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信息为减轻
灾害风险服务

联合国系统
气候知识一体行动

每年，自然灾害都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削弱或者破坏了发展成果。在
最常报告的十大灾害中，九个直接或间接与天气或气候相关。随着越来越多的
人和资产汇集到高风险地区，人们面对灾害的脆弱性在不断增加。1970年以
来，世界人口已增长了 87%。同期，生活在洪水易发川河流域的人口比例增加
了114%，生活在气旋可及海岸线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加了192%。快速城市化和
特大城市的增长会增加自然灾害风险。预计未来几十年中，气候变化将使与大
多数灾害性天气相关的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增加。
过去五十年中，与水文气象灾害相关的经济损
失有所增加，但人员伤亡却有大幅减少。这要归功于

气候服务对基于科学的风险管理决策、以及早期预警
系统的投资提供支持。

轻灾害风险的政策和工具，包括应急规划和预警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各个层面上采取措施，以期减

统。2005年，各国政府通过了2005-2015兵库行动框

轻与自然危害相关的风险。这些工作面临的障碍之一

架，旨在建设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从灾后响应到

是缺乏国家级历史气候资料，因而难以量化未来地方

积极的减轻风险手段的范式转变均要求气象、水文和

性极端气候的危险特征（如频率、严重程度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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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科学的进步，连同一些高风险国家采取的积极减

因此，减轻灾害风险是开发“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长期行业规划（如土地区划、 基础设施发展、水资源

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提高

管理、农业规划），从而减少经济损失、提高抗灾能

抗灾能力。适当利用气象、水文和气候信息，以此作

力；并制定天气指数保险和风险融资机制，从而转移

为多部门、 多灾种和多层级（从地方到全球）全方位

灾害对财政的影响。

手段的一部分，可以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气候预测的出现有可能增加早期预警的提前量。
减轻风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定量评估。它结

例如，季节性气候展望能够帮助各国政府预测 —并管

合了各种有关危害的信息，含人口或资产（如农业生

理 — 降水过度或不足。传统上, 历史数据已用于危害

产、基础设施和住房等）的暴露度和脆弱性。此方程

模式的分析。但这已不够，因为危险特性在因气候变

的危险侧使用历史数据及前瞻性建模与预测手段，表

化而变化。例如，百年一遇的洪水或干旱可能变成30

述有关环境条件，如热带气旋、降雨、土壤水分和山

年一遇的洪水或干旱，或简言之，愈发严重的事件会

坡稳定性、山区天气模式以及流域水文。这还必须佐

在未来愈发频繁地发生。因此，需要将含有下一小时

以社会经济数据，以量化暴露度和脆弱性（如人员伤

到季度乃至十年时间尺度预报的天气和气候服务告知

亡、 建筑损害、作物减产和供水短缺）。

沿海区域管理部门等长期投资和战略规划部门，供其
在制定新的建筑法规以及改造基础设施，以抵御更加

配备了定量风险信息后，各国可以利用早期预警

频繁和重大危害时参考。

系统制定风险管理战略，从而减少人员伤亡；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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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业已证明，投资气象服务和早期预警系统能够

古巴位于大西洋盆地和加勒比海中生成的大多

帮助减少与气象灾害相关的生命损失。正如政府间

数热带气旋的路径上。在过去的158年中，古巴遭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强调的，应对今日的气候相

受到205个气旋的袭击，每年约1.3个。为了保护公

关风险是未来有能力适应气候相关挑战，包括更强

民的生命安全，该国政府在早期预警系统方面做了

降水和风暴潮、干旱、热浪等的先决条件。

相当大的投资。该系统的关键是有效的气象和水文
观测与通信网络，包括一个覆盖全国的雷达网。系

上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

统还结合了适当的法律基础、机构间合作、各级应

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估计有2300万居民。因位于

急计划、利用各种大众媒体传递信息和警告、以及

长江口和太平洋海岸，它倍受台风、风暴潮、强降

公众教育。结果，通过将气象信息结合到有效的、

雨、雷电、大雾、寒潮和热浪、以及大气污染等诸

与国家政府到地方社区相连的应急准备和响应中，

多气象和水文灾害的影响。

古巴成功地减少了因飓风造成的伤亡。

上海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MHEWS)是多部门

例如， 2008年在20 天的时间里， 古巴遭受到

密切协作的典范，为其他大城市展示了潜在的挑战

三次飓风袭击，其中的“古斯塔夫”和“艾克”均为4级

和机遇。它由紧急事故应变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

风暴。物质损失超过90亿美元。然而，由于采取了

由50多个政府机构组成，涉及已纳入MHEWS平台

高度防备、并疏散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总共仅有

的自然灾害影响、火灾、交通事故、化学或核事

人死亡。

故、公共卫生、 地震和气候信息与天气警报发布等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Cuba

方面的管理。

Cuba’s meteorological radar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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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灾难风险转移和天气指数保险
基于科学的气候服务是开展灾害风险融资和金

是通过向农民提供信贷，将天气指数保险当做管理

融风险转移 (天气指数保险等）的前提条件。相关机

天气相关风险的手段。这项政策所依赖的是降雨指

制正在一些国家试行。例如，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

数，受被保险作物所需降雨量的校正。如果降雨量

基金(CCRIF)已成为区域保险共同体，帮助易受飓

过少或过大，就会启动向参保农民的赔付。

风袭击的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解决灾后短期金融流
动性问题，特别是早期恢复重建阶段的支持。

这两项计划均要依托长期气候记录，即30年以
上的每日气象数据、可靠和定期气象数据的日常收

在埃塞俄比亚，世界粮食计划署与埃塞俄比

集和报告程序；数据的日常质量控制；以开展适当

亚国家气象部门合作，率先推出了旱灾保险试点项

的极端气候及其影响的分析、为合同设计和合同结

目，在天气指数报告显示降水量显著低于历史评价

算开发天气指数。

水平的情况下提供资金。这是对脱离灾难响应周
这类计划的推广将取决于对基本设备的投资，

应。在马拉维，世界银行与马拉维气象部门合作，

如发展中国家的观测和电信网络、国家气象部门的

于2005年6月发起了一个天气保险试点计划，以应

机构及个人能力发展，使之有能力为保护人们的生

对大面积或局地的旱灾或水灾风险。该计划的目标

命和生活而提供基本气候服务。

Dan Osgood/IRI

期、迎接更全面的风险管理的政府思路做出的回

Members of IRI, Oxfam discussing index insurance with local farmers in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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