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国灾险普办发〔２０２０〕５号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度安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现将«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进度安排»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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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一、组建

国务院领

导小组和

各级普查

机构 

1 
组建部门间协调工作组，跨部门的

多行业技术组。 
2019.05 

2 
组建国家层面普查领导小组和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0.05-06 

3 
组织召开国务院普查领导小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 
2020.06-07 

4 
召开全国普查工作会议，部署全国

普查工作。 
2020.10-11 

5 
地方各级成立普查领导小组和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0.06-09 

6 各省召开普查工作会议。 
2020.12- 

2021.02 

二、编制

印发总体

方案 

7 

编制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总体方案，明确普查主要内

容、部门职责、中央和地方职责和

实施计划等。 

2019.06-12 

8 

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全国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国

减办发〔2019〕17 号），各地结合

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普查准备

工作。 

2019.12- 

2020.05 

9 
修订并印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总体方案》。 
20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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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三、编制

印发实施

方案 

10 

编制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普查任

务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明确各

行业、各地区普查任务量。 

2019.06-12 

11 
征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实施方案意见和建议。 
2020.01-03 

12 
集中修改方案，印发《第一次全国

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试点版）。 
2020.03-08 

13 
根据试点情况，修订并印发《第一

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

方案》（正式版）。 
2020.11-12 

14 各省份编制实施方案。 2020.06-12 

四、编制

技术规范

和培训教

材 

15 确定需制修订的技术规范名录。 2019.09-12 

16 
编制第 1 批技术规范，下发试点“大
会战”地区试用，并征求地方意见。 

2020.01-05 

17 
根据试点“大会战”情况，修改完善

第 1 批普查技术规范，印发全国试

点地区。 
2020.06-07 

18 
编制第 2 批技术规范，征求地方意

见，并印发地方试用。 
2020.06-10 

19 
根据试点情况完善技术规范，印发

地方。 
2020.11-12 

20 编制第 1 批培训教材，印发地方试用。 2020.05-08 

21 
编制第 2 批培训教材，印发地方试

用。 
2020.09-11 

22 修改完善并出版培训教材。 
2020.11-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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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五、软件

系统开发

与运行保

障 

23 
建设部署普查调查软件系统（试点

版）。 
2020.04-09 

24 
完成普查调度管理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和数据质检与核查系统、数据

平台相关软件系统的建设部署。 

2020.07- 

2021.03 

25 
完成普查评估与区划系统、制图系

统、集成可视化服务系统的建设部

署。 

2020.07- 

2021.06 

26 普查软件系统的运行保障。 2020.07- 

六、普查

宣传 

27 
组织国家层面宣传活动，开发宣传

产品，建设普查网站。 
2020.05-10 

28 
宣传活动成果、产品推广和投放，

指导地方开展普查宣传动员和具

体活动。 

2020.11- 

2021.06 

29 
通过多种手段对普查阶段性和总

结性成果进行宣传。 

2020.09- 

2022.12 

七、普查

试 点 “ 大

会战” 

30 
印发试点“大会战”通知，明确试点任

务和部门职责分工，开展准备工作。 
2020.01-04 

31 
组织开展试点“大会战”培训，完成

试点“大会战”现场调查任务。 
2020.04-07 

32 
汇交各行业调查成果，形成综合性

调查成果。 
2020.06-08 

33 
开展各行业分析与评估，形成行业

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0.07-09 

34 
汇交各行业评估与区划成果，开展

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形成综合性

成果。 
2020.08-09 

35 完成试点“大会战”总结。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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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八、普查

全国试点 

36 
印发全国试点工作通知，明确各部

门、各省份和86个市县的工作任务，

下拨经费和绩效考核目标要求。 
2020.06-08 

37 分行业组织开展全国试点培训。 2020.07-09 

38 
组织并完成各试点市县的现场调

查任务。 
2020.07-10 

39 
省级汇交各行业调查成果，形成省

级综合性调查成果。 
2020.09-10 

40 
省级开展分析与评估，形成各省份

试点市县气象、林草等行业评估与

区划成果。 
2020.10-11 

41 
开展国家层面专项试点工作，形成

重点县综合评估等专项试点成果。 
2020.07-11 

42 完成全国试点总结。 2020.11-12 

九、全面

调查工作 

43 组织完成各级培训工作。 
2020.11- 

2021.03 

44 
各省份完成调查主体工作，汇交并

形成省级综合性调查成果。 
2021.01-09 

45 

国家相关行业部门完成调查主体

工作；完成省级各行业调查数据和

成果汇总，形成国家级分行业成

果。 

2021.01-10 

46 
汇交并形成国家级综合性调查成

果。 
2021.10-12 

十、评估与

区划工作 
47 

省级各行业完成省、市、县三级单

灾种、单要素评估与区划工作，形

成省级单灾种、单要素评估与区划

成果。 

2021.09- 

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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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48 
省级完成省、市、县三级综合隐患

评估、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

形成省级综合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2.02-06 

49 
国家各部门完成单灾种、单要素评

估工作，形成国家级单灾种、单要

素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2.01-06 

50 
完成国家级综合隐患评估、综合风

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形成全国综合

评估与区划成果。 
2022.03-09 

十一、工

作总结和

成果应用 

51 各省普查工作总结。 2022.05-08 

52 国家普查工作总结。 2022.06-12 

53 普查相关成果发布。 
2022.12- 

2023.06 

54 成果应用。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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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
管理局,中国地震局.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印发

承办单位:监测减灾司 经办人:胡海洋 电话:８３９３３８７７ 共印１５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