机构对减少灾害风险的部门性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流进行量
化—将仅通过现有/新的贷方报告制度代码捕获。但它能通过查明与部门性援助活动（减少灾害风险是
其主要或重要政策目标）相称的趋势或根本没有这方面趋势，按替代值对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额
外的具有包容性的计量。

目标 F

尽管减少灾害风险实际投入的报告不足仍然是个问题、但即使是提案获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金
融统计工作小组批准、目前也没有比官方发展援助统计更具代表性的方法，也没有更好的数据来源计
量国际合作情况来支持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
预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金融统计工作小组将会宣布关于 2017 年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提案的
决定。若获得批准，最早在 2018 年 12 月之前，将不大可能获得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分别从 1960 年起（整体层面）和 1973 年起（活动层
面）一直通过贷方报告制度收集有关官方和私人资源流动的数据（贷方报告制度数据从 1995 年起对
活动层面的承诺而言视为是完整的，从 2002 年起对支出而言视为是完整的）。
数据收集：针对去年的资金流于每年 12 月公布相关数据，例如详细的 2017 年资金流将于 2018 年
12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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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报告制度代码 74010 涵盖“减少灾害风险活动（例如，发展知识、自然风险制图、建设的法律规范）；预警系统；突发事件应
急储备和应急计划，包括为被迫流离失所做准备。”

数据提供者：数据由国家行政部门（援助机构，外交部或财务部等）的统计报告者于每个日历年度报
告。统计报告者（通常在国家援助机构，外交部或财务部）负责收集每个提供国/机构的发展援助委员
会统计数据。正如在本说明所讨论的那样，所有捐助者过去都没有系统地产生与减少灾害风险有关的
数据。
受援国数据：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建议“应依照各自国家适用的模式来报
告减少灾害风险国际合作的提供或接受情况。鼓励受援国提供资料，说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支出的估
计数”。
通过利用来自国民核算账户的数据计算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支出，受援国可以估算按官方国际援助说明
的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总支出的比例。这是对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
家工作组成员观测到证明（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领导力在计量目标时的重要性作出的响应。这种估
算可用来证明国际合作是否与受援国政策优先事项一致。
提议的政策标志提供了一种方法，为提供国和受援国带来了更大部门和分部门特异性的可能性。它最
初制定25用来帮助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官方发展援助定义，现已用于估算（受援国的）国家支出，作为
风险敏感的预算审查 (RSBR)26的一部分 - 参见提交给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
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概念说明的附件 I。
风险敏感的预算审查是一种对预算（或一系列预算）的简单、系统的量化分析，让各国可以估算减少
灾害风险的投入并因此获得好评（预算审查方法在每份国家报告的附件 A 说明27）。如果风险敏感的
预算审查是由某个国家政府进行，则结论通常追踪公共投资，还会包括向内的资金流动。对一系列年
度预算进行的风险敏感的预算审查使得可以识别和追踪时间趋势。风险敏感的预算审查还对风险管理
的构成进行分类，可以清楚地指出趋势（即相比反复应对灾害，增加防灾/减少风险的投入）。
如果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的提议获得通过，而且提供国和受援国运用了该方法，则（按部门和分部
门）分列可能会有更多选择。这与为目标 A 至 D 提议的方法一致，对于这些目标，可以在国家一级收
集分列的数据。

F-2: 多边机构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由于官方发展援助数据一般是在活动层面获得，因此除了对于提供国和受援国的数据以外，这些数据
还可以按多元机构分列。
因此，尽管减少灾害风险特定数据可获性方面目前存在限制，但该指标仍可按以下方式计算：采用提
议用于指标 F-1 的相同方法，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和可用时其他官方资金流之和，此处资金流是指从所
有捐助者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然后分列数据以揭示为支持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而通过多边机
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流。

目标 F

数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根据其成员国及其他援助提供者提交的报告编纂，通常每
年报告一次，并按平均年度汇率以美元表示。
最终可能包含关于多边组织在官方发展援助以外提供的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
报告制度中捕获的更多数据。这取决于多边组织是否提供数据和运用一致的方法，还需要进行额外的
工作。

25
26
27

由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世界银行会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共同制定
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professional/publications/v.php?id=43523
例如：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关于减少灾害风险公共投资规划和融资战略的工作文件：毛里求斯审查。
http://www.unisdr.org/we/inform/publications/4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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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双边性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由于官方发展援助数据一般是在活动层面获得，因此数据可以按提供国和受援国分列。因此，尽管减
少灾害风险特定数据可获性方面目前存在限制，但该指标仍可按以下方式计算：采用提议用于指标
F-1 的相同方法，使用官方发展援助和可用时其他官方资金流之和，此处资金流是指从所有捐助者向
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然后分列数据以揭示双边流动。
数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根据其成员国及其他援助提供者提交的报告编纂，通常每
年报告一次，并按平均年度汇率以美元表示。

F-4: 为促进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的转让和交流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
他官方资金流）。
官方发展援助数据一般在活动层面获得，因此原则上可以按一定精细度追踪资金流。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的目的代码 74010、41050 或 41010 含有活动层面与该指标有
关的少量数据。此外，项目描述中（包括部门中）的具体代码或叙述可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
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对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转让与交流的国际支持进行详细的量化核算，但
目前不可用。
因此，将与各成员国和相关伙伴一起开展额外工作，以发展用于计量该指标的方法和数据。继联合国
统计委员会 2017 年 3 月通过决议草案后，可能可以使用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7.1 的责任机构来报
告指标 F-4。
指标 17.7.1 - 认可用于发展中国家促进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转让、传播和推广的资金总
额已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第 48 届会议上批准，以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 加强实施手
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指标 17.7.1 目前被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归类为三级28。联合国环境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牵头进行数据的方法发展和全球编纂工作。除其他内容外，此项工作还将以允许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贷方报告制度统计数据现有分类的方式，界定“促进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转让、传播和推广”。
联合国环境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承诺在 2017 年结束前完成初步的方法（以用于国际金融统计的
发展融资标准为依托），预计方法改进工作将持续到 2020 年。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已接洽责任机构，探索将计量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的转让与交流的部分
包括进来的选项。成功的话，将需要各成员国和相关伙伴开展其他工作，以界定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
术。各成员国还将有机会在该方法传阅评论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中探索此选项。

目标 F

若获得批准且捐助者提供相关数据，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便可对捐助者对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转
让与交流的政策承诺进行定性评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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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指标分级标准/定义：3 级：尽管还没有可用于该指标的国际公认方法或标准，但方法/标准正在（
或将要）制定或检验。

意见和限制：
正如在全球目标 F 指标概念说明中所述，对投入（如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源）、成果和对社会经济发展
的影响进行说明的科学、技术和创新 (STI) 指标对有效的政策制定、实施、监测和评估必不可少29。
但在许多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缺少有用而可靠的指标成为一大挑战，使得不断反复呼吁制定更好
的指标以促进和衡量技术转让30。尽管国际协定中有对技术转让适用的许多条款以及相应的安排和机
制，但制定用以计量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转让与合作以及加强相关科技、技术和创新方面能力的方
法学挑战仍相当巨大。
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通常是在没有太多干预的情况下转让，知识转移到更大范围受众的方式有
许多31。现有的技术转让机制是碎片化的，在目标、内容和国家覆盖范围方面常常是专门性的。最不发
达国家没有针对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建设的综合全面的全球性框架、协义或机制。
为该指标制定方法和数据的另一个方案是让各成员国请求可用的国际机制和方法开展此项工作，这些
机制和方法用来促进技术转让与合作。此类机制包括：
A. 技术便利化机制 (TFM)
B. 最不发达国家技术银行
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机制
A. 技术便利化机制 (TFM) – 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 70 段中宣布，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实施。除其他内容以外，技术便利化机制将刺激技术合作，反映科学、技术和创新举措、背
景研究和报告，以支持技术便利化机制活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或加强准备和实施可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技术项目及战略的能力。
B. 最不发达国家技术银行 – 旨在通过提高最不发达国家接触、获取和利用技术来帮助建立稳健的
科学、技术和创新基地，并因此推动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行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并加强现有机
制。
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技术机制 – 一种约定的文书，力求以建设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技术
学习为宗旨推动技术转让。该机制的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通过以下措施促进技术转让：应发展中
国家的要求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快气候技术的转让；创建访问气候技术相关信息和知识的权限；
以及促进气候技术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作。
考虑到国际合作中当前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数据缺乏，特别感兴趣的是持续进行的工作，以发展可以更
全面代表资金流和提供者的计量能力。需要进行额外工作，以制定国际认可方法和全球可比数据，用
以计量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转让与交流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
因此，目前正在新计量框架（即可持续发展官方总体援助，TOSSD）的支持下开展的工作休戚相
关，32例如将包括响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合作活动。

目标 F

其他工作可结合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科学技术伙伴关系进行，该伙伴关系在联合国减少灾害风
险办公室关于实施仙台框架的科学技术大会上确立，大会于 2016 年 1 月在日内瓦举行。
F-5: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交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
措的数目。
尽管存在上文所述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相关设施，但还未制定一种机制来追踪和评估支持减少灾害风
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交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及举措。同 F-4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下的相关指标一样，有效计量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交流方面仍存在重大挑战，因此需要各成员国
和相关伙伴进行额外工作，制定可接受的方法和全球可比数据。

29
30
31
3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统计司统计办公室 ST-84/WS/12
技术和创新报告。UNCTAD/TIR/2012
欧盟委员会知识转移指标专家组 (2011)
全球目标 F 指标概念说明的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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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阐述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的部分可以整合到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6.1（按合作类型分列的国
家间科学和/或技术合作协定和方案数目）责任机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进行的工作，则可能存在
连贯一致的解决方案。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6.1 制定方法和元数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工具
观测站 (GO-SPIN) 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工具，分析并为科学、技术和创新 (STI) 政策的制定提供
支持。通过全球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工具观测站的调查，除了“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问题的法令、
法案、规章和国际协定“以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在建立可映射国家间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协定
和方案的目录。该资料的主要来源将会是各部委负责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信息部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预计到 2017 年末，将会制定出计算该指标的初步方法。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已接洽责任机构，探索可在全球层面计量将该指标的部分包括进来的选
项。成功的话，将进行相关工作，以界定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交流
的方案和举措。各成员国还将有机会在该方法传阅评论时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中探索
此选项。
若获得批准且捐助者提供相关数据，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便可对捐助者对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转
让与交流的政策承诺进行定性评估。

F-6: 为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官方发展援助数据一般在活动层面获得，因此原则上可以按一定精细度追踪资金流。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的目的代码 74010、41050 或 41010 含有活动层面的相关数据。
尽管对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而言特定的数据可获性方面目前存在限制，但该指标仍可使用官方
发展援助和可用时其他官方资金流之和来计算，此处资金流是指通过筛选相关术语的简短和较长项目
描述，从所有捐助者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但如上面 F-1 所述，此类数据的质量取决于项目描述的质量。此外，仅通过这些代码报告的数据并
未捕获可能在部门数据中报告的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因此，此类数据不能视为代表全部资金
流。允许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对跨人道主义和发展部门的减少灾
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的国际社会支持进行全面定量核算的具体代码目前不可用。
还将与各成员国和相关伙伴（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起开展额外工作，以进一步发展用于计
量该指标的方法和数据。继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2017 年 3 月通过决议草案后，可能可以使用为计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 下可持续发展范围内能力建设情况而开发的方法和汇编的数据来支持指标 F-6
的报告。

目标 F

目标 17.9 寻求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
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
三方合作。元数据将指标 17.9.1：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包括通过南北
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美元价值定义为“用于能力建设和国家规划的官方发展援助
及所有捐助者其他官方资金流总额的总支出”。
数据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根据其成员国及其他援助提供者提交的报告编纂，通常每
年报告一次，并按平均年度汇率以美元表示。

F-7: 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的数目。
正如在 F-6 所用方法中的确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可能存在一些相关
数据。因此，建议首先通过简单地计算使用以前的方法确认的支持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的方案
和举借数目来计算该指标。
该方法同样会存在在先前指标中提出的质量和缺乏部门代表性的问题。此外，可能无法获取由未通过
贷方报告制度报告的各实体支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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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援国可能希望通过编辑减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的方案和举措国家目录，加强该方法的代
表性程度，然后再利用贷方报告制度与全球报告产生的数据比较和/或与其相结合。这需要来自多个政
府机构的输入信息，并作进一步分析，以避免重复计数。
若获得批准且捐助者提供相关数据，减少灾害风险政策标志便可提供进一步机会，确定发展中国家减
少灾害风险相关能力建设的方案和举措数目。

F-8: 在国际、区域、双边举措支持下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数目。
在说明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的支持的数据通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合作伙伴关
于统计支持的报告 (PRESS) 或其他渠道系统性收集并记录之前，建议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计算相关政
府机构（包括联合国统计办公室）登记的国际、区域和双边举措数目。
这需要识别将进行汇报的相关政府机构，并定义有资格包括进来的举措（单独或一起）。对于后者，
建议各成员国查阅 PRESS 报告的方法学附件，其确认了有资格进行统计能力建设报告的领域。
如果各成员国能在“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PARIS21) 的工作范围内及其 PRESS 报告
中，推动将支持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的工作整合起来，中期来看便可能获得更全面的认
识。PRESS 报告计量了通过发展援助委员会贷方报告制度报告的多元和双边捐助者提供的财务支持/
活动，涵盖从国家核算账户到人力资源和培训的所有统计领域（参见 PRESS 报告方法学附件中的统
计活动分类）。它主要从目的代码 16062 - 统计能力建设，以及通过项目描述的关键字筛选确认的资
金流中获得相关资料。该报告是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7.18.3：按资金来源列出的制定有资金充
分、正在执行的国家统计计划的国家数目，以及指标 17.19.1：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能力而提供
的各种资源的美元价值。这两项指标的责任机构均为 PARIS21 秘书处。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批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关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中使
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建议的关键（灾害损失）指标的提议
后，预计现在各国会在监测和报告《仙台框架》全球目标 A 至 D 使用国际统计的基本原则。在许多发
展中国家，这需要大量支持工作来建立或加强处理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数据的统计能力。

目标 F

因此重要的是，各成员国、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相关伙伴与 PARIS21 秘书处合作，确保减
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统计发展战略 (NSDS)，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为此，可以提供
额外数据以支持指标 F-8 的监测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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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指标编号

指标

F-1

用于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 (ODA) 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最低分列要求]
捐助者
受援国
[理想的分列要求]：
融资类型
国际支持类型
子部门
国家类别（全球、区域/次区域）

F-2

多边机构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
（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最低分列要求]
捐助者
受援国
多边机构
[理想的分列要求]：
融资类型
国际支持类型
子部门

F-3

为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双边性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最低分列要求]
捐助者
受援国
[理想的分列要求]：
融资类型
国际支持类型
子部门
国家类别（全球、区域/次区域）

目标 F

F-4

为促进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相关技术的转让和交流提供的国际官方
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最低分列要求]
捐助者
受援国
[理想的分列要求]：
融资类型
国际支持类型
子部门
国家类别（全球、区域/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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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科学、技术和创新转让与
交流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的数目。
[最低分列要求]
方案/举措
伙伴发展中国家
[理想的分列要求]：
方案/举措类型

F-6

为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提供的国际官方援助总额（官方发展援助加上其他官方资金流）。
[最低分列要求]
捐助者
受援国
[理想的分列要求]：
融资类型
国际支持类型
子部门
国家类别（全球、区域/次区域）

F-7

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能力建设的国际、区域和双边方案和举措的数目。
[最低分列要求]
方案/举措
伙伴发展中国家
[理想的分列要求]：
方案/举措类型
在国际、区域、双边举措支持下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相关统计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数目。
[最低分列要求]
受援国
[理想的分列要求]：
捐助者
国际支持类型

目标 F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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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体问题
正如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 (A/71/644) 中所述，各成员
国同意应依照各自国家适用的模式来报告减少灾害风险国际合作的提供或接受情况。如果各国采用不
同的方法，则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建议元数据应保持一致。
各国需要确定在整个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以连贯一致的方式应对许多重要挑战：
方法和数据。
计量带来了特殊的方法学挑战——在寻求获得国际合作的财务方面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国家减少灾害风
险行动时尤其如此，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量化单独或递增的减少灾害风险预算、投资和支出。
目前的方法和数据未能获取整体的减少灾害风险数据 - 该问题在概念说明的附件 I 以及为《2013 年
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 进行的分析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其他官方资金流 (OOF)。
如果减少灾害风险官方发展援助的数据可获性受到限制，则对于其他官方资金流，受限性可能更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 29 个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外的另外 21 个国家以及 36
个多边机构和一个基金会收集关于发展合作的数据。其中有些也提供了关于其他官方资金流的信息和
动员来自私营部门的金额的数据。但这并不包括所有提供方国家（包括巴西和中国等南南提供方），
尽管有对新兴提供方发展合作方案的估算数据，但没有减少灾害风险特定的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其他组织也收集关于向发展中国家的更广泛资金流的数据，包括非优惠官方资
金流、外国直接投资 (FDI)、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及其他资金流。世界银行对汇款资金流进行了估
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纂了收支差额数据。这些其他类别的资金流的可持续发展重点以及与国家发
展计划的一致性不太明确，需要做更多大量工作才能达到约定的非官方发展援助官方和私人资金流的
计量尺度。减少灾害风险的非官方发展援助在此类工作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起色，中期来看数据可能
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官方总体援助获得。
比较标准和一致性。
简单地计量所提供支持的数量并不能恰当地计量实现某个目标的进展情况—需要有比较标准来限定不
断变化的支持趋势。由于目标是通过对照估算的发展中国家支出比较所提供的减少灾害风险国际支持
来计量“补充国家行动的支持”，因此可能可以评估国际合作与受援国政策和投资优先事项（或受援
国政策领导）的一致性。

目标 F

二进制计量。
计量国际合作的某个方面（例如某个举措或方案）是否存在指标并不一定能评估国际合作加强到什么
程度。需要开展额外工作，以确定此类指标可以怎样支持进展情况的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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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处理和基线。
需要开展工作以建立计量实现目标 F 之进展情况的基线，同时意识到制定用以监测实现全球目标之进
展情况的基线会依国家而异，取决于选择的时间范围和数据获得情况。数据不存在或可见性低时，需
要进行大量工作才能确定可行的基线。可能包括分别确定全球和国家层面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以
及发展不存在基线的国家的能力和实力。
例如对于 F-1，通过分析现有关于减少灾害风险的有限官方发展援助统计资料，可能可以建设初步基线。
但国际合作范围内所有资金流的计量，包括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通过官方干预活动来动员），
将是一个挑战。尽管如此，支持实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AAA)、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仙台框架》所需的复杂融资方案要求在国际统计系统内要有包含资金流总量和流动方向等内容的追踪
和计量机制。
制定新的计量框架以获取可持续发展官方总体援助 (TOSSD) 的工作继续进行。可持续发展官方总体
援助提议计量目前未在官方发展援助中记录的各种形式国际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或者真正
的公营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随着能够捕获更能代表国际资金流总量和提供者的数据的计量
框架变得具有操作性以及随着统计能力的深化，捕获复杂融资安排多个构成的范围也将更大。因此，
预计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从而能利用这些发展。
到制定此类或国际约定的其他数据和方法时为止，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目标具体指标方面以及因此计
量《仙台框架》方面的资金流动将限制在官方发展援助。用以计量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国际支持程
度的方法和数据集预计会有所发展，同时中期来看可能会有基线数据的改进（例如，将在官方发展援
助以外包含其他资金流）。
多年度支持和重复计数。
尽管适宜在年度报告时介绍向发展中国家国家减少灾害风险行动提供的支持的可持续性，但同时报告
多年度贡献情况而又同时消除重复计数固有地会存在技术挑战。
附件 I：界定减少灾害风险标准覆盖范围的指示性活动

目标 F

下表的内容取自向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金融统计工作小组呈报的“关于使人道主义援助和减少灾害风
险分类现代化的建议”。该建议确认了可能存在对减少灾害风险有主要或重要贡献的援助资金流的
DAC 5 规范。下列符合条件的减少灾害风险活动/考量因素应视为指示性的，因为部门性方案内可能
存在应对减少灾害风险的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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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减少灾害风险标准报告《仙台框架》和《2030 年议程》全球目标的实现情况
支持以《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具体目标为目标
定义
以下情况时，活动应
归类为减少灾害风险
相关（得分“主要”
或“重要”）：

它推动了《仙台框架》的目标和全球目标*，以大幅减少个人、企业、社区和国家的
经济、实物、社会、文化和环境资产在生命、生计和健康方面的灾害风险和损失。

资格标准

活动有助于：
a) 防止新灾害风险，和/或
b) 减少现有灾害风除，和/或
c) 加强抗灾力能力
以提高人类安全、福址、生活质量、抗灾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明确
目的，通过实施能防止和减少灾害风险暴露、减轻面对灾害的脆弱
性、加强响应和复原准备工作的综合型包容性经济、结构、法律、
社会、健康、文化、教育、环境、技术、政治和体制措施。

典型活动示例
如果该活动直接且明确有助于《仙台框架》的四个行动优
先事项中的至少一个，则评分为“主要目标”。
▫ 优先事项 1：了解灾害风险。
▫ 优先事项 2：加强灾害风险治理，管理灾害风险。
▫ 优先事项 3：进行减灾投资，构建抗灾力。
▫ 优先事项 4：加强有助于高效响应的备灾工作，并在恢
复、复原和重建中致力于“重建得更好”。

·

目标 F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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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项战略、政策和措施的设计、实施和评
估，以提高对灾害风险的了解水平
减少灾害风险考量被纳入发展政策、规划和立法
促进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政治承诺和社区参与
多灾种风险映射、建模、评估和传播
风险敏感型规划的决策支持工具
触及社区的预警系统
发展减少灾害风险方面的知识，公共意识与合作
将减少灾害风险纳入教育工作者的课程和能力建设
对社区、地方当局和针对性部门的灾害风险管理培训
与气候变化适应、社会保护和环境政策整合的减少灾害风险考虑
关于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规划的法律规范
灾害融资和保险
备灾规划和加强应灾能力的定期演练
保护性基础设施和设备
有抗灾力的复原规划和融资

减少灾害风险 (430xx) 和多灾种响应准备 (740xx) 得分，按定义，主要目标。参阅附件，了解评
分示例和按部门分列的活动的指示性列表。

目标 F

* 《仙台框架》的全球目标是：a) 到 2030 年大幅降低全球灾害死亡率，力求使 2020-2030 十年全
球平均每 100,000 人死亡率低于 2005-2015 年水平；b)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全球受灾人数，力求
使 2020-2030 十年全球平均每 100,000 人受灾人数低于 2005-2015 年水平；c) 到 2030 年使
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下降；d) 2030 年前通过提升抗灾力，大幅减
少灾害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破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包括卫生和教育设施；e) 到 2020 年已制订国家和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大幅度增加；f) 到 2030 年，通过提供适当和可持续支持，补充发
展中国家为执行本框架所采取的国家行动，大幅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水平；g) 2030 年前，
大幅增加多灾种预警系统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对人们的可用性和普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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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援助活动示例的可能评分

目标 F

下表显示的是减少灾害风险标志的示例性援助活动和/或发展目的和潜在资格及得分，以方案中呈列的
决策过程和资格标准为基础。标志覆盖范围和评分（2-主要；1-重要）仅用于说明目的。实际筛选和
评分需要对援助活动的文件资料和发展目标进行详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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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目的

援助活助和/或发展目标的简短描述

可能的得分

一般环境保护

将灾害风险考量因素纳入环境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设计。

2

减少灾害风险

通过加强灾害风险管理的国家体系，并进行国家和国家
级别以下风险评估，建设有抗灾能力的社区。

2

工业

评估工业部门发展中的灾害风险以及工业发展对灾害风险的必然影响。

2

多灾种响应准备

加强国家天气预报和警告服务以及灾害风险管
理可持续能力建设的灾害风险分析。

2

能源生成和供应

对智能电网进行改造升级，以适应模拟的气旋风
和洪水风险，并促进持续的服务提供。

2

其他多部门

按地震安全标准加强公共建筑以打造城市的地震应
灾力，并制定城市级备灾计划和政策。

2

供水和卫生

动员由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成的网络，提倡支持加强
的国家水政策和法律，考虑可持续地使用水资源、
卫生服务和减少灾害风险以支持弱势人群。

1

教育

支持教育部产生有关受冲突影响国家教育问题的研究议程，
制定关于教育和儿童报告以及教育执业者相应培训的准则，
以及为教育部门制定减少灾害风险 (DRR) 计划。

1

农业

通过改进分水岭管理来加强小农户生产者抵御气候变异性的能力，
引入或扩大土壤管理做法，降低作物储存设施而对灾患的脆弱性。

1

附件 III：按部门分列的示例列表
以下示例列表未并未穷尽一切内容。
教育 (110)

保健 (120)

•

开发或引入可提升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如抵御灾害的建设实践）的教育方案。

•

在学校教育和培训方案中开发或引入减少灾害风险课程。

•

改造现有学校及任何学术设施以提高抗灾能力。

•

将灾害抵御标准整合到学校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发展中。

•

支持在学术机构建立危害安全计划和培训练习。

•

为保键服务提供者提供备灾和应灾方面的培训。

•

改造现有保健基础设施，例如符合抗灾能力建筑规范的保健站和医院。

•

评估风险变化（对灾害相关疾病的暴露和敏感性），包括在弱势群体和灾后事
件方面。

•

将灾害相关健康风险纳入临床实践指南和继续医疗教育及培训的课程。

•

采取预防性措施应对灾害相关疾病接触增加。

•

加强与灾害风险管理有关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

•

采用旨在改进健康及保险体系灾害风险管理的战略。

•

将灾害相关疾病纳入保险基本赔付之列。

•

降低公共饮用水供应和分配系统的脆弱性。

•

加强水文气象能力和预警系统。

•

降低易受废水处理及处置设计自然危害影响的程度。

•

将减少灾害风险措施融入江河流域的开发和管理。

•

包含减少灾害风险措施的公共财政管理，包括加强以风险为指导的财政和管理
责任、公共支出和财管管理系统及预算编制。

•

述及减少灾害风险的法律和司法发展，包括支持改进以风险为指导的法律框
架、宪法、法律和规章的措施。

•

融合减少灾害风险措施的住房部门政策、规划和方案。

•

融合减少灾害风险工作的基本社会服务多部门援助（包括基本教育、基本健
康、基本营养、人口/生殖健康、基本饮用水供应和基本卫生）。

•

将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群体具体列为社会保护方案的对象。

•

制定社会保护战略/安全网以应对自然灾害。

•

将抗灾要素纳入现有交通运输网。

•

评估自然灾害对交通运输的经济、环境或社会影响，以及新交通运输和基础设
施投资的灾害风险影响。

•

将抗灾能力建筑规范引入道路建设项目。

•

将灾患和灾害风险考量因素纳入信息通信政策和机构。

•

建立有抗灾能力的连接。

•

开发或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包括在自然灾害期间作为紧急响应系统的一部分。

水与卫生 (140)

其他社会基础设施
和服务(160)

交通运输和储存 (210)

通信 (220)

目标 F

政府和民间团体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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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生成和供应 (230)

•

将灾害的潜在影响纳入能源生成、输送和分配线路的设计标准和电力系统可靠
性评估。

•

将减少灾害风险考量因素纳入能源部门规划和机构能力建设。

•

支持提高气候智慧能源的生产。

•

帮助制定灾害风险转移/保险举措

•

支持将减少灾害风险激励措施纳入住房融资方案

•

建立融合了自然灾害风险减轻战略的风险管理框架

•

制定农业、渔业等生产性部门的风险保险计划

•

制定支持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和管理措施

•

进行减少灾害风险的经济研究、建模和政策制定

•

制定、检验或引进对农作制度或植物育种灾害和气候变异性更有抵御力的实践
或技术。

•

研究灾害相关危害给农业带来的现有和新威胁。

•

将抗灾能力纳入延伸服务和方案。

•

发展灌溉或排水网络以降低易受灾性。

•

制定或引入加强作物生产的战略，以缓解干旱造成的粮食价格上涨。

•

引入或加强土壤管理实践以适应气候灾害。

•

推广使用林业系统，以降低面临山体滑坡、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

•

使用不太易受气候变异性和自然灾害影响的物种进行植树造林。

•

林火预防措施。

•

红树林保护和造林，以提高沿海社区的抗灾能力。

•

融合减少灾害风险的林业部门政策、规划和方案以及机构能力建设。

渔业 (313)

•

渔业部门政策、规划和方案，以及融合减少灾害风险的机构能力建设。

工业 (321)

•

评估灾害对工业政策、规划和方案的经济、环境或社会影响，以及工业发展投
资的灾害风险影响。

建筑 (323)

•

将抗灾能力建筑规范/设计标准纳入基础设施开发。

一般环境保护 (410)

•

建立实物和自然资源的数据库、目录/账目；环境概况和影响研究，
以及风险评估。

•

环境政策、法律、规章、规划和方案以及机构能力建设。

•

支持制定并使用用来评估、评价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以管理灾害风险的方式、
方法和工具。

银行和金融服务 (240)

农业 (311)

目标 F

林业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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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多部门 (430)

•

将减少灾害风险措施纳入城市开发项目、城市规划和/或政策。

•

对包含减少灾害风险内容的农村发展政策和方案进行整合。

按减少灾害风险（贷方报告制度目的代码 430xx）得分编码的活动，按定义，
主要目标：
•

编制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计划和方案。

•

减少灾害风险相关分类、灾患分类、标准设置和信息管理方面的能力建设。

•

识别易受灾患影响的群体，并着手进行降低脆弱性的措施。

•

帮助制定灾害风险转移/保险举措，包括适合生产性部门的灾害风险保险计划。

•

制定洪水防治措施：河流或海洋引发的洪水；包括海水入侵控制和海平面上升
相关活动。

•

支持与灾害风险及相互依存性有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政策问题研究，包括关
于知识应用的研究。

发展粮食援助/粮食
安全协助 (520)

•

灾后一段时期实施的粮食援助/粮食安全计划

债务相关行动 (600)

•

债务豁免、多边债务减免、为减少风险举措执行的或因大规模灾害而有必要的
重新安排和再融资

紧急响应 (720)

注：仅涵盖为灾后物质救济援助和服务、紧急粮食援助、救济协调、保护和支持服
务而分配的灾害相关援助资金流。
（不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援助。）

重建救济和恢复 (730)
•

援助国的难民 (930)

多灾种响应准备（贷方报告制度目的代码 740xx）得分编码的活动，按定义，主要
目标。
•

为社区建设避难所，供在自然灾害时期使用。

•

发展储存能力以预先部署备灾设备、材料和物资。

•

发展灾害帮助热线。

因严重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目标 F

多灾种响应准备 (740)

复原具有抗灾能力特点的先前已存在基础设施，提供相关社会服务（“重建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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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估算获得和利用多灾种预警系统
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以计量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G 实
现情况的数据和方法的技术指导说明

G

目标 G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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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说明的目的是在指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支持各成员国，以对照《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全球目标 G，监测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就。
目标 G：2030 年前，大幅增加多灾种预警系统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对人们的可用性和普及度
本说明概述了估计增加多灾种预警系统 (MHEWS) 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对人们的可用性和普及度
之进展情况的计算方法。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OIEWG) 报
告，由联合国大会通过 A/RES/71/276 决议批准，请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开展技术工作并提
供技术指导，以制定计量全球指标的最低标准、元数据和方法。
此处所述的方法提议采用简单的数据收集，可通过“仙台框架监测器”生成，对取得的成就采用统一
的计量尺度。33

2. 引言
此处概述的方法旨在量化国家政策（即多灾种预警系统和灾害风险信息及评估）的质量，量化随着时
间推移而发生的政策改进。
本说明是基于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关于多灾种预警
系统检查清单34（下文称为“MHEWS 检查清单草案“）和现有早期预警检查清单 (UNISDR 2016)
的工作，以及许多政府、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国及其他组织以前的经验。除此之外，曾参与联合国
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风险评估工作的专家，以及来自世界气象组织 (WMO)、其成员国的国家气象和
水文部门 (NMHS)、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 (UNOOSA) 和国际多灾种预警系统网络 (IN-MHEWS)
合作伙伴的专家也为本说明提供了相关信息。本说明还从支持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
(GAR)
（UNISDR，2009 年、2011 年、2013 年 和 2015 年）和 2017 年多灾种预警系统大会获得相关
信息。
通过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提议了对实现情况进行增
量式计量的计算方法，可了解多灾种预警系统每个关键要素的进展情况并促进政策改进。

目标 G

该方法还得到对实施《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进展情况进行至少一轮自我评估的 159 个国家
的报告（HFA 国家进展报告）分析的支持，还得到 87 个成员国在 2017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进行的仙
台框架数据准备情况审查的支持。从 2017 年 4 月至 8 月，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大泛围分发了
技术说明草案供磋商，收到的意见已反馈在本说明中。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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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框架监测器”目前正在开发中。
在 2017 年 5 月举行的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 (MHEWC) 上呈报。
https://www.wmo.int/pages/prog/drr/documents/mhews-ref/EW%20Checklist%20DRAFT.pdf

3. 指标
下表列出了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用于计量《仙台框架》
全球目标 G 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第 A/RES/71/276 号决议《减少灾害风险指标
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批准。
编号

全球层面计量的指标

G-1

拥有多灾种预警系统的国家数目。
（复合数 G2-G5）

G-2

拥有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国家数目。

G-3

每 100,000 人中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或国家传播机制获得预警信息的人数。

G-4

已制定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G-5

在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向人们提供容易获得和理解、有用且相关的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国家数目。
遭受或面临灾害风险人口中通过早期预警预先疏散而得到保护的人口比例。

G-6
鼓励有能力提供疏散人数资料的成员国提供此种资料。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推荐的六项指标中有四项对应在其对减
少灾害风险战略的说明中所述的预警系统关键要素的每一个。这些指标可以使用可广泛获得的数据，
这些数据在国家间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视为适合用于计量实现目标 G 的进展情况。
考虑到国家之间在要素和产生有效多灾种预警系统及可访问的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方面的复杂性和很
大变化 - 参见第 7 节，因此建议如下：
对于多灾种预警系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根据构成有效预警系统和四个相互关联关键要素
（参见下面第 4 节），所有这些均需要在从国家到地方一级的机构之间协调，将 2017 年多灾种预警
大会和 2006 年第三届国际预警会议 (EWCIII) 的成果作为制定全球指标的依据。
国家之间多灾种预警系统的不同特点要求采用多方位的方法，因此为了能够计量实现程度，提议进行
以广泛约定且认可的预警系统检查清单 (UNISDR 2006) 和多灾种预警系统检查清单草案为基础的增
量式计量，以衡量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
关于指标 G-5 计量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这也是多灾种预警系统的一个关键要素），技术上不建
议简单地计算拥有评估结果或信息风险的国家数目，而是建议采用多方位的方法。提议采用简单二进
制考量以外的许多方案，力求通过评估整体有效性水平，计量多灾种国家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
质量。除计量质量以外，还提供额外选项来计量覆盖范围。建议在计量质量时，各国评估灾害风险信
息和评估结果是否满足预警系统检查清单灾害风险知识一节（参见第 5 节）所列的重要标准。

目标 G

各国应明确将主要灾患纳入“多灾种”预警系统，各项指标应相应地加权计算。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
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和多灾种早期预警大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指出为衡量系统
的有效性，应从多种危害事件的同时效应、倾泻式效应或随着时间推移累计的效应的“多灾种”方面
考虑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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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是一个复合指标，计算依据是构成有效运行多灾种预警系统的四个相互关联关键要素的子指标
G-2 至 G-5。下表概括了应当跨部门和多级政府进行协调的子指标。
完整且有效的多灾种预警系统应满足多灾种预警系统全部四个关健要素。指标 G-2 至 G-5 分别对应
每个关键要素：
四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要素

全球指标

(1) 基于系统性收集数据和灾害风险评估的灾害风险知识

G-5

(2) 探测、监测、分析和预测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G-2

(3) 由官方渠道发布和传播权威、及时、准确和可采取

G-3

行动的关于可能性和影响的警告和相关信息
(4) 各级针对收到的警告做好充分准备

G-4

4. 适用的定义和术语
除另有注明外，关键术语在“减少灾害风险的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建议”
中定义。
关键术语
预警系统：一个使个人，社区，政府和企业等能够在危害事件发生前及时采取行动以减少灾害风险的
危害监测，预报和预测，灾害风险评估，通信和备灾活动制度和程序的综合系统。
说明：有效的“全程”和“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可能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要素：(1) 基于系统性收
集数据和灾害风险评估的灾害风险知识；(2) 探测、监测、分析和预测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后果；(3) 由
官方渠道发布和传播权威、及时、准确和可采取行动的关于可能性和影响的警告和相关信息；(4) 各
级针对收到的警告做好充分准备。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需要在各部门和各层级内部以及各部门和各
层级之间进行协调，以使系统有效运作，并纳入反馈机制以持续改进。一个部分失灵或者部分之间缺
乏协调，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失灵。
多灾种预警系统：(MHEWS) 应对可能单独发生、同时发生、倾泻式发生或随着时间推移累计发生的
背景下相似类似或不同类型危害事件和/或影响，同时考虑到潜在的相关影响。多灾种预警系统能够对
一种或多种危害发出警告，通过协调和兼容的机制和能力，利用多个学科知识进行最新和准确的危害
识别和多种危害监测，以此提高警告的有效性和一致性。
多灾种：指 (1) 国家面临的多个重大危害，以及 (2) 危害事件可能同时发生、倾泻式发生或随着时间
推移累计发生的具体背景，并考虑到潜在的相互关联影响。
灾害风险评估：通过分析潜在危害和评估可能会共同导致人员、财产、服务、生计及其依赖的环境受
到伤害的现有暴露情况和脆弱性，确定灾害风险性质和程度的一种定性或定量方法。

目标 G

说明：灾害风险评估包括：确定危害；审查危害的技术特点，如地点、强度、频率和概率；分析暴露
情况和脆弱性，包括实体、社会、卫生、环境和经济层面；评价目前和备选能力应对可能风险情形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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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信息：关于灾害风险各方面的综合信息，包括与个人、社区、组织和国家及其资产有关的
危害、暴露程度、脆弱性和能力。
说明：灾害风险信息包括了解引起灾害风险的因素和潜在的风险因素所需要的所有研究、信息
和测绘。
疏散：在危害事件发生前、发生期间或发生后将人员和资产暂时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以便对其进行
保护。
* 被疏散的人在此处被归类为直接受影响的人。

5. 计算方法
考虑到所建议指标的主观性，在精确度和实用性之间取得平衡这点很重要。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
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和相关伙伴认为实际上不建议简单地计算国家（具有多灾种预警
系统或风险评估）数目。相反，建议计量每个要素的全球和国家进展情况；这对需要采用多方位方法
的指标尤其如此。
然而，各成员国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之后的磋商中提出了
许多建议，指出方法在第一阶段应尽可能简单，还指出当各国加强监测和巩固高级选项所需的信息
后，应寻求计量更详细的方法来记量进展情况。
因为每个成员国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反映多灾种预警系统发展阶段的方法，因此建议各成员国若有能力
这样做，可考虑计量进展情况的更高级选项。请注意，采用的方法和元数据在报告期内（即 2015 到
2030 年）应保持一致。如果这些方法以后发生改变，建议采用调整后的方法进行追溯性报告，以避
免在计量目标时出现偏差和失真。
处理多灾种预警系统需要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1) 多灾种方法：
每个成员国应规定将这些主要危害纳入其“多灾种”预警系统。为编制列表，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
公室鼓励各成员国在该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中考虑约定的“多灾种”术语，指出危
害事件可能同时或倾泻式发生。
例如，在一些国家，热带气旋之后常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地震之后则常发生海啸、山体滑坡或带来
技术危害。这种情况下，完整的列表如下：
倾泻式
热带气旋

洪水
山体滑坡
技术危害

同时
地震

海啸
山体滑坡
技术危害

目标 G

在报告和反映每种危害类型造成的影响时，应对全球指标数据进行相应加权。在多灾种方法中，主要
危害的影响还应包括倾泻式效应：在上例中，谈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时，倾泻式发生的山体滑坡、洪水
和相关技术危害的影响应加到气旋造成的大风和风暴潮的影响上。
考虑到各国的风险状况，对危害类型进行加权的方法可能有多种。建议根据灾害类型对每个国家的影
响情况，对可以反映影响的主要危害进行加权计算。这些权重应结合全球指标的所有以下建议方法使
用，因为以人为中心的预警系统的主要目标是减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在生命、生计和经济资
产方面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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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员国可以考虑根据以下方法来确定影响和权重：
(i)

对人类的潜在影响或每种一定频率和强度/严重程度的自然灾害风险。这些阈值可由各国决
定，反映本国的脆弱性状况。例如，多灾种国家风险评估可以提供风险度量标准，例如可以
用于定量确定权重的年平均损失或最大可能损失。为每种灾害赋予的权重可通过以多灾种损
失总量为标准按比例分配损失来确定。同样重要的是根据不同损失类型（生命，生计和经济
损失）来确定权重。

(ii) 关于影响的历史记录；例如，使用目标 A 和目标 B 的基线数据，即 2005 至 2015 期间按
危害类型分列的因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和直接受影响人数。然后，危害权重应相
应地按比例分配。适用时，应考虑最严重危害的重现期要远远长过 10 年这一事实。国家灾
害损失数据库可提供更长时期的数据，并根据人类和经济损失补充对每种相关危害进行加权
的决定。
(iii)

如果各国愿意，尤其是在数据不可用时，权重可以基于专家标准。

(iv) 如果各国愿意，则也可以歌根据各国自己的目的或目标进行加权。
以下示例表格显示的是在一个假想国提议的基于生命损失的权重：
危害

每年死亡率

权重

海啸

89

25%

洪水

35

10%

气旋

122

34%

流行病

110

31%

总死亡率

356

100%

以下示例表格显示的是在同一国家提议的权重，但却是基于以年平均损失 (AAL) 为代表的生命和经济
损失两者的结合，例如对生命损失给予 70% 重要性，对经济损失给予 30% 重要性：

危害

加权死亡率

每年死亡率

AAL
（百万美元）

加权 AAL

综合 (70:30)

海啸

89

25%

130

0.19

23%

洪水

35

10%

250

0.36

18%

气旋

122

34%

280

0.40

36%

流行病

110

31%

34

0.05

23%

总数

356

100%

694

1.00

100%

利用这些数字，便可计算出全部多灾种指标（尤其是取决于每种系统的 G-2 和 G-4）的加权平均值。
G-6 应按每种事件计算。

目标 G

尽管各成员国可选择本国内部定义的危害分类进行加权计算，但可能希望援引按附件 I 中的“主要事
件”分类，该分类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大会期间提议，以
国际标准 (IRDR 2014) 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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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虑多灾种预警系统的覆盖范围
多灾种预警系统在一个国家可能会因易受灾地区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许多情况下并非能覆盖一个国家
的全部易受灾地区。若是这种情况，则可以按危害类型对权重进行补充，考虑额外的覆盖率来确定这
一国家数字。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鼓励成员国酌情考虑由人口决定的覆盖率，从而确保以人为中心的方法。
若有数据提供，则应将受影响人口作为该覆盖率的分母，以获得人口覆盖范围。否则，应将人口数据
（通常可通过居民登记系统获得）用作目标地区受影响人口的替代值。

另一方面，地理覆盖范围也可用于覆盖率（即覆盖的面积除以受影响总面积），条件是各成员国这样
做合理或者没有人口数据可用。

案例 1：仅考虑危害权重的影响
某个国家存在海啸和气旋两种主要危害，该国对此将权重分别确定为 70:30。
若是海啸，多灾种预警系统指标得分为 0.50（适度实施，参见评分制度）；
若是气旋，多灾种预警系统指标得为分 0.75（实质实施）。
然后按以下方法计算该国多灾种预警系统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国家得分 = (海啸 70 x 0.50 + 气旋 30 x 0.75) /100 = 0.575
案例 2：考虑包含覆盖率的权重
同一国家认为其关于热带气旋和洪水的多灾种预警系统覆盖了整个国家（覆盖率 100%），
而关于海啸的多灾种预警系统则仅覆盖受海啸影响的总人口数的 60%。
考虑主要灾害的多灾种预警系统的覆盖范围时，多灾种预警系统的国家得分按如下方
式计算；
然后按以下方法计算该国多灾种预警系统指标的加权平均值：
国家得分 = (海啸 70 x 0.50 x 0.6 + 气旋 30 x 0.75 x 1.0) /100 = 0.435

如果该国采用这种方法，则权重应乘以覆盖率。此例中，权重对于海啸为 70 * 0.6 = 42，
对于气旋则为 30 x 1.0（未改变）。请注意，使用这种方法时，只要多灾种预警系统没有
完全覆盖，国家得分便不能达到 100%。

目标 G

如预期的一样，在案例中，得分因海啸预警系统覆盖范围缩小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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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拥有多灾种预警系统的国家数目。
G-1 是多灾种预警系统的一个复合指标，使用代表多灾种预警系统前述几个关键要素的指标（即 G-2
至 G-5）计算为一个指数。G-1 的计算方法需要针对每个国家计算四项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各成
员国将报告从 G-2 至 G-5 这四项指标中每项指标的得分，分值从 0 到 1。
秘书处将通过对每个国家的指数求和，计算得出 G-1 的全球数据。换句话说，各项指标的每个分数都
被赋予 0.25，每个子指标下提供了更清楚的定义。该指数能反映进展情况，因为全球平均得分在以下
情况时会提高，即 (a) 报告多灾种预警系统包括主要危害覆盖范围和/或受影响人口的国家数目随着时
间推移而增加时，以及 (b) 多灾种预警系统的质量因满足关键要素而得到改善时。
G-2 拥有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国家数目。
G-2 是一个代表多灾种预警系统前述四个关键要素之一的指标，即 (2) 探测、监测、分析和预测危害
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请各成员国酌情按本国主要危害类型进行加权，同时考虑上述人口覆
盖范围。
建议计算国家得分时采用两种方案，从较简单的到较为复杂的，以反映系统的质量/成就情况。
在另一个方案中，指数将介于 1 到 0 之间。

m
n
国家得分 = ∑ j=1 ∑ j=1

分值ij x 权重i

(∑1 权重i)
n

• 其中：
得分 ij：既定表格中每种危害特定的预警系统类
型 i (=1, .., n) 的子指标 j (=1, …, m) 得分
权重 i：危害 i 的权重，根据影响和覆盖范围来计算或者由每个国家确定；
（参见计算方法）。
n： 危害类型的数量
m: 子指标的数量

最低数据要求：
较简单的方法按国家计算得分，得分取决于是否存在适合每个国家确定的每种主要危害的多灾种早期
预警和预报系统。如果存在有关风险的监测和预报系统（二进制形式，0 或 1），则每个国家将依具
体危害简单地报告。国家的得分将为每种重大危害得分的加权平均值。

目标 G

在全球一级，得分将为国家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即所有国家得分之和除以报告国家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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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数据集
除按危害类型和覆盖范围计算权重以外，该选项让各成员国可以在监测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质量逐
步进展和改进情况，而不是只监测是否存在。
各成员国将评估每种主要危害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实施程度，并将所有信息输入基于网页的“仙台框架
监测器”。各成员国将按以下权重，评估此种实施程度：
• 全面实施（满分）：1.0，
• 实质性实施，需要取得额外进展：0.75，
• 适度实施，既不全面也非实质性：0.50，
• 有限实施：0.25，
• 如果没有实施或不存在，则为 0。

该指数比上述最低数据要求更复杂，但它可以监测系统质量的改进情况。
考虑到重要性和相关性，建议在计量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如何满足关键要素 2：探测、监测、分析
和预测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多灾种预警系统检查清单草案所列标准的程度：
i. 监测数据可通过建立的网络获得，由受过良好培训的员工观测
ii. 预报通过数据分析和处理、建模和预测获得，基于已接受的科学技术方法，在国际标准和协
议范围内传播
iii. 警告信息，包括具有应急准备的风险/影响信息，以便及时且一致地触发产生的和传播的响
应反应
iv. 生成和发布警告的所有组织的标准化流程、角色和职责，这些组织通过立法或其他权威性文
件（如 MoU、SOP）建立和委托。
为了以更客观的方式阐述每种危害的分值，各国可通过实施或实现程度将子指标用于所有这四个关键
要素。建议将这些子指标（也可选择性地录入系统）视为同等重要（每个均 25%），因此分值将按算
术平均值计算：

得分i = (分值监测 + 分值预报 + 分值消息 + 分值流程) / 4

目标 G

这样，可以更客观地评估多灾种预警系统对特定危害而言的质量，考虑在该系统中被视为必不可少的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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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每 100,000 人中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或国家传播机制获得预警信息的人数。
该指标可以指出在向人们传达、传播和普及时所取得进展的程度，代表多灾种预警系统上述四个关键
要素中的一个，即 (3) 由官方渠道发布和传播权威、及时、准确和可采取行动的关于可能性和影响
的警告和相关信息。如果某个多灾种预警系统覆盖小一片区域（如小岛），则确定人口的覆盖百分
比很重要。
对于指标 G-3，不需要计算灾害类型的加权平均值，因为沟通可能不会因危害类型而异。在计量人口
覆盖范围时，该指标代表输入和输出。

最低要求
通过地方政府或通过国家传播机制（如认可的当局），简单地确定早期预警信息的任何主要媒体/模式。
• 大众传播媒体，包括收音机、电视、互联网站、电子邮件、短信、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
• 地方通信系统，包括警报器、公告牌和电话。
如果可获得这些信息模式的任何一个，则这些人群视为被覆盖到。

目标 G

然后，各成员国只需简单地计算被所确定的主要媒体/模式覆盖的人数。由于受影响人口的计算具有挑
战性，因此可以将总人数作为计算覆盖率的分母。因此，可以选择主要信息模式的渗透率（覆盖率）
作为替代值。指数将介于 1 到 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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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中可以考虑不同警告传播渠道的冗余覆盖程度，而不是确定单一主要媒体/模式。但由于数据收
集和计量多个模式重叠量的计算方法较复杂且困难，因此不推荐将其用于全球指标。

G-4 已制定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就该指标而言，“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是指备灾计划、应急计划、行动计划或任何说明谁
以及怎样对早期预警作出反应的计划。
因此，G-4 是代表多灾种预警系统前述四个关键要素之一的指标，即(4) 各级针对收到的警告做好充
分准备。“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可能包括备灾计划、疏散计划、响应计划，以及任何其他
描述预警系统响应和评价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为危害特定，则各国可以考虑按照与 G-2 相同的方
式，通过主要危害类型的权重，按危害分列该指标并按危害限定分数。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GFCS) 指出天气和水文服务使得可以短期备灾和应灾，同时认为季节和十年
时间尺度的气候信息/服务成对长期规划而言必不可少。
对于目标 E，国家和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可能包括应急计划等灾前规划练习，使得政府能通过为受
影响人群提供必要支持而及时有效地对危害事件的影响作出反应，从而加强社区在经济、社会、健康
和环境领域的抗灾能力。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预警系统的构成应
得到标准操作程序的支持，和/或决定以何种频率检验这些计划。不过，这必然需要进行详细的评估，
可以在引入适当目标和指标的国家监测框架中更好地阐述。

目标 G

建议提供数据集，从必要的最低要求到理想的数据集。该指标的方法与 G-3 的方法相似，只是使用危
害类型的加权平均值可按国家确定。
最低要求
简单地计算已制定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地方政府数目。对于每个地方政府，结果为二进值
（0 或 1）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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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数据集
各成员国可以考虑按地方一级实施或实现程度的指标，监测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逐步进展
情况及其质量改进情况，而不是只监测是否存在这样的计划。
建议按以下方式，使用量化子指标来计量地方预警系统计划满足关键要素
种预警系统检查清单草案所列的标准，以二进制“是”或“否”来回答：

4：备灾和应灾能力的多灾

i. 包括应急计划在内的备灾措施是否已制定且运行正常？
ii. 是否进行公共宣传和教育？
iii. 公共宣传和响应是否经过检验和评估？
各成员国将针对每个地方政府评估每个子指标，为每一个分配得分 1 或 0。建议对这些子指标进行平
均加权，上例中每个为 1/3，因此按每个地方政府的算术平均值可计算出得分。
然后将地方政府的所有得分加起来再除以地方政府数目，便能计算出国家得分。

国家得分 =

l

∑

k=1

(分值准备k + 分值意识和k + 分值评价k )

3*l

• 其中：
得分_xxx_k：在地方政府 k (= 1, …, l)，对应上述列表中 XXX 的子指标的二进制
得分 (0 或 1)；
I：地方政府总数

G-5 在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向人们提供容易获得和理解、有用且相关的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国
家数目。
G-5 是一个代表多灾种预警系统前述四个关键要素之一的指标，即(1) 基于系统收集数据和灾害风险
评估的灾害风险知识。建议计量在国家和地方一级获得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进展情况，但获得性、
覆盖范围和应用在每一级可能相差很大。该指标的方法与 G-2 的方法相似；只是危害类型的加权平均
值是按国家确定的。
建议采用这两种计算方案，为主要危害进行加权。在另一个方案中，指数将介于 1 到 0 之间。
最低要求
各成员国简单地报告本国是否拥有对本国面临的每种主要危害的容易获得和理解的、有用且相关的灾
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这基本上以二进制形式（即“是”或“否”，1 或 0）由每个国家确定，将
分值计算为所有危害特定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目标 G

推荐的额外数据
该方案可取得指标精确度和实用性之间的平衡，可以更好地计量进展和改进情况，重点是可访问性和
可获得性，以及灾害风险信息和风险评估的质量。这样，各成员国将首先确定在多灾种国家风险评估
中需要考虑的主要危害类型，以及如上所述每种主要危害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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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访问性和可获得性
各成员国需要按灾害类型报告灾害风险信息的可达率和可用率。如果灾害风险信息可在网页和/或以任
何其他方式（如社区公告板、标牌和传单）为所有（受影响）人群所公开获得，则可以报告 100% 的
可用率。如果主要沟通工具是互联网，则可以将国家互联网渗透率作为替代值。35
质量的增量式计量
此外，该方案还让各成员国可以通过有实施或实现程度的子指标，监测风险信息和评估质量方面随着
时间推移的逐步进展和改进情况，而不只是其是否存在。
由于 G5 不仅关系到多灾种预警系统，还涉及更大范围的风险评估和信息，因此提议的计量方法是特
定于该指标的。根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以往关于风险评估的工作，用来进行风险评估的最好
方法会依危害类型而异，应考虑到以下因素：
i. 基于最科学的方法（可能时，最好是盖然性的）；
ii. 是国家机构分享、协调和使用的国家磋商的成果；
iii. 明确负责决策、计划和储存数据及信息。
各成员国将评估每种灾害类型的每个子指标，并为子指标 i 分配从 0 到 1 的增量分值（即 0、0.25、
0.50、0.75、1），为子指标 ii 和 iii 分配分值 1/0（二进制）。建议对这些子指标进行平均加权，上例
中每个为 1/3，因此按算术平均值计算每种危害的分值。
考虑到据以进行风险评估的最科学方法适合每种危害，建议用每一个子指标计量风险评估/风险信息的
质量。各成员国可能希望参考在线监测系统中提供的样本评分表，并在评估是基于多种方法时取最高
分（参阅附件 II）。这三个子指标需平等对待，按算术平均值计算。
考虑到可访问性和质量，国家分值计算如下：

国家得分 = (可达率)i x

n

3

∑ ∑
i=1

j=1

分值ij / 3 x 权重i

(∑1 权重i)
n

• 其中：
分值 ij：每种危害类型 i (=1, .., n) 子指标 (=1, 2, 3) 的分值
权重 i：危害 i 的权重，根据影响和覆盖范围来计算或者由每个国家确定；
n： 危害类型的数量

目标 G

尽管这种建议的方法不能完美获取风险评估的质量数据，但可以跨国家和随着时间推移而一致地使
用，以计量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整体进展情况。各成员国可能希望制定与国家背景更相称的更多自定义
指标，以监测国家水平。

35

例如，国际电信联盟 (ITU) 公布了国家 ICT 数据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sta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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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遭受或面临灾害风险人口中通过早期预警预先疏散而得到保护的人口比例。
该输出指标量化了早期预警信息的影响和有效性，只能从地方一级量化。“被疏散的人”一词是当遭
到危害事件威胁时，人们至少需要暂时从居住地转移到较安全地点。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讨论认为该指标有两个方面：a) 计量有关当局通过事先疏散人群而避免
生命损失的成功程度，以及 b) 计量人们的生命和资产因疏散而受到不利影响的程度。
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中，许多成员国提出了数据收
集问题；许多当局在确定数据收集方式时遇到了难题。它需要收集关于未被有关当局追踪或登记的那
部分人口的数据，没有对验证情况进行计量。因此，正如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
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中所述，建议鼓励有能力提供疏散人数资料的成员国提供此种资料，并确定
会发生的危害事件和数量。对于被疏散人数的替代值，可能可以收集关于哪些人转移到疏散中心的数
据。但对于离开住所前往熟人家或垂直撤离或进入避难所（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或对于部分人群（例如
依赖性很高的病人），这可能更安全）的人数，不太可能有可靠的数据。
如果各成员国能够产生“遭受或面临风险之人口”的数据作为该指标的分母，则早期预警针对的人数
可作为其替代值；结果等于官方预警所指对自治市、地区或社区的总人数。

目标 G

由于疏散模式/情况会依危害事件而大不相同，因此建议各成员国按事件报告数据。鼓励有能力这样做
的各成员国在国家自定的监测框架中开发出更多此类指标，以便能计量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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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低和理想数据要求
除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的建议、其他技术会议和磋商期间提出的建议以外，联合国减少灾害
风险办公室还建议分列数据：

指标编号

指标

G-1

拥有多灾种预警系统的国家数目。
复合指标。参见计算方法

G-2

拥有多灾种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国家数目。
[最低数据要求]：
G-2a 存在监测和预报系统的分值 (1/0)，按灾害类型计算
按危害类型的权重（0.00 至 1.00，参见推荐的方法）
[理想的数据]
每种灾害类型的数据：
G-2b 监测和预报系统质量的总体得分，分 5 级，从 0 到 1（参见相关方法）
预警系统四个要素（G-2c 监测、G-2d 预报、G-2e 信息和 G-2f 过程）的得分。
[分列]
最低要求的和理想的数据集都将按危害类型分列。
（危害列表将按国家界定或根据附件 I 界定。
[额外数据]
注：参考基于估计的或历史的影响、按专家标准或按国家优
先事项和目标的危害权重计算的建议和示例。

每 100,000 人中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或国家传播机制获得预警信息的人数。
[最低数据要求]：
G-3a 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或国家传播机制获得预警信息的人数
[分列]
信息传播机制（媒体、当地）
[额外数据]
国家的人口

目标 G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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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已制定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地方政府所占比例。
[最低数据要求]：
G-4a 已制定根据早期预警采取行动的计划的地方政府数目
[理想的额外数据]
每个地方政府的数据：
G-4b 本地计划质量的总体得分，分 5 级，从 0 到 1（参见相关方法）
计划三要素（G-4c 准备、G-4d 意识和 G-4e 评价）的得分
[分列]
地方政府
[额外数据]
地方政府总数

G-5

在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向人们提供容易获得和理解、有用且相关的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
国家数目。
[最低数据要求]：
G-5a 在国家一级和地方一级向人们提供容易获得和理解、有用且相关的
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得分 (1/0)，按灾害类型计算。
[理想的数据]
每种灾害类型的数据：
G-5b 风险信息和评估质量的得分，从 0 到 1（参见第 167-168 页的方法）
[推荐的分列]
危害类型
地方政府

遭受或面临灾害风险人口中通过早期预警预先疏散而得到保护的人口比例。
[对分列的最低要求]
危害事件
[理想的分列]
地方政府（国家级别以下的行政单位）
* 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报告中的注释
鼓励有能力提供疏散人数资料的成员国提供此种资料。

目标 G

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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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体问题
构成有效的多灾种预警系统并产生可获得的风险信息和评估结果的要素非常庞杂。除其他内容外，
这些要素涉及系统性检测、监测和预报各种危害、脆弱性、暴露度和对所涉风险的能力详细分析等
方面，以适当且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和传播方式为支撑，从负责当局到地方一级遭受或面临风险的
人口，从而可以引发各部门和各层级内部以及各部门和各层级之间协调的适当措施，这些均伴有及时
备灾和应灾的能力。由于该全球目标的计量复杂且具挑战性，因此在减少灾害风险指标和术语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审议中，各成员国考虑了以下重要项事：
• 由于多灾种预警系统在各国之间相差很大，因此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在计量预
警系统全部四个相互关联的关键要素时侧重于功能性（如实现程度），而不是计算系统的
数量。
• 意识到各国之间危害事件在频率和强度方面大不相同（例如，从地震、旋风和海啸等大规模
常发性低频率事件到洪水等小规模高频率危害事件），是否选择将主要危害纳入多灾种预警
系统仍由各国自己内部决定。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每个国家在报告时，规定将主
要危害包含进“多灾种”。
• 多灾种预警系统一般具有对特殊地理区域或人群特定的界定范围和覆盖面，多个国家提议
采用人口水平或地理覆盖面。确定覆盖进展情况也是一个指标，可帮助计量实现全球目标的
进展情况。在探索计量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时，各成员国可能希望检查“信息冗余”程度的
替代值，也就是提供相同权威性预警信息的不同警告传播渠道的数量和种类（如大众传播媒
体：无线接入率、电视渗透率、电子邮件和预警网站的互联网接入率、SMS 移动电话网络
的人口覆盖率，以及当地通信系统（如存在能接入这些服务的社区中心，如警报器、公告牌
和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通信））。
• 计算覆盖范围时，各成员国需要确定用于计算的适当分母，通常是有关于人口覆盖率。最好
是使用受影响人群的数量；但识别和计算会有挑战性，尤其是对于中小规模的危害事件以及
并非所有人都受影响的事件。因此，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建议使用替代值，例如，国
家级别以下目标行政单位的总人数。
• 确认“灾害风险信息和评估对人们的可用性和普及度”将具有挑战性，尤其是界定这是否能
到达最受影响或脆弱民众将极具挑战性。

目标 G

• 由于不止一种多灾种预警系统覆盖同一地理区域或人群，因此成员国应考虑重复计算和信息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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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提议的危害分类

族

危害

地球物理

地震、海啸
大多是由地球物理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移动（与水文类别重叠）
山体滑坡、雪崩、山崩、泥流、泥石流、下陷
火山活动、喷发、熔岩流、火山灰下降、火山灰流、火山泥流

水文

洪灾、河流洪水、沿海洪水、积水泛滥、城市洪水、洪水暴涨

大多是由水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移动（与地球物理类别重叠）
山体滑坡、雪崩、山崩、泥流、泥石流、下陷
波浪作用、海岸侵蚀、海岸线变化
气象

对流风暴、雨、风、冰雹、雪、冰、暴风雪、
闪电、沙、尘、暴风、龙卷风
特热带风暴
极端温度、寒潮、热浪、霜冻、结冰
雾
热带气旋、旋风、气旋性雨、旋风潮

气候

干旱
冰湖溃决 (GLOF)
野火

外星

撞击
空间天气
侵蚀
森林开伐
盐化
海平面上升
沙漠化
亚洲粉尘云
湿地丧失/退化
冰川缩减/融化
目标 G

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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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危害 *

流行病
传染病
兽疫
宠物
虫灾、瘟疫
动物事件
污染

技术危害

工业灾难
结构倒塌
停电
火灾
爆炸
矿难
化学品泄漏
漏油事件
辐射污染、核事故
航空事故
铁路事故
公路事故
航海事故

目标 G

太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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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每种灾害类型按风险评估类型计的科学方法评分表示例
族

危害

地球物理

地震、海啸
（地震）

评估类型
概率
风险模型

FTA
FMEA

专家
观点

1

0.75

0.5

HAZOP

基于社区

其他

0.5

不适用

0.25

0.25

确定性
（基于情形）

…

水文

洪灾、河流洪水、
沿海洪水、积水泛滥、
城市洪水、洪水暴涨

1

0.75

0.5

0.5

不适用

0.25

0.25

技术危害

工业灾难

不适用

0.75

0.5

0.5

1

0.25

0.25

36

目标 G

请注意，给定的科学方法并未非详尽无遗。36

概率风险模型：特点是固定的不确定性，部分与危害的自然随机性有关，部分是因为我们对所考虑的危害、暴露度和脆弱性的了解和
计量不完整；
FTA：故障树分析；
FMEA：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
确定性方法：用来评估既定危害情形的灾害影响，概率方法则用来获得对危害频率和损害更精细的估算。
HAZOP：危害与可操作性分析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risk/deterministic-probabilistic-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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