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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概况
对本研究选取的省、自治区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明显涉及地震灾害风险防治的地
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协同文件进行查找和筛选，共搜集到 16 个专门关于省级地震部门和应
急管理部门的协同文件（每个省、自治区 1 个）及除山西省、江苏省、福建省、黑龙江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的省和自治区为推动自然灾害防治九大重点工程发布的涵盖地震部门和
其他行业部门的协同文件。为较全面地呈现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现状，基于协同方式、协
同内容和协同机构进行现状梳理和分析。
1.1 协同方式
本研究得到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方式主要有以备忘录和会议纪要为主要形式的会商协
同、以建立联动机制为主要形式的分工协同和以追责机制为表现形式的责任协同。
1.1.1 会商协同
除四川省、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的省和自治区，以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地震局通
过联合发布文件，就双方在地震灾害风险防治方面协调联动的协商结果予以确认和公布。其
中，河北省、山西省、安徽省、山东省和海南省以建立协调联动机制通知的形式，陕西省、
浙江省以会议纪要和会商纪要的形式，江苏省、湖北省以加强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指导意见
的形式，青海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备忘录的形式，黑龙江省以任务清单的形式，
建立了两部门在地震灾害风险防治中的协同安排。这种经由会商做出的协同安排实质上是行
政协议，也称行政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为提高行使国家权力的效率，实现行
政管理目标，表示互相意思一致而达成协议的双方或多方行为，目的是调整行政机关之间的
内部关系，属于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文本。会商协同的特点是主体平等、协商一致，但约束
性不强，主要基于双方的意愿和能力执行。
1.1.2 分工协同
四川省和云南省地处地震高风险区，当地党委政府对地震灾害风险防治非常重视，由本
级政府或编办对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的协同分工做出安排。2019 年 1 月，云南省为落实
副省长对老挝 4.9 级地震的批示意见，由省应急管理厅发文，明确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地震局
在震情会商研判与震后应急响应等方面的协同内容。2019 年 2 月，四川省委编办印发《关于
明确防震减灾相关工作职责的通知》
，要求省内各地明确承担防震减灾工作职责的部门，并接
受省地震局业务指导。四川省珙县 5.3 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地震局组成联合
工作组奔赴灾区。2020 年 1 月 1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建立四川省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厅
际联席会议制度。分工协同的特点是权力层级的上级对下级的协同事项进行分配和确认，约
束性强于会商协同，但协商自由弱于会商协同。分工协同中，双方就协同内容更多的是服从
上级安排，而不是以自身擅长的领域进行互补而达成的自主安排，由于缺乏双方交流与妥协
过程，执行过程中更依赖上级权威和行动的流程规则。
1.1.3 责任协同
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用责任协同的方式实现部门协同。2020 年 1 月 13 日，宁夏回族自治
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规定》，对防灾减灾工
作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救援处置 4 个阶段的 22 个方面责任做了细化例举，并对
未例举完的事项做了兜底规定，将责任追究贯穿防灾减灾救灾全过程，实现了防灾减灾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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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法定化。责任协同的约束力强，各责任主体的自由度低，在技术能力和管理容忍度不理
想的情况下，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履职压力较大。
总体上看，会商协同的自治、程序简易、形式灵活特点，使其在省级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
部门协同方式中占多数，是最主要、最常见的方式；由行政层级的上层提供约束力的分工协同
在地震灾害高风险地区更易实现；责任协同提供了新思路，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协同效果。
1.2 协同内容
1.2.1 防与救
防震减灾和抗震救灾以地震灾害发生前和发生后作为分界线，可概括为地震灾害的
“防”与“救”，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据此划分职责。14 个省和 2 个自治区基本上都规定
了“防”的阶段以地震部门为主、
“救”的阶段以应急管理部门为主，并就防震减灾和抗震救
灾各环节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安排。其中，应急预案和规划编制按分界标准应被划分为“防”
的事项，但均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实践中，应急管理部门主要承担应急处置工作和预防准
备中的部分工作。
1.2.2 内与外
中国地震局属于由应急管理部管理的国家局，省级以下地方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或
合并或分立，均由本级政府管理，而省级地震部门作为中国地震局垂直管理的机构，行政级
别上与省应急厅相同，但不属于省政府组成部门，导致诸多事项难以理顺。基于此，14 个省
和 2 个自治区协同文件中均规定防震减灾内部事项由地震部门负责，外部事项（如协调其他
部门、立法、与上级部门沟通等）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
1.2.3 专与全
应急管理部门作为自然灾害防治综合部门，统筹防治多种自然灾害。行业部门依据自然
灾害种类进行划分，是自然灾害防治的支撑部门。行业部门需在自然灾害防治技术、手段和
信息获取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辅助。应急管理部门应在应急救援、灾
情信息发布、救援力量培育和建设方面综合统筹、协调调度。
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地震局协同内容见表 1。
表1

协同内容

Table 1 Collaborative content
部门

职责
应急救援、应急处置
编制修订地震应急预案、演练
报告地震灾害信息，统一地震灾害信息发布，协助地震舆情引导
地震应急准备和抗震救灾

省应急管理厅

地震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地震应急专家库建设与管理
地震综合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评估
地震灾情报送、核查、损失评估、救灾物资调拨及灾害救助
地震灾害调查评估组织
地震应急避难设施建设与管理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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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责
编制并实施防震减灾规划和计划，制定年度防震减灾计划目标任务
地震趋势会商及重大震情紧急会商和震后趋势判定意见，形成会商报告
地震预测预报和震情信息报告，及时发布震情信息，引导地震社情舆情
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指导和监督抗震设防工作，组织开展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地震小区划、震害
预测等地震安全公共服务工作

省地震局

防震减灾知识科普与宣传教育
水库地震监测与研究，非天然地震事件监测，会同有关部门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协助检查各市、县（市、区）地震应急准备工作，指导市、县（市、区）地震部门开展防震减灾工作
地震灾害预评估、震后灾害快速评估、灾区基本信息、指挥辅助决策建议、专题图等应急产品制作
提出应急响应与应急预案启动建议，震后震情监测、地震烈度评定，协助评估地震灾害损失，为地
震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省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1.3 协同机构
1.3.1 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
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为议事协调机构，承担防震减灾跨部门组织协调任务。省防震减
灾工作领导小组一般由省政府负责同志担任组长，主管副省长担任副组长，成员为与防震减
灾相关的部门领导。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般设在省地震局，由省地震局负责日常
工作。
1.3.2 抗震救灾指挥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
调全国抗震救灾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
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抗震救灾指挥部也是议事协调机构，承担抗震救灾跨部门组织
协调任务。抗震救灾指挥部人员组成与防震减灾领导小组人员组成相似，由更高层的领导担
任指挥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应急管理部，省抗震救
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由省应急管理厅承担。
1.3.3 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是将与具体事项有关的上游、平行职能部门进行联系组合，以达到交流情
况、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协同作战、充分履职等目的而设立的跨部门、跨行业协作制度。
按国家要求，各级政府应建立防震减灾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是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事协
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当地防震减灾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督促和检查防震减灾工作的全
面开展，协调解决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的防震减灾工作，定期或不定期交流、通报防震减灾
工作情况。为推动自然灾害防治九大重点工程发布文件的 11 个省建立了自然灾害防治联
席会议制度，由发布的文件可知，水灾、旱灾、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仍由行业部门牵头负责，
仅地震灾害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或应急管理部门与地震部门牵头负责。这可能与中国地震局
纳入应急管理部的改革有关，也说明应急管理部门尚未在体系和实践中实现全灾种综合管理。
协同机构比较见表 2，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和抗震救灾指挥部虽有组织载体，但无人
员编制，成员均为兼职，更多的是为协调专门工作而进行的任务性安排。联席会议是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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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无组织载体，无人员编制，通过联合出席会议的方式进行议事与协调。需注意的是，
自然灾害防治九大工程各专项的牵头部门对相关机构无指挥命令权力，平等协商和共识决策
仍是协同的主要特征。牵头部门的设置仅解决组织问题，平等主体共同行动需组织协调者，
组织协调者的地位决定了所牵头事项的达成效果。联席会议制度的牢固程度、约束力和效果
取决于牵头单位和起督促检查作用的更高层级权力主体。
表2
Table 2
机构名称
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

协同机构比较

Collaborative agency comparison

特点

方式

任务性安排

协调专门工作的任务性安排

程序性安排

通过联合出席会议的方式

组织载体和人员编制
有组织载体，无人员编制

抗震救灾指挥部
防震减灾联席会议
自然灾害防治联席会议

无组织载体，无人员编制

进行议事与协调

2 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存在的问题
碎片化
从协同内容上看，防震减灾和抗震救灾尚未形成系统化衔接。省应急管理厅与省地震局
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交叉，这反映出目前我国地震灾害风险防治仍存在碎片化的问题，主要
表现为价值碎片化、部门间关系碎片化、管理与服务碎片化（谭英俊，2014）
。目前，自然灾
害防治各行业部门对大应急体制下的价值认同更多是基于机构整合，尚未形成对自然灾害综
合防治的实质价值认同。大应急体制下，部门间的壁垒仍未彻底打破，信息、资源的汇集共
享仍存在障碍，部门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态势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内部碎片化的必然外化
结果是管理与服务碎片化，为社会公众提供的自然灾害防治服务、信息和资源繁杂冗余，且
缺项明显，自然灾害防治由分散走向集中、由部分走向整体、由破碎走向整合仍任重道远。
2.2 同质化
本文研究对象虽按不同地震风险地区选取，但各省、自治区协同文件和协同实践的同质
化问题较突出，主要表现为协同主题、形式和内容具有较大相似性。我国幅员辽阔、地貌丰
富，地震灾害地域差异较大。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应因地制宜，结合灾情特点和地方实际情
况进行制度安排。地震灾害风险地域差异应反映到地方协同机制和协同实践中，差异化会带
来负面效应，增加统一领导难度，对考核和评价提出了挑战。而同质化带来的问题更严重，
缺乏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针对性做法，直接影响机制的可用性和可靠性，进而影响实际协同
效果。
2.3 层级化
目前，我国省级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未来是否将 2 个部门进
行整合尚未可知，即使整合为 1 个部门，部门内部也仍然存在着分工协作、综合与专业的问
题。部分地方仿照国家机构改革做法，进行一步到位的调整，将地震部门视为应急管理部门
的下属部门，如由应急管理部门组织某项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工作，由地震部门具体承担，或
由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由地震部门落实。这样的规定未清晰厘定各自职责，反而增加了协商
成本，可能延长行政层级，影响效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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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
不均衡表现为协同实践中更注重“救”，更注重工程性措施，
“防”和非工程性措施仍相
对弱势。国家提出综合减灾、加强自然灾害防治新理念和新要求是为了转变“重救轻防”情
况，更加注重防灾减灾，将减灾关口前移（吕孝礼，2015）
。从各省协同情况来看，以加强地
震灾害应急救援为主题的协同占大多数。应急管理部门的组建使“救”的职能得到了加强，
如何加强“防”是当前更需关注的问题。在现有协同机制中，
“防”主要体现在推动自然灾害
防治九大工程中。近年来，我国强调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在防灾减灾中均能发挥重要
作用，将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作为两类手段（陈展图等，2017）
。实践中，工程性措施
和非工程性措施均具有投入时间长、效果显现慢的特点。因此，地方政府更愿意在“救”上
投入。
2.4

3 大应急体制下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机制重点内容
部门协同的目的是对外为社会公众提供完整的系统化服务，对内实现分工合作，衔接顺
畅。因此，大应急体制下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协同机制重点关注对外的整体性和对内的协
调性。
3.1 构建整体性治理的价值
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以公共
责任与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整合政府内部层级、政府部门机构、政府外部伙伴关系等公共
服务网络结构，通过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与友好协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式公共
服务的治理模式（郑容坤，2018）。部门利益使各部门间的合作困难，协同机制建立的可能性
在于能在共同目标的感召和驱使下适当摒弃部门利益，实现共同利益，这个共同目标和利益
上升到价值层面即为整体性治理的价值。应通过交流、培训和文化建设构建政府整体性治理
价值，以整体性治理价值引领自然灾害防治协同。
3.2 整合应急管理内部体系
在大应急体制下，应急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内部整合，应更注重防灾减灾、抗灾救灾
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和专业性，确保自然灾害“防”
“救”工作的有效衔接。从自然灾害单
灾种全过程管理，到全灾种分过程管理，再到全灾种全过程管理，需由分散走向综合、由断
裂走向融合。应急管理应以风险管理理念统筹自然灾害防治全过程，从理念到原则，再到机
构和制度，完善应急管理内部体系，由内而外地实现应急管理视域下的自然灾害综合防治。
应急管理部门在灾前准备和灾后应对中均在积极探索更多实现综合统领作用的事权。在
综合风险防范和应对中，应急管理部门需发挥好桥梁作用，还需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理清应急管理逻辑，完善应急管理流程，使应急管理部门与其他各专业部门之间发生“化学
反应”，有机融合各方力量，协同参与风险的“防”与“救”
，提升应对综合风险的能力（苏
国锋，2020）
。
3.3 建立法律制度协调机制
我国在跨部门协调机构设立和责任运行方面普遍存在规范化和制度化不足的问题（孙迎
春，2013），以法律形式明确部门职责权限是部门协同的未来发展路径（袭亮等，2018）
。自
然灾害防治协同机制中的领导小组、指挥部和联席会议均为由领导权威驱动的纵向式协同，
地震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通过协商建立的横向协同机制存在关系薄弱、约束性不强的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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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国家组建应急管理部要实现的是依靠法律制度进行协调，因此，为加强自然灾害防治部
门协同，应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协调机制，明确部门职责最根本和最首要的任务是制定相关
职能界定的法律法规，增强部门职责界定权威性和约束性（蒋敏娟，2015）。在强调职能划分
清晰准确的同时，以法律形式对机构之间的协同行为做出明确说明，使各部门相互支持配合
的责任和义务法定化。改革过程中允许临时安排，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成熟，当协同机制
中各方形成较明确的职责时，应上升为法律规范。
3.4 加强规划、预案和信息协同
我国编制和实施规划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编制涉及经济和社会发
展等多个方面，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大应急体制下，应以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为
抓手，协同综合部门与专业部门。地震部门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
编制防震减灾专项规划并指导实施，应急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规划。预案是
应对突发灾害事件的整体方案，包含各部门的职能职责，综合统筹应急管理和自然灾害防治
资源、力量和人员。编制应急预案的过程实际上是盘点应急物资、力量和人员，重新思考应
急方案的过程，应以预案编制部门为中心，形成协同联动的嵌入式网络，打破信息及平台孤
岛，实现资源与信息的共享、整合。

4 结论
行政组织内部存在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分界问题，对于行政组织外部而言，行政组织
应作为整体发挥力量，将所有内部机构的合力外化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果。本文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1）大应急体制下的地震灾害风险协同防治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
（2）基于
全过程管理角度，应急管理部门还应履行风险防范职能，加强风险防范，以风险管理的理念
统领自然灾害防治；（3）应加强应急管理内部整合，形成整体性治理的价值认同、行动协同
和利益共同，为社会公众提供完整的系统化服务；（4）应建立法律制度协调机制，强化部门
协作的刚性要求；
（5）以规划、预案和信息协同为突破，通过科学民主规划、联合编制预案、
信息互联共享，实现和保障大应急体制下的地震灾害风险协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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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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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rand emergency system,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but al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collaborative documents and practices
of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14 provinces and 2 autonomous regions,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spec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rehensive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sectors, the coordina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is review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lso, practical dat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the grand emergen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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