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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B4_B5_c26_495207.htm 资料： 各位网友，大家好！近

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一些突发性的公共

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03年非典爆发、重庆开县井喷事故

，2004年禽流感事件、北京密云虹桥踩踏事故，2005年江苏

淮安氨气泄漏、安徽疫苗事件、四川猪链球菌事件，今年一

次比一次强劲的台风的侵袭，一次又一次的矿难，等等。这

些问题的积累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持人] 有

网友问：丁部长，现在自然灾害和疾病发生越来越频繁，各

界政府有没有把建立突发事件的机制列为考核指标。请嘉宾

介绍一下，谢谢。 [丁宁宁] 首先，我们要理清什么是“突发

公共事件”。它不是一般的事故，有人把他混为一般的事故

，不是太准确。当然，如果由于政府本身的执政能力而发生

问题，使一般事故扩大为突发公共事件，就是政府的公共能

力问题。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各种自然、人

为的相关事故都有一套处理程序，比如交通事故，公安局有

一整套的处理程序，一般情况下不会变成突发公共事件。 另

外，在工业化初期，火灾曾经是突发公共事件一个重要的隐

患和诱因。但是在建立了消防队和联防机制之后，火灾就不

再成为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诱因了。实际上，在整个人

类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原来没有遇到过，

或者原来遇过但影响没有这么大的事件，比如自然灾害，还

有由于中国人多，在某些建筑物或者大型活动中产生的践踏

事件等等。 [主持人] 刚才您说的如何界定公共突发事件，是



随着社会的推进和人数的增加，概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细

化什么是公共突发事件，一般的交通事故每年的死亡率非常

大，就个案来讲，一个一个形成不了一个公共突发事件。比

如火灾以前曾经是公共突发事件。 [丁宁宁] 17世纪初伦敦发

生的大火，是导致国际消防队建立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 首

先我们理解什么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网友“多多到天堂

去了”：请问，建立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的必要性，预案必须

具备哪些内容？ [丁宁宁] 从现在开始，建立国家的总体应急

预案是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主要来自于海啸、地震，包括

大的飓风，这类灾害以及灾害的严重影响是不可预料的。但

是对这些灾害，一个有组织的政府是有一整套的处理程序，

比如有防灾委员会、防洪局、地震局等，这些都已经常规化

了。 最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时期，在这

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矛盾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在增多，比

如征地引起老百姓集体的诉讼、集体上访。上次由于新闻界

的关注，把一个大学生死亡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最后导致

我们把遣返站变成救助站，这恐怕是今后应该更加注意的。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影响，欧洲普遍发生橙色革命，这种情

况在我国也有可能发生。这种敌对势力的目的就是影响人们

的生活，制造突发公共事件，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断。 [主持

人] 我们在访谈前沟通的时候曾经提到法律永远是滞后的，我

们谈到大学生死亡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新类型的事

件出来以后，相应的应对机制也有可能最后形成解决问题的

新机制。 [主持人] 网友“七子之歌”：如何提高社会各界危

机意识？我们还是应该从思想意识提高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

意识。 [丁宁宁] 从这个角度讲，恐怕更多的是要引导公众，



来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但是和西方市场经济其

实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哪

些应该是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哪些是市场解决的问题，应该

有一个责任界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不能正

确应对突发事件的问题，比如非典出现的时候，由于我国多

年以来，国家防疫部门自己要挣钱、卖药，国家的经费大量

减少，他们以为非典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当时整个防疫系统

本身就不起作用了，以至于在广东发现病毒之后，不能够很

快加以确诊，由于没有明确的居民协调机制，当时几个部队

的研究人员和地方研究人员为了样本，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

见，以上情况都延缓了我们对非典的应对。 但是，一旦国家

动员启动了相关机制以后，由于国家动员体制很强，所以很

快就在各个城市实行了隔离，所以非典很快就解决了。这个

问题使我们想到，我国公共防疫体制还应该是国家出钱，应

当加强科研水平，才能够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流行病发

展到相当规模的传染程度，我们再应对。 [主持人] 从社会发

展研究方面角度看，您判断在应对非典问题上，我国的快速

反映机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丁宁宁] 相对于西方**国

家来说，实事求是的说，我国目前所谓党政统一的领导体制

肯定更有效。因为非典从中国过来，已经产生了小规模的传

播，这种情况下很难抑制，但我们很快把它抑制了。 [主持

人] 网友：丁部长，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些危机？我们今天探

讨的所有危机，这个问题太大了。 [丁宁宁] 突发事件可以有

不同的分类法，一种是已知的，一种是未知的。非典属于未

知传染病，突发事件不一定成为公共事件，如果卫生防疫体



制有效，就会及早发现这种病，及早隔离，而不会成为公共

事件。由于卫生防疫体制本身出现问题，一直到出现小规模

流行的时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就变

成了公共事件。但是在变成突发公共事件之后，政府采取了

强有力的回应，就抑制住了，最后降低了公共事件的危害，

但实际代价并不小，很多医护人员也都感染了非典，相当多

的非典患者还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主持人] 网友“雪夜的情

怀”：我国是否已经初步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其

积极作用是什么？ [丁宁宁] 7月26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解决

了这个问题，今年人大开会的时候，各个代表提出应当建立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这个意见已被国务院认

真执行，7月26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就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进行了讨论并通过。这个预案是由25件专项应急预

案和80件部门应急预案组成，有相当省部级机构已编制了自

己的应急预案。全国应急预案的框架体系应当说已初步建立

。 [主持人] 应对突发事件的解决思路大体是一个体系吗？ [

丁宁宁] 非典以后，相当多的境内外学者向国务院建议要成立

国务院或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国务院内部讨论否定了

。原因是，既是突发事件，有很多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最

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

的时候，建立一整套工作原则、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 比如

现在发生了一起非常大的交通事故，那么，医疗救护单位应

当怎么救，交通部门怎么疏散交通，广播系统怎么呼吁部门

给予协助，群众不要围观以免造成拥堵，这需要各部门之间

的配合，一起完成社会救助行动。因此，我们认为更重要的

是在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时，把握对应急预案的本



质就是一个工作原则、组织分工、责任分工以及协调机制。

比如水灾、地震过后往往有大病，所以不是简单把水灾或者

地震的事故处理了，事后还要有后续的步骤。另外，大的自

然灾害过后还要有重建工作，第一步要救人，第二步防疫，

第三步恢复建设，这需要国家投入和社会机制相结合。 [主持

人] 如何界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性，您认为，我国目前处在

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吗？ [丁宁宁] 当前我国是处于突发

公共事件的突发期，我主要是指社会根源的突发公共事件。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速度很快，特别是入世后

，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机制不够完善。比如社会

保障系统，养老系统保障不到两亿人，参加医疗保险城里人

还不到一半，就更不用说农村了。有些情况下，城市化进程

很快，包括一些大的建设、道路、水库、征地等等。由于补

偿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受损害，因此引

发了一些社会根源的突发事件。我认为是高发期，并不是说

现在自然灾害越来越多，自然灾害有它一定的规律。 [主持

人] 上帝要惩罚人类，并不是在人类有准备的时候，也不是集

中在某一个阶段里。 [丁宁宁] 比如海啸，已经有很多年在中

小学地理书中它都不是重点内容，但东南亚的海啸，因为英

国一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凭借自己在学校里所学的地理知识

，预测出即将发生的海啸，从而挽救了100多名游客的生命，

大家又认为应该纳入教材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偶然事件。 [主

持人] 网友“有遥远的地方吗”：灾害频发从哪几个方面考验

民政、财政和卫生等方面的救灾应急反应？ [丁宁宁] 一个国

家总是要有一定的富余财力，包括各物资储备以应对各种突

发事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这种能力是一个国家政府是



否成熟的表现。我们不能动不动一遇到自然灾害就到国际上

呼吁救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所以我国在这

方面一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我们过去政府体制机构建

设中就已经注意到，我国有粮食储备局、银行储备，财政也

留有余地，包括我们为民政部准备的救济款。 如果没有，就

进入下一年的财政预算，如果不够，中国老百姓储蓄的积极

性特别高，已经相当于我国一年的gdp，中国未雨绸缪的思想

深入人心，所以不存在没有储备的问题。另外，在中国的历

史中，有唐山地震救灾的经验，武警部队和野战军如何协同

。这回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了四个级别，在不同的级

别上，不同的政治机构或者特殊部门、特殊力量会介入进去

，这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 [主持人] 网友“zz40”：应急并

不等于浪费，我们在总结非典成功经验时，决不能忽略它的

巨大浪费。这次矿难事件中也充分说明这一点，浪费是何等

的惊人，又是何等的冠冕堂皇。 [丁宁宁] “浪费”有两方面

的含义，一个是不应该花的钱花了，是浪费。有一些情况，

特别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时候，有一些防御性成本

产生的措施。前两天台风“麦莎”在浙江沿海登录的时候，

我就被困在杭州了。这时中央防灾救灾委员会下令，飞机停

飞，要求几十万人撤离，这要产生代价。事后可能风暴没有

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代价就是浪费。因为老天

爷的事谁都说不准，在浙江的时候风力是12级，这样的风速

肯定要造成大量的损失，所以人员要很快撤离。不管由于什

么原因，台风上岸以后风速减缓的很快，这我们无法预料。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撤离就是浪费。当然，如果把建

设防灾救灾的款、国家物资用来大吃大喝，把钱装在腰包里



这更是浪费。 [主持人] 网友“一言等于九鼎”：举几个例子

表明应急预案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教训？网友“英岗岭”

：举几个例子表明同样的危机、不同的结果。 [丁宁宁] 国际

、国内的例子都有。国内的例子，今年春天“流行性脑炎”

又出现了，这种病已经多年没有发生，不存在病毒未知的问

题。我国由于非典以后，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卫生防疫报告机

制，这和卫生领域的应急预案是吻合的。这次流脑在南京、

江苏一带大概只四天就解决了。美国的飓风这次很大，但是

令人们惊讶的不是飓风的破坏力，而是一个政府、一个最强

国家的政府竟然在飓风发生三天以后，不采取任何行动。同

样类似级别的飓风，在加勒比经常发生，有一些人说古巴的

体制不好，但古巴的每次飓风都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因为国

家采取动员体制，很容易形成大家迅速疏散。 [主持人] 网友

“黄浦江边的徘徊”：危机预案对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的

意义是什么？大家都会稳定的意义非常重大，请您指导一下

。 [丁宁宁] 有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是为了保证我

们经济发展的连续性，防止突发的自然灾害或者社会事件导

致整个经济发展中断。主要意义在这里，同时在遇到这种情

况的时候，减少我们人员财产的损失。 [主持人] 网友“池塘

边的小草”：请问丁部长，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如何？如何提

高国人的危机意识？这位网友可能更针对中国人的特点。 [丁

宁宁] 我们国民的危机意识是世界各民族危机意识中最强的。

表现在两方面，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庭的意识非常强，所以家

庭本身作为社会保障单位，本身对家庭成员遇到不测事件都

是有准备的，只要各个家庭有能力。第二，中国文化5000年

，遇到很多次水灾，中国人的储蓄意识非常强，中国人的储



蓄水平是国际上最高的。比较高的储蓄率反映出国人很强的

危机意识。在中国见到很多的老百姓，由于收入差距拉开，

确实有很多要饭的。但一位以色列的朋友跟我说，以色列和

中国人很少在国外要饭。因为他们未雨绸缪，即使很穷也要

面子。 [主持人] 网友“上海之夜”：当前我国社会领域存在

哪些主要问题？引发突发事件的诱因是一个前提。 [丁宁宁] 

今年国务院提出为十一五准备的社会保障材料，我国曾提出

就业是当前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就业是人的一种基本手段

，如果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就业是人不脱离社会的重要媒

介，如果没有就业，就很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实际上西方

国家从1760年到1960年，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到贝尔提出后工

业社会的来临就没解决就业问题。西方人口开始只有1.4亿，

我们国家解放后6亿，改革开放10亿，巨大的人口又不可能到

国外移民。西方两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很多人口，我们不希望

这样的事在中国发生，所以就业问题更严重。所谓工业化、

现代化，本质就是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物质领域中资本

不断替代劳动力。 [主持人] 这个问题对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又

形成一种新的矛盾。 [丁宁宁] 由于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非常的

迅速，造成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

最大挑战。如果这些人的就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就是最大

的社会隐患。 [主持人] 还有其他的吗？ [丁宁宁] 西方国家看

，社会稳定不是靠消除就业问题解决的，而是靠建立社会保

障和实行国家福利政策解决。我们要给失业家庭以基本的生

活保障，使他们的子女能够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使失业的

家庭也同样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不是消灭失业。西方经济学

教科书写的是失业率低于4％就是充分就业。 问题： 我国政



府如何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问题 1.概述d市长网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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