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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经历了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疫情和有记载
以来最炎热的十年之后，国际社会改变风险管理
方式的势头与日俱增。尽管国际社会在建设恢复
力、应对气候变化和创建可持续发展路径方面做
出诸多承诺，但当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选择却
与这些承诺背道而驰。这不仅危及《2015–2030 
年仙台减灾框架》的实现，还会阻碍实现《巴黎
协定》和《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联合国，2015a, 2015b, 2015c）中提出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改变形势需要有新方
法。这需要在治理体系的价值衡量以及理解、应
对系统性风险方面做出转变。而不能仅仅在原来
做法的基础上追求量变。 

COVID-19 和气候变化正迅速表明，随着全球人口
增长、世界各国联系愈加紧密，灾害影响也越来
越向跨区域、跨部门方向发展。尽管我们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我们降低风险的速度仍然比不上制
造风险的速度。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正面临崩溃的
风险，与此同时，灾害、经济损失和能够引发风
险的潜在脆弱性因素（如贫困和不平等）正在增
加。全球各体系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因
而面对不确定的风险格局时就愈加脆弱。地方风
险（在一个国家爆发的新冠疫情）可能会变成全
球性风险；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风险也正在对各
地产生重大影响。间接的级联效应可能引发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例如，许多国家在出现第一例确
诊病例之前几个月就已感受到 COVID-19 疫情带来
的负面经济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更多行动，建
立对系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就无法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2022 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 (GAR2022; 
UNDRR, 2022) 强调：

●	 气候危机和 COVID-19 疫情的系统性影响
均指向一个新现实。

●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了解并降低
风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应对未来冲击的最佳防御措施是马上转
变体系，并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能
够引发灾害的脆弱性、暴露度及不平等
因素来建设恢复力。

GAR2022 探讨了全球范围内各级组织和系统
可以如何进行演变，以更好地应对系统性风
险。本报告显示了治理体系可以如何发展以
反映人类、地球和繁荣间相互关联的价值。
它概述了改变可持续性、生态系统价值和未
来气候变化影响因素的衡量指标等行动可如
何产生强大的影响（包括揭露现有系统中岌
岌可危的失衡状态）。为了解风险而投入是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这需要与金融和治理
体系的改进相联系，以解释当前不采取措施
以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的实际成本。如果不
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财务资产负债表和治理
决策会继续变得碎片化，变得越来越不准
确、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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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COVID-19 

和系统性风险

导 言 ⸺ 重 新 改 造
系统，创造具有恢
复力的未来：
缺乏远见的想法意味着，
尽管预警和数据均表明
疫情早已到来，但我们仍
然准备不足，全球各地的
治理体系都在努力转变
以面对新现实。

1
我们的世界正身处
险境： 
人类的选择和人口趋势增
加了 COVID-19 等致灾因
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并迅
速影响各大洲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暴露于潜在的
风险因素，如严重的空气
污染、不安全的住房或有
限的医疗服务，将显著影
响死亡率。 

2 系统性风险对可持
续发展提出挑战：   
疫情的系统性影响已经破坏了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几乎所有指
标上取得的成就。例如，通过
生命年 (Lifeyears) 指数可看
出，2020 年疫情产生的经济
和社会成本（以损失的生命年
衡量）远超过其他灾害的年平
均成本，以及 2000 年至 2019 
年所有流行病的总成本。

3
人类选择如何导致脆弱性、
暴露度和灾害风险：
尽管疫情已影响到所有国家和地
区，但疫苗不平等已经造成低收
入国家的落后。对于贫困和边缘
化社区、遭受暴力的妇女和依赖
旅游业的小型经济体而言，健康
和经济的级联效应更为严重。

4

系统如何轻视关键资产和学习机会：
这场疫情引发了关于政府和社会最该重视什
么（例如健康还是经济活动；限制行动/戴口罩
还是“自由”）以及何为可接受风险（例如社会
保护、心理健康、食物和收入，对比感染、疾病
和不堪重负的卫生体系）的激烈辩论。

5向系统性风险治理过渡： 
在 COVID-19 疫情开始时，针对防范措
施的评估侧重于卫生体系能力，而非协
调和领导，但事实证明，协调和领导对
于有效应对和管理长期危机至关重要。 

12

从大数据到更好的决策：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基础数据
收集面临信息缺失和错误的挑
战，但疫情也引发了动态分类
数据生成、功能和使用方面的
创新。

11

解决系统性风险的
新方法： 
疫情暴露了数据和分
析基础层面的薄弱点，
让我们了解国家和国
际层面卫生系统与社
会经济脆弱性之间的
联系。

10
推进风险沟通：
错误信息和反疫苗接种运动降低
了人们对公共卫生措施的信任，
但媒体界也有许多传播者能进行
有效的科学传播，同时，我们也看
到针对特定社区的成功合作。

9

转变对风险的认知： 
这场疫情凸显了认识到地球自
然体系与人类体系相互依存的
必要性，并让我们认识到风险
知识体系需要更加灵活开放，
以适应不同的世界观，包括本
土的和传统观点。

6

人类偏见和决策过程如何影响降低风
险的结果：

疫情催生了早期的乐观偏见
（“我们会没事的”），经验/
可用性偏见影响（“我们的
医院人满为患”），悲观情
绪（“我们已无能为力”），
政治极化（“我们这个群体不
戴口罩”）以及“保护我的
国家”等观点，却没有催生促
进疫苗共享的全球公共利益。

7
解决偏见，增加降低风险
的投资： 
为鼓励保持社交距离和疫苗接种，卫
生机构使用监管和执法，发出社会凝
聚力（“我们同舟共济”）、害怕失
去（“为你所爱的人”）的呼吁并采
取奖励措施，如承诺在疫苗接种达
到一定比例时开放娱乐场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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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还探讨了如何设计体系以顺应，而非反对
人类思维的决策方式，为加速采取有关行动提供
支持。与生俱来的偏见和心理捷径会使人们难以
为长远着想，在围绕风险进行决策时容易产生惰
性、过于简单化或从众的问题。当我们刚刚感受
到风险、不熟悉相关情况时，这些偏见尤其可能
出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或疫情等许多系统性风险
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
及其工作机构即使面对明显的科学数据，也会抗
拒做出正确的风险应对决策。 

重新构建风险信息、政策和产品，以不同的方式
呈现对风险的专业理解，有助于克服这一障碍。
与受风险影响的人群磋商设计，依托现有的专业
知识和当地知识，利用技术的协助支持，围绕风
险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对话，这些都能够提高变革
的有效性和接受度。法国洪水保险中根据风险费
率“选择退出”而非“选择加入”，或尼泊尔地震恢复
阶段围绕安全住房建设的创新沟通，都为如何做
到这一点提供了例证（GAR2022，第 8 章）。 

GAR2022 以系统性金融危机建模创新为基础，概
述了目前如何应用类似的方法更好地了解系统性
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的级联效应和跨部门影响。它
显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创新来改
进风险分析。新方法对食品、基础设施和供应链
等关键体系跨部门、跨地区的影响进行了更好的
描述。上述影响引发了进一步社会影响，如不平
等、移民和冲突加剧。 

这些技术进步是促进风险理解的有力工具。然
而，身处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任何模
型能够对根本无法预测的未来进行准确预测。科
学可以协助确定积极的途径、对可能的方案进行
测试，并找出薄弱点。但它无法透过复杂世界的
无限变量进行预测。因此，GAR2022 着重强调用
示例说明如何将人类知识与全球模型相结合，更
有效地应用数据，为更好地围绕风险做出决策提
供支持。肯尼亚当地的粮食安全项目正在利用最
先进技术获取的气候信息，与当地合作伙伴探讨
可能的具有恢复力的农业方案。越南的创新者和
政府正在共同努力，采用“深度示范方法”，共同
设计绿色循环经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系统性风
险。GAR2022 中的示例强调了利用技术、提高参
与度、加强运用当地和本土知识的方案，为在当
今复杂的世界中建设恢复力构建必要的敏捷、灵
活的体系。 

为加快降低重大风险并建设恢复力，GAR2022 
呼吁决策者：

1.	 考虑价值衡量方式。 

2.	 设计体系，考虑人类思维如何进行风险	
决策。

3.	 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以实现跨领域工
作，与受风险影响的人群协商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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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人类活动正在创造更大、更危险的风险，并将地
球推向生存和生态系统的极限。降低风险需要成
为加快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行
动的核心。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全球每
年的灾害数量可能会从 2015 年的约 400 起增加
到 2030 年的每年 560 起——预计在整个《仙台
框架》的规划周期内将增加 40%（图 S.1）。干
旱的同比变化较大，但目前趋势表明，2000 年至 
2030 年，干旱事件数量的增长可能超过 30%（从 
2001–2010 年的平均每年 16 起干旱事件增加到 
2030 年的每年 21 起）（图 S.2）。极端温度事件

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2001 年
至 2030 年间将几乎增加两倍（图 S.3）。灾害对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具有负面影响。

这些趋势线没有考虑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些
影响正在增加灾害事件的发生速度和严重程度），
也没有考虑当前选择意味着到 21 世纪 30 年代初，
全球升温将超过《巴黎协定》中提出的平均最高目
标 1.5°C 这一事实 (IPC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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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间，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增
加了一倍以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平均约 700 
亿美元增长至 21 世纪 10 年代的 1700 多亿美元，
增加了约 145%（图 S.4）。然而，灾害的影响远
不止经济损失那么简单；它们还从根本上动摇了
社会和生态系统。 

当前，政策和个人行动能够扭转这一趋势，但前
提是更好地理解系统性风险并加快采取降低风险
的行动。风险是致灾因子事件与脆弱性和暴露度
综合作用下的函数这一基本关系式尚未改变。然
而，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在互连的数字和实
体基础设施、全球一体化供应链以及城市化和人
口流动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系统
性风险。网络容易受到故障、病毒感染和包括来
自恶意第三方在内的攻击。 

例如，追求更高效的粮食体系使人们更多地依靠贸
易来填补生产缺口或消化过剩的供给。人类选择
导致农业体系运营利润降低或缺乏对意外结果的缓
冲，最终导致其恢复力降低。当致灾因子事件出现
并超出缓冲限度时，就会转变为灾害事件。随后，
灾害可能产生级联效应，如导致当地冲突升级、加
速生态系统过度开发或造成国际贸易中断。这些影
响会远远超出对粮食体系的影响，并可能对社会、
经济和生物物理等体系产生广泛影响。

我们无法完全消除系统性风险，但可以更有效地
减少和应对这些风险。应对系统性风险需要以现
有的风险降低知识为基础，同时还需要针对系统
性风险特征（如其级联效应以及其固有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开发更加强大的应对方法。索马里
粮食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示意图对粮食体系遭到破
坏和产生的级联效应进行了概述（图 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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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涉及的领域都因灾害而付出
了代价。随着全球城市化发展，人口稠密地区的
风险正在增加，许多地区的设计无法承受目前的
致灾因子暴露水平，更不用说承受气候变化导致
的预期风险。 

灾害的间接影响也可能对结构性或社会不平等的
其他方面产生广泛的级联效应。例如，研究表
明，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往往在灾害发生
后有所增加。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故意杀
人的情况。图 S.6 显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如何
记录受灾影响人数与遭受故意杀害的妇女人数增
加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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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预见/
意想不到的后果

反馈环

级联事件

生物物理体系

技术体系社会体系

金融体系

遥相关 

临界点

（气候）模型
不确定性

缺乏数据

忽视的联系

对传统自然资本
管理体系的压力

腐败

脆弱的机构

缺乏资源管理

土壤退化

生产率低下

粮食价格上涨

出口主导的
市场力量

青年失业

饥荒

复杂
性/
不确
定性

系统
特点

干旱和洪水
频率增加

图 S.5. 索马里粮食安全的复杂性及其固有的系统性特征

来源：改编自 Thalheimer et 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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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Shutterstock/Fre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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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6. 2015–2021 年灾害对故意杀害妇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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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灾害风险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在高风险
国家，与非贫困家庭相比，贫困家庭遭受灾害的
比例更高（GAR2022，第 2 章）。根据 INFORM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大多数灾害风险较高的国家
同时也是拥有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较
高的国家：在灾害风险最高的 20 个国家中，有 18 
个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全国平均贫困率为 34%
（图 S.7）。相比之下，风险最低国家的贫困率仅
为 0.5%（欧盟委员会，2021）。 

风险持续增长并非不可避免。防范系统性风险的
最佳方法是转变体系，使其更具恢复力。全球治
理和融资体系没有跟上这一新的紧迫任务。例
如，图 S.8 显示，以恢复力为导向的金融在官方发
展援助 (ODA) 中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恢复力投
资甚至无法作为多数公共或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
上的投资进行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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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7. 2021 年 INFORM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水平最高的国家及其国内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

来源：UNDRR 基于 INFORM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欧盟委员会，2021）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
（联合国经社部，2021）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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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8. 与灾害相关的融资占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 

2010–2019 年官
方发展援助总额
1.17 万亿美元

灾害融资 
1330 亿美元

防灾备灾
55 亿美元

4.1%

5.8%

重建、救济和恢复
77 亿美元

应急响应

1198 亿美元

90.1%

来源：UNDRR 基于经合组织统计 (OECD, 2021)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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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降低风险的行动呼吁

GAR2022 中提出的观点旨在激发地方、国家和国
际层面采取行动，进行创新，为发展和地球的未
来提供保障。本报告呼吁采取以下行动：(a) 考虑
价值衡量方式，(b) 设计体系，考虑人类思维如何
进行风险决策，并 (c) 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以
实现跨领域工作，与受风险影响的人群协商进行
设计。 

考虑价值衡量方式
应对系统性风险需要应用反映经济以及地球和社会
健康的指标。系统没有收集到正确数据，不仅会导
致关键资产在决策中受到轻视，也会使治理决策错
失学习改进机会。当前的衡量系统缺乏远见，过于
关注短期效应，而没有考虑级联效应和/或跨界风
险。这些限制阻碍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理解、评
估以及行动。 

例如，大多数国家的财政部缺乏工具来解释未来气
候变化给养老基金投资带来的风险。他们无法对其
经济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资产进行解释。公共部门的
资产负债表尚未针对采矿生产超过 40 年的矿场考虑
其对地下水的破坏、需要 200 多年的时间进行恢复
或由开采导致的物种损失所带来的成本。传统上，
在一个辖区设计水坝只考虑其对同一辖区社区和环
境的风险。目前，此类设计决策以历史和有限的趋
势数据为基础。这导致基础设施迅速“过时”并变得
脆弱，尤其是在面临气候变化影响加速的情况时。 

更好地了解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应对尚未显现的
危机。例如，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很明显，各
国无法衡量灵活、实力雄厚、管理有方的公司的
价值，这些公司可以在危机期间转而生产药品和
消毒剂等必需品。这种只注重短期效益的思维方
式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形式，它掩盖了金融和规
划体系中潜在的可能成本高昂的系统性风险。 

但渐进式行动可以在增进我们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解
方面产生强大的累积影响。例如，大多数国家的基
本数据收集系统尚不能对灾害破坏和损失的程度进
行完整跟踪，更不用说跟踪所有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进展了。然而，这些信息是用于在运营决策
过程中评估系统性风险的下一代模型所需的数据基
础设施的基础。例如，由于无法获得有关作物管理
和基本生产的高分辨率数据，目前无法对全球粮食
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行为进行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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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体系，考虑人类思
维如何进行风险决策
由于已有的方法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风险水平，因
此需要进行创新和调整。GAR2022 探讨了为何更
好地了解人们进行风险决策的方式，有助于提出
改变工作方式的具体建议，从而加快有效降低风

险的行动。认知研究显示了关于灾害的决策如何
经常受到只注重短期效益的思维方式或其他动机
性推理的影响（图 S.9）。经验能够让我们做出明
智的决策；然而，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等新风险
或大型海啸等严重灾害时当然不可能这样做。这
导致人们和机构更倾向于以下两种情况：要么不
注意新风险的潜在后果，要么根据自己最近的灾
害经历，对更熟悉的风险做出过度反应。

无意识

更迅速、省力、
基于启发式的决策

有意识

更缓慢、
努力、

理性的决策

XX

决策点

图 S.9. 启发式与决策

来源：信息图由 © One Earth Future Foundation (2022)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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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生俱来的偏见和心理捷径会使人们的思想缺
乏远见，在围绕风险进行决策时容易产生惰性、过
于简单化或从众的问题。例如，一个常用的心理捷
径是试图通过确定线性因果关系来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 (Kahneman, 2013)。然而，由于系统性风险并
非线性，因此这种过度简单化的趋势并不能在人类
社会应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时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例如，冰岛银行体系缺乏远见的监管致使风险累
积，最终导致了 2007 年的体系崩溃（图 S.10）。
这种方法正在制造新的风险，当人们开始考虑生态
系统健康或疫情风险等“被忽视的”体系时才发现为
时已晚。 

虽然这些偏见是人类认知体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
意味着这些负面结果无法避免。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方法，将这些偏见纳入考虑，并能够完全改变当前
体系，增加恢复力而非风险。 

实证研究表明，解释风险计算的方式会对方法的功
效产生重大影响。实践证实，尽管采用相同的基本
计算，如果决策者得知未来 25 年内发生毁灭性灾害
的可能性超过五分之一，而非每年百分之一，那么
他们更有可能考虑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 (Chaudhry 
et al., 2020; Robinson et al., 2021)。

将这种思想应用于基于风险的保险、短期经济激励
以及法规或标准的设计和执行等工具中，可在加快
降低风险的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自从美国
佛罗里达州于 2001 年升级其建筑规范和风险沟通
策略以来，按照新标准建造的房屋在暴雨季节遭受
的损失平均降低了 53%（GAR2022，第 8 章）。 

有效的风险沟通也是关键。公众掌握信息不足，可
能会做出加剧现有风险并制造新风险的决策，尤其
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以

及新闻传播生态体系的变化速度超过了立法、公益
商业模式以及媒体和数字技术变化的速度。这导致
人们更容易受到虚假和误导性信息的影响，并且更
有可能分享这些信息。这对于人们针对即将影响其
生活和生计的风险做出关键决策非常重要。图 S.11 
指出了促进良好风险沟通的因素（GAR2022，	
第 9 章）。

社会拥有的风险数据规模远超以往任何时代，但我
们仍然很难做到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范围与恰当
的人针对风险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后，当前有关疫苗强制接种和安全性的公
开辩论，包括强有力的阴谋论，都是这一挑战的	
明证。 

未能就风险进行有效沟通——事实上，根本没有沟
通——会助长谣言、侵蚀信任、阻碍解决方案推
行，甚至增加风险。它会导致人们低估或忽视某些
风险，高估其他风险，因而错误分配资源，危害生
命安全。 

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
以实现跨领域工作，与受
风险影响的人群协商进行
设计 
为了协助加强对风险的理解，GAR2022 还研究了
评估新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及其影响的新方法。这些
新方法无法预测出确切的临界点，如股市将在哪
天崩盘、供应链何时停止运作或气温何时将超过 
1.5°C 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目标。此类事件可能由
政治丑闻等无法预测的事件触发，或者取决于诸多
变量。但是，在给定触发事件的前提下，它们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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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10. 2007 年冰岛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注：GDP = 国内生产总值；nGDP =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R = 公共关系。

来源：Arnarson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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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预测整个体系的结果。例如，如果银行 A 在第 
1 天宣布破产，那么银行 B 在第 7 天会因此发生什
么事？它是能够偿还银行 C 的债务，还是会因此变
得缺乏流动性并宣布破产？模型可以告诉观察者在
达到临界点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些工具已广泛应用
于金融领域，因此目前的挑战在于它们是否可用于
减少灾害风险。初步迹象是积极的。 

以下是对复杂体系及其风险敞口进行建模的一种
方法：(a) 将数据集转换为节点和链路的网络信
息，并 (b) 将该数据与有关冲击如何在该特定系统
中传播的知识结合使用，让计算系统性风险成为
可能。一旦体系和风险以可视化方式进行呈现，
我们就能很容易识别系统性薄弱点。以针对英格
兰和威尔士建立完整的电网层次结构模型为例，
该工作包括对医院等依赖该系统的基础设施资产
建模。我们根据对这一网络的分析，识别出了
薄弱点，并将信息应用于协助优先投资防洪体系
（GAR2022，第 10 章）。 

研究人员还在研究级联系统性风险如何对更广泛
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例如，最近的建模工作
强调了圣卢西亚潜在的风暴潮如何对社会和经济
部门产生级联效应。图 S.12 显示的结果揭示了货
运中断如何对聘用超过 25% 劳动力的行业产生级
联效应，并导致重要商品（包括小麦、药品和食
品，以及烹饪燃料和电力）的供应减少。 

加拿大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利用类似网络分析来
协助了解气候变化和天气相关事件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焦虑、个人
和职业身份丧失、药物滥用以及感到无助和恐惧 
(Gachon et al., 2022)。 

这种系统性风险建模只有在用于决策，且制度体
系发展到能逐渐适应不确定性时才有效。二十世
纪的规划体系和制度文化采用固定的时间框架，
力求达到在基本稳定和线性或假设是稳定和线性
的环境中的已知结果。当今世界错综复杂，气候
变化和其他直接人类影响又导致全球生态系统变
得不稳定，这就要求二十一世纪的制度文化必须
变得更加敏捷、灵活。它们需要根据范围更广的
可能结果参数进行响应管理，而不能单单假设需
要实现静态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不用理会科学，科学为趋势、关系和
解决方案提供了重要见解。但这确实意味着要认识
到，系统性全球风险中存在的变量绝对数量之多，
让我们无法确定单一轨迹。规划人员需要对可能的
结果进行综合考虑，以便更灵活地确定何时需要改
变假设，并积极对这些变化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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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BARRIERS
 Public leaders may get more 

support for responding to crises 
than for drawing attention to risk.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within and acros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an require significant 
effort, diplomatic skill and 
high-level leadership.

 Lack of clarity o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isk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perceived legitimacy may 
cause confusion. 

 Private developers may prefer to 
avoid conversations about risk 
levels in new locations (e.g. in 
coastal areas).

 MSMEs may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o 
inform themselves and participate in DRR 
networks 

 Academic experts may fear liability or 
reputational damage for providing “wrong” 
public advice on specific hazards.

 Academic researchers may not have the 
resources needed or time frames necessary 
for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News media may struggle to find a headline 
on DRR unless there is a disaster.

 Few media programme makers have time to 
make sense of complex data and make it 
relevant to ordinary people.

INCENTIVES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communicate about risk proactively 
can get positive political outcomes 
with a de-risking posture, thus 
reassuring constituents and attracting 
investment.

 Chief scientists and advisory 
committees who communicate risk 
effectively to the public can foster 
credibility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Involving community dialogue and 
expert advice early on to inform 
decisions can avoid political rejection 
later.

 Regulatory incentives may include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of 
results of a risk assessment or a 
mitigation plan, as well as for 
developing evacuation plans and 
issuing warnings.

 Insuranc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companies marketing to an informed 
consumer base can tailor products to meet 
user needs, including MSMEs.

 Academics who embrace communication as 
part of their roles may benefit from 
financial or skill-building resources to 
adva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welcoming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governmental entities on real-world 
problems, becoming conduits between the 
technical and policy worlds 

 Within the media and creative sectors, 
creative and engaging programming that 
helps audiences feel informed and 
empowered to act can attract big audiences.

 Disaster risk is ultimately linked to people’s 
everyday lives and therefore can be 
explored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programming and formats (e.g. a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ocus in the 2021 
federal ele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topics 
followed a season of extreme heatwaves 
and wildfires).

当牢固的关系确立时，人们
愿意并能够有效地在风险沟
通方面进行合作。培养这些
关系包括确定彼此的目标和
差异，以建立信任并发展有
效沟通的技能。

“知识经纪人” 可在跨部
门“翻译”和使对话与积
极成果保持一致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例如，科学媒
体中心（英国）和 UNDRR 
加强当地记者能力的工作
均以协调记者、科学家、
灾害风险专家和决策者之
间更好地联系为目标，从
而促进信息流动。

包括科学顾问在内的
政策制定者 在他们之
间以及他们与公众和
科学界之间保持着微
妙的信任平衡。分歧
在所难免，但就多种
情况以及公众的利弊
进行沟通可能会促进
产生富有成效的对话
和解决方案。

清晰的沟通 就不同情况和降
低商业风险的方案进行清晰
沟通可促进私营部门、政府
和 民 间 社 会 之 间 的 关 系 和
合 作 （ 例 如 亚 洲 备 灾 伙 伴
关系）。

面向公众的学术专家 可通
过在 DRR 中工作来扩大
知识领域，但其也有责任
了解自身局限性，避免对
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领域发
表评论。

创新合作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创新合作，以支
持没有政治利益、经济上可
行并服务公益、为全社会关
切和利益发声的媒体内容。

金融合作 在 COVID-19 
造成的经济低迷加剧了
独 立 媒 体 （ 无 论 是 在
线、广播还是印刷）财
务限制的时候，风险沟
通方面的金融合作就愈
加重要。这些合作可能
会减少公益内容。

有效合作 如果个人和机构
接触到有趣的故事、简单的
语言、准备充分且技能娴熟
的受访者以及对 DRR 问题
如何影响受众日常生活的深
入理解，便实现了与媒体和
创意部门的有效合作。了解
这些部门正在努力争取的媒
体职权范围和时间框架（从
几小时到几年不等，取决于
媒体输出的类型）是至关重
要的。

促进因素

图 S.11. 促进良好风险沟通的因素

注：DRR = 减少灾害风险。
来源：McManus and Tennyson (2008); Gluckman (2014); Ink and Thurmaier (2018); ADPC (2019); 
Luminate (2020); Quigley et al.(2020); Gluckman et a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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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12. 关于圣卢西亚港口和货运对气候相关致灾因子的暴露度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具体
目标相互依存影响的分析

来源：Pant et al.(2022) 根据 Adshead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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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
随着人类改变其自然环境并将其变为一个“大世界，小星球”（Rockström 和 Klum，2015）或	
“充盈的世界”（Daly, 2005），人们评估、选择和进行决策的逻辑，换句话说，如何治理，已经随
之改变。此外，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影响现在较少为大自然所消减，并且正变得越来越透明。自然
的反馈周期越来越短，反馈速度越来越快，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会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和	
福祉。

加快行动，实现风险知情的可持续发展既存在可能性，也势在必行。良好的发展无需制造系统性
风险。当投资降低风险时，系统性收益也会在各个系统之间产生级联效应。例如，减少城市黑烟
排放可减少二氧化碳，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并改善健康状况。 

面对全球系统性风险，治理体系必须迅速发展，并认识到经济、环境和平等所面临的挑战已不可
分割。传统的风险治理方法往往以线性或确立已久的因果关系为基础。相比之下，系统性风险治
理需要识别复杂的因果结构、动态演变以及级联效应或综合影响。GAR2022 采用行动呼吁的方
式提出建议。

1.协助考虑价值衡量方式
世界并未步入降低风险的轨道。灾害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都在增加，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GAR2022，第 2 章和第 3 章）。资产负债表忽视了关键变量，尤其低估了气候变化风险、生
态系统成本和降低风险的积极社会效益。广布型风险的实际成本尤其受到低估，且随着海平面上
升等重大气候变化影响的步伐加快，这种低估导致的差距正在扩大。以下是协助我们考虑价值衡
量方式的关键行动：

1.1 改造金融体系以考虑风险的实际成本，特别是长期风险，同时改造投
资和保险体系以激励降低风险
各国政府和金融行业迫切需要改进未来各种气候变化情景下，其对金融资产风险程度的解释方
式。需要扩大项目启动期间进行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估范围，纳入公共部门、主要公司、投资和
养老基金的定期报告。在风险方面缺乏远见意味着风险恢复力投资几乎没有安全的选择。正如绿
色债券有助于加速可再生能源融资，我们需要类似的金融产品来激励并促进能够抵御灾害风险和
气候变化的投资。例如，自 1997 年以来，哥斯达黎加率先使用金融杠杆促进保护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行动，利用碳税收入为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GAR2022，第 8 章）。最近，在 
2020 年，荷兰中央银行成为第一家将生物多样性视为重大金融风险进行跟踪的央行。这一行动
揭示出，荷兰金融机构 36% 的投资组合价值面临与自然有关的风险（GAR2022，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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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整国家财政规划和风险融资以考虑风险和不确定性
需要对公共部门财务“压力测试”的方法进行扩展，从 COVID-19 疫情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对更为
广泛的、可能具有级联效应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测试。国家预算也需要通过发展来纳入风险和不确
定性要素，让财务规划者在适应性规划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同时能够更好地在危机情况下调整资
源。新的灾害影响建模技术显示了圣卢西亚等地的风暴潮如何对整个经济产生级联效应，威胁可
持续发展（GAR2022，第 10 章）。国家和地区灾害及气候风险融资方法通过不同形式的保险和
应急基金将风险分层，也为处理各种水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供了途径（GAR2022 第 2、8 和 
11 章）。 

2.协助设计体系，考虑人类思维如何进行风险决策
为家庭和社区提供减少灾害风险产品及服务的政策制定者和提供商持续低估风险感知（包括认知
偏差）对决策的影响。以下关键行动可协助设计考虑人类思维如何进行风险决策的体系：

2.1 认识到人们的风险认知及偏见在缩小风险降低意图和行动之间差距方
面发挥的作用 
调整保险产品的营销方式可对确保风险恢复力投资产生变革性影响。这包括重新构建风险方法，
例如使用“选择退出”而非“选择加入”洪水保险计划（GAR2022，第 8 章和第 11 章）。改进规范
和标准，并围绕其必要性进行沟通也至关重要。例如，2010 年地震和海啸过后，智利政府通过
向贫困家庭提供资金，根据“半个好房子”理念为他们提供必要房屋设施的建造成本，协助鼓励安
全施工，但也允许业主对房屋进行个性化建设（GAR2022，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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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认识到风险分析作为工具而非万全之策的价值 
从 COVID-19 疫情中总结的教训表明，模型在预测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疾病传播方面的成功率参
差不齐。决策者的态度从过度依赖模型转变为对其功用极度怀疑。建模工具可以协助人们用更
好的方式思考事物，但它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没有 100% 可靠的模型。但是，只要对其进行
解读的人既不抱有模型万能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不完全对其置之不理，那么它们就是必不
可少的工具。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数据分析进行投入，但前提是能够将质量模型和大数据使用
与利用当地知识、社区反馈和专家意见的方法相结合。例如，西非正在谋划可可产业恢复力战
略。生产者、进口商以及来自民间社会和政府的代表利用气候变化模型结合规划大纲，共同制
定该战略（GAR2022，第 11 章）。在芬兰和挪威，土地利用前瞻流程被用于协助调查决策对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采用的方法结合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数字平台、空间数据和一系列
推广工具，让公众参与规划过程（GAR2022，第 4 章）。

3.协助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以实现跨领域
工作，与受风险影响的人群协商进行设计
治理和金融体系还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跨学科方法尚未得到采用。以下关键行动可协
助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以实现跨领域工作，与受风险影响的人群协商进行设计：

3.1 采用跨越多个学科的新“风险语言” 
灾害风险管理参与者与其他部门对风险的看法不同，并且常常在部门孤岛中运作。有必要更多
地关注系统，而非单个致灾因子，跨学科开展工作。这需要更加努力地创建通用术语并提供跨
学科数据开放访问，以进行知识共享、鼓励横向协作并加快学习速度。灾害风险建模人员一直
在学习为衡量上次金融危机期间的级联效应而开发的工具，以及企业风险管理方法。但这种学
习需要在政府和社区之间双向开展，并被纳入规划和预算编制流程（GAR2022，第 11 章）。
在肯尼亚的桑布鲁县，牧民、农民和渔民需要获得极端天气的预报信息，以便做出影响作物、
动物及其自身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决策。通过建立互信的合作弥合在最终用户、气候科学家
和当地媒体之间形成的沟通鸿沟，该合作为将科学数据转化为对当地社区有用的信息开辟了途
径（GAR2022，第 11 章）。在全球层面，诸如 UNDRR 和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发布的灾害定
义及分类综述、由 UNDRR 和世界气象组织（GAR2022，第 1 章）建立的新气候和灾害恢复
卓越中心，以及进行灾害破坏和损失报告更新的类似机构间合作等倡议正在协助提高数据系统
的互操作性和实用性。我们需要对这些工作给予支持，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风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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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风险决策中的参与、透明度和公民对话，以加速学习和进行必
要的调整 
现代技术提供了加速学习的机会，并为在不确定的未来快速获取有效风险管理所必需的信号提供
了机会。但为了根据这些信号采取行动，我们需要与公众进行细致入微的沟通，尤其是与高风险
群体进行更好的沟通。针对高危人群的强化社会保护体系可作为一个优秀工具，用于更好地了解
最易受新出现风险影响的群体，并确保采取有效的预期行动以预防出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例
如，危地马拉的灾后分析表明，意识、社区对话及行为对于在火山喷发后采取有效行动至关重要
（GAR2022，第 4 章）。在新西兰，公民对话能对重要的当地本土知识加以利用，这些知识在
改善生态系统管理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GAR2022，第 6章）。在中国卧龙，森林保护的
参与式治理和跨政府体系是当地支持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适应性转变和系统性风险管理过渡
的关键（GAR2022，第 12 章）。

3.3 加强多尺度风险管理 
在重大危机期间，国家和地方层面可能会出现割裂，就像在 COVID-19 危机期间许多辖区的情况
一样。地方一级行动的自主权至关重要。在情景规划中需要更加重视管理广布型灾害和处理由级
联效应引发的治理问题。例如，2014 年利比里亚埃博拉疫情期间，根据当地知识和反馈对卫生
体系进行调整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GAR2022，第 7 章）。在加拿大，魁北克跨部门洪水网
络提供建模数据，并显著推动成员间联合培训，以促成系统性和跨部门愿景，让大学、各种社会
经济合作伙伴和各学科参与进来（GAR2022，第 10 章）。

GAR2022 概述了围绕这三个领域立即采取行动可如何帮助政府、当地社区和个人更好地对自己
进行定位，以应对动荡、不确定的未来。建设恢复力、加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考虑价值衡量
方式，围绕人们对风险做出决策的方式设计体系，并重新配置治理和金融体系以实现跨领域协
作。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步伐加快，我们了解子孙后代面临的风险。基准已经建立。现在是时候
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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