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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的名称 1 



2018年底 

2018年12月17日 

确保3年时间明显见效 



内
容 

 2018年11月30日，时任省委书记胡和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18年12月3日，时任省长刘国中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019年5月20日，省常务副省长梁桂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省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有关工作。会议确定由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研究起草《陕西省提高自

然灾害防治能力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2019年9月9日，省常务副省长梁桂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提高我省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三

年行动计划。要求各牵头单位继续与国家部委对接，完善《陕西省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代拟稿） 

省级层面 

 2019年4月24日，省应急管理厅向省政府报送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然灾害防治

能力重点工程的实施方案（代拟稿）》。 

 2019年11月13日，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印发《陕西省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三年

行动计划（2020-2022年）》。 



《陕西省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主要任务 

1.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牵头单位：省应急管理厅） 

2.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工程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生态环境厅） 

3.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牵头单位：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地震局）            
4.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牵头单位：省水利厅） 

5.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移民搬迁工程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6.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 
（牵头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7.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和队伍体系建设工程（牵头单位：省应急管理厅）        
8.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 
（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应急管理厅） 

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负责向省政府报告落实情况 



召开会议:2019年4月16日，应急管理部在郑州召

开全国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工作会议，郑国光副

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对9大工程进行安排部署。 

组织业务培训：7月1日，部里第一期培训班 

召开会议：2019年8月21日，应急管理部在北京

召开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启动会，郑国

光副部长讲话并对有关工作具体落实情况进行安排。 

组织业务培训：9月16日，部里第二期培训 

部级层面 



出台普查实施方案： 

 2020年1月，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征求《全国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意见  

部级层面 

出台普查总体方案： 

 2019年12月，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出台《全国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  



2020年5月31日 2020年7月9日 



 普查的名称 1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省（市、县） 
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风险与隐患 

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及其发生的不确定性。 

风险是对客观的可能性进行的主观评价，隐患是客观存在。隐患
可以控制，可以治理，是客观的；风险只能控制，不可消除的，
与主观有很大的关系。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多灾种、灾害链 



 普查的目的 2 

         摸清全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 

         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 

        客观认识全国和各地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 

       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

学决策依据。 



 普查的时间 3 

       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为普查前期准备与试点阶段，建立各级普查工作

机制，落实普查人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培训，开发普查软件系

统，组织开展普查试点工作。 

      2021年至2022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阶段，完成全

国自然灾害风险调查和灾害风险评估，编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

图，汇总普查成果。 



 普查的基本单元 4 

       本次普查按照国家行政区划组织实施。 

       县级行政单元为普查基本单元。 

       杨凌示范区普查数据归咸阳市管辖、韩城市普查数据

归渭南市管辖。 

要处理好高新区、开发区、新区与所属行政区划的关系 



组织实施原则    

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  

 普查的原则 5 

统计原则    

在地统计 

“在地统计”就是按被调查单位坐落地点的行政区划进行统计。 



 普查主要灾种 6 

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 

气象灾害：暴雨、干旱、高温、低温、大风、冰雹、雪灾、雷电等 

水旱灾害：洪水、山洪、干旱 

森林和草原火灾     



一.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二.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三.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四.综合减灾资源调查与评估 

五.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六.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七.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普查的内容 7 



国务院普查 

名称 时间 内容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2018年9-2019年4 
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生产能
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能源消费、研
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
查 

2013年1月-2015年12 人文、自然地理要素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2010年1月-2012年12 
河流湖泊、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经济社会用水、河流
湖泊治理和保护、水土保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2007年4月-2011年12 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2014年7月-2018年6 
查清地名及相关属性信息，对有地无名的有地名作用
的地理实体进行命名，完善各级国家地名和区划数据
库，建立地名普查档案。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2016年10月-2019年12 
普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和来源、污染物产
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一.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 

开展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致

灾调查，形成主要灾种致灾调查数据集，空间分布图、分析评估报告

等成果  

 普查的内容 7 



二.承灾体调查与评估 

  开展承灾体单体信息和区域性特征调查，重点对区域经济社会重 

要统计数据、人口数据，以及房屋、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通信

设施、能源设施、市政设施、水利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

资源和环境等重要承灾体的空间位置信息和灾害属性信息进行调查与

评估。 

 普查的内容 7 



 承灾体 



 自然灾害 



三.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全面调查、整理、汇总 1978 年以来各县级行政区年度自然灾害、

历史自然灾害事件以及 1949 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建立要素完

整、内容翔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 

          年度历史灾害调查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 

           重大灾害事件专项调查 

 普查的内容 7 



三.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 

    全面调查、整理、汇总 1978 年以来各县级行政区年度自然灾害、

历史自然灾害事件以及 1949 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建立要素完

整、内容翔实、数据规范的长时间序列历史灾害数据集。 

          年度历史灾害调查  

           历史一般灾害事件调查 

           重大灾害事件专项调查 

 普查的内容 7 



四.综合减灾资源调查与评估 

       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调查单元，兼顾省级、市级单位，调查

评估政府、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基层、家庭在减灾备灾、应急救援

救助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各种资源或能力的现状水平。 

      政府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企业和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资源（能力）调查 

      基层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家庭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 

      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评估与制图 

 普查的内容 7 



五.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 

       开展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洪水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致灾

孕灾重点隐患调查评估；开展自然灾害次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点隐

患调查评估；开展全省重点隐患要素综合分析和分区分类分级评估。 

     自然灾害次生危化事故（化工园区） 

      自然灾害次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自然灾害次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 

      自然灾害次生核与辐射安全事故 

 普查的内容 7 



六.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编制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森林和草原火

灾不同类型、不同行政级别的风险区划图和防治区划图。 

 普查的内容 7 



七.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基于主要灾害风险调查、评估与区划以及承灾体调查成果，开

展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编制综合风险区划。 

      依据减灾能力评估、风险评估和单灾种防治区划结果特征值，综

合考虑不同致灾因子对不同承灾体影响的预防和治理特色，认识区域

灾害防治分异特征，进行综合防治区域划分，制定全国、省、市、县

级各级行政单元和重点区域的综合防治区划方案。 

 

 普查的内容 7 



 普查部门分工 8 

地震部门——地震灾害调查 

气象部门——气象灾害调查 

水利部门——水旱灾害调查 

林业部门——森林和草原火灾调查 

自然资源——地质灾害调查 

住建部门——房屋建筑、市政设施调查 

交通运输——公路和水路调查 

应急部门——公共服务设施调查、历史灾害调查、综合减灾资源（能力） 

                    调查、重点隐患综合调查与评估、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普查部门分工 8 

应急部门——公共服务设施调查 

学校 教育部门 

医疗卫生机构 卫健部门 

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民政部门 

公共文化场所 文化部门 

旅游景区 旅游部门 

星级饭店 旅游部门 

体育场馆 体育部门 

宗教活动场所 统战部门 

大型超市、百货店和亿元
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商务部门 

基础指标统计表 统计部门 



 省市县分工 9 

省级任务 

市级任务 

县级任务 

编制全省普查实施方案 
组织培训和宣传 
开展省级数据清查和调查 
编制省市县三级风险评估、区划和防治区划 
审核全省普查数据，形成省级普查成果 

制定全市普查实施细则 
组织培训和宣传 
开展市级数据清查和调查 
审核全市普查数据，形成市级普查成果 

制定全县普查实施细则 
组织培训和宣传 
开展县级数据清查和调查 
审核全县普查数据，形成县级普查成果 



 普查系统 10 

支撑普查的”九个部门、十个行业“ 



 普查系统 10 



 普查标准 11 

技术规
范61个 

 地震部门10个（52-61） 

林业部门3个（49-51） 

交通运输部门2个（17、18） 

气象部门9个（40-48） 

生态环境部门4个（10-13） 

水利部门10个（19-28） 

住建门3个（14-16） 

自然资源部门9个（1-9） 

应急部门11个（29-39） 

评估 
规范 ？ 



 保障措施 12 

各市、县、区政府要于10月上句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各市（区）要汇总本级及所属县(市、区)领导小组组长、

副组长以及办公室主任名单，于10月25日前报省应急厅。 

成立普查领导小组 

做好经费保障 
本次普查工作经费由各级财政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级保

障，各级政府要确保经费按时落实到位。 

深入开展普查宣传 
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深入宣传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

要求，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动员镇、村干部和有关企业积

极参与。 

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 本次普查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时间紧迫、质量要求高，要

充分利用专业第三方力量和已有信息资源开展普查工作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