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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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海洋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为了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害
后果, 以及能够在共同面对海洋灾害风险中承担起大国责任, 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国内海洋防灾救灾
体系与灾害防御国际合作机制。通过阐述海洋灾害防御的国际合作模式, 分析当前我国参与的国际合
作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对如何完善我国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机制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
洋灾害风险管理体制进行探讨, 以期得到稳定的海洋环境, 更好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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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

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海洋防灾减灾体系是

来, 人口和工业不断向海洋靠拢, 大规模的围填海

为应对海洋灾害而制定的包括灾害防御指导思想、

造陆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越来越依靠稳定的

灾害防御管理体制、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制度等在内

海洋环境, 但气候变化却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前

的规范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所未有的灾难, 我国的极端天气事件在 20 世纪 90 年

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是

代中期以来明显增多, 尤其登陆台风的平均强度明

明晰了这一层逻辑关系, 构建海洋防灾减灾体系的

显增强, 1980—2017 年我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

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一个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 这

趋势, 每年风暴潮、海浪灾害、海冰灾害等自然灾害

个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领域具体为海洋

及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赤潮、海上溢油事故等

命运共同体又在海洋防灾减灾领域进一步具体化的

人为灾害给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

结果, 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以

伤亡 。海洋灾害并非只“青睐”中国, 所有沿海国家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完善海洋防

都深受其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海洋命运共

灾减灾体系有利于更好地丰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

[1]

同体”构想的提出在这样一种无法以一国之力抗衡

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严峻海洋灾害的情况下给了人类应对海洋灾害的信

1.1

心和希望, 也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范式, 因此探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防灾减灾之间的内在逻辑,
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我国海洋防灾减灾工
作, 强化国际合作, 积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同时
构建国内海洋防灾减灾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1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防灾减灾
体系的内在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奋斗》[2]中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相关海洋防灾
减灾内容
自 2013 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习

近平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强调其思想内涵, 充分表
达了中国建立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的愿望与信心, 还
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化。在海洋领域提出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指出“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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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 而是被海洋连结成
[3]

上石油开采与运输的溢油事故层出不穷, 海洋灾害

了命运共同体, 各国人民安危与共” , 因此在海洋

的风险越来越大。海洋的流动性、海洋与大气的交

安全领域势必需要高度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防

互性决定了海洋灾害的全球性、巨大破坏性以及连

灾减灾方面提出建设灾害防御型社会, 坚持以防为

锁反应的不可预知性, 海洋防灾减灾涉及海洋主权

主, 防灾抗灾救灾相结合,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

问题、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海域使用问题、海洋

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

安全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和环境的治理问题, 几乎涵

害风险转变, 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

盖了海洋经济、防灾减灾科学技术、国际政治文化

[4]

防范能力 。习近平也曾在国际会议上多次强调防灾

交流以及沿海各国社会稳定等所有问题, 这就决定

减灾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大力提倡“促进减灾国际合

了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必须要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5]

作、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强

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寻找解决方案, 作为共同

调: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

体中的每一个个体, 各个国家理应共同努力, 积极

题……希望各国为促进减灾国际合作、降低自然灾

构建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 拓宽海洋防灾减灾领域

[6]

在

的国际合作。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海洋灾害给本国造

国际区域合作维度, 肯定了亚洲国家同舟共济应对

成的损失, 保护国家发展成果不被破坏, 甚至缩小

害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7]

海洋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精神 , 倡导金砖国家

海洋灾害带来的连环损害。

作为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 加强协调沟通、共同

1.3

行动, 携手应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8]

。气候变化加剧使海洋与人类都面临着巨大灾难,

并且灾难的频度和强度已经渐渐超出人类的可控范
围。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人类开始反思与海洋
的关系, 在海洋防灾减灾方面只有突破国家界限的
限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命运共同体, 集
合全人类的智慧与力量才能保护孕育生命的海洋、
养育人类的地球和人类自己。

1.2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中的具体化

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有利于更好地
构建两个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只是一个口号, 一些文件,

更应该通过各种路径努力实现这个伟大目标。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理念和所提供
的战略路径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具有了可能
性 [10], 其中提出陆与海协调发展的时代命题更是强
调海洋安全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2019 年
提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更是使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又向前迈出一步, 但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初
步提出旨在推动各国海军深化务实合作、共同维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理

海 洋 和 平 安 宁 [11], 内 涵 相 对 单 薄 , 需 要 不 断 丰 富 ,

论基础, 马克思的“共同体”可以概括地理解为人类

海洋灾害作为威胁海洋安全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形成的一种共同关系模式,

理应成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方面, 而且不

个体只有通过联合形成联合体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

仅要强化各国政府及海军在海洋治理国际合作中的

[9]

解放, 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 共

作用, 更要调动国际政府组织机构、非政府组织机

同体的目的为团结个体的力量, 共同应对生存中的

构、民间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各方力量共同致力

种种风险, 从而使个体得以解放与发展。人类命运共

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共同努力, 建立相

同体在海洋领域具体化为海洋命运共同体, 在海洋

对完善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才能更有能力应对海洋

防灾减灾方面进一步具体化为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

灾害的诸多风险, 才能保护“一带一路”尤其是 21 世

构建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可以化解气候变化加剧带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秀发展成果, 从而更好地构

来的各种海洋灾害风险。海平面加速上升使得河流

建两个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海洋命运共

入海口海水倒灌、土壤盐渍化加重, 滩涂湿地面积的

同体思想除了呼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还向世界宣

缩小降低了调节气候的功效又反作用于海面上热带

示了中国在全球问题的解决中必定会承担起大国责

气旋和温带气旋的剧烈运动从而形成损害最惨重的

任。防灾减灾一直以来深受国际社会重视, 随着全球

风暴潮灾害, 人类围填海造陆、海岸工程的大量排污

应对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日趋紧迫, 国际上要

以及过度侵占沿海湿地导致近海赤潮灾害, 加之海

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对我国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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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我国理应完善海

事资源以及 160 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私营公司、

洋防灾减灾体系以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倡议, 贡

民间社会团体的救灾行动 [14], 可谓意义非凡。另外联

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方案, 肩负起大国责任, 树立

合国召开的世界减灾大会更是为防灾减灾提供了现

大国榜样。我国在海洋防灾减灾做出的动作可以给

实意义的指导思想, 1994 年第一次减少灾害世界会

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经济发展又需要承担保护生

议通过了《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15], 2005 年第二次

态环境责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减少灾害世界会议通过了《兵库宣言》和《2005-2015

也可以使得周边睦邻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搭上我国高

年兵库行动纲领》[16], 2015 年第三次减少灾害世界会

速发展的便车, 这正是一个大国的担当与智慧。

议通过了《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17],

无数事实证明,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化解

以 10~15 a 为一个跨度, 制定阶段内的防灾减灾主要

海洋灾害的风险。美国虽然有先进的海洋观测预报

目标和指导思想。现阶段“仙台框架”提出了大幅降低

技术、完善的应急预防响应机制以及系统的海洋灾

全球灾害死亡率、大幅减少受灾害影响民众人数、

害法律体系, 但在卡特里娜飓风到来时, 贫富地区

减少经济损失等７项具有时代特点的明确目标 [18] 。

防灾救灾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灾后社会动荡、烧杀

在具体的海洋灾害领域, 也逐步建立起全球性国际

抢掠、几十万儿童无家可归。日本在多灾多难的国

合作框架, 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国际协调组织

土上孕育出了极为完善的海洋灾害防御制度体系,

(ICG/TTSU)建立的全新全球海啸预警机制框架 [19],

在防 灾减灾工作 中以预防见 长 , 但是 “东日本大地

台风委员会(TC)提供的台风命名制度, 都为海洋防

震”引发的海底地震和海啸造成核电站泄漏等二次

灾减灾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灾害影响范围广, 后果未可知。海洋灾害频发的印度

2.2

尼西亚以及东盟诸多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救援技术落后, 严重影响救灾效率, 2004 年的印度洋
海啸夺走了近 30 万人的生命。因此只有突破民族国
家的边界, 达成精诚合作, 共同努力预防海洋灾害,
才有希望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 减少海洋

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区域合作现状
欧洲、亚洲以及美洲地区都是海洋灾害较为严

重的地区, 基于共同利益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
海洋灾害防御的国际区域合作日益频繁并且逐渐形
成体系。
欧洲区域重视民防救助的合作, 欧盟委员会制

灾害给各国带来的损失。

定了《民防—预防警戒状态以应对可能的紧急事件》[20]

2

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现状

以加强欧盟各成员国间的协调, 通过网络动员整个

全球性海洋防灾减灾合作现状

速的反应, 应急信息沟通机制、欧盟人道主义办公室

2.1

欧盟所有成员国的资源和力量, 对突发事件做出迅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多边机构, 联合国拥有一定

用于支持灾害管理应急联动以及向灾害受害者提供

的权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灾害, 并在协调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亚洲区域重视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

救灾工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全球性的

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互助协定》 [21]

防灾减灾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的。

为依托开展务实、高效的灾害防御与救援合作, 亚洲

1987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设立了“国际减少自然灾害

减灾中心与亚洲备灾中心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实现

十年(IDNDR)”

[12]

以及之后开展的全球性“联合国国
[13]

防灾减灾信息共享、联合减灾机制的建成, 以及通

活动, 目的均为提醒各国

过实施项目和工程减少灾害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冲

重视自然灾害, 提高社会对灾害的防御能力, 并将

击, [22]以促进亚洲地区的繁荣与安全。美洲是飓风的

原来对灾害的简单防御变为对风险的综合管理。 联

重灾区, 中美洲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国民生产

合国的减灾合作机制是由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系统

总值的 3.4%[23], 在拉丁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自然

(ISDR)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制定、协调具

灾害死亡人数中, 由于飓风原因死亡的高达 17%[24]。

体的行动计划, 报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ERC)

美洲地区的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区域合作主要为帮助

批准, 联合国相关机构协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在印

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建立应急机制来预防和缓解自

度洋海啸救援中 OCHA 协调了 16 个联合国机构、18

然灾害造成的影响, 中美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帮助下

个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救灾小组、35 个国家的军

建立起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反应体系。美洲国家组织

际减灾战略(UNI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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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成员国估计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和减灾效果;

舶运输的快速发展, 我国积极主导海洋灾害防御国

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通过信息交流形成统

际合作, 与邻国成为了海洋灾害防御实践的国际合

一的分析方法, 建立地区性减灾策略, 发展地区减

作伙伴。形成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机制, 减

灾合作; 泛美卫生组织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实践中

少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 以保护我国的发展成果,

向公众及专家发布重要的卫生信息, 并向受灾国家

同时承担起我国的国际社会责任。前文所列举的典

提供技术合作, 减轻了灾害带来的脆弱性

[25]

; 中美

防灾合作中心、加勒比沿海国家灾害紧急救援处、

型实践均为我国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制度的构建
提供了实践基础, 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及安第斯山的防灾年

第一, 尚未建立完备的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

会同样在美洲海洋防灾减灾领域国际区域合作中发

体制。印度洋海啸发生后, 由于受灾各国缺乏危机管

挥了积极作用。

理合作、联合预警机制以及开展灾害救援国际合作

2.3

的意愿和能力, 海啸灾害不断蔓延, 相继袭击多个

我国参与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现状
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海洋防灾减灾国

际合作,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减灾战
略、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署、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世界气象组
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台风委员会、联
合国难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建立了紧密
的合作伙伴关系 [26]。随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提出和建设,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
利益更加密切, 《东盟灾害管理与紧急应对协议》建
立的东盟灾害监测和响应体系(DMRS)可以就地震、
海啸、热带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和其他灾难性事
件进行视觉监测、地理性发现和综合数据分析, 为东
南亚地区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
作用。《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 [27]
也将海洋领域的合作扩展至海洋防灾减灾方面。我
国还发起了诸多海洋灾害防御项目, 有东南亚海洋
环境预报与灾害预警系统、亚洲季风暴发监测及其社
会和生态系统影响、东南亚海洋预报示范系统、西太
平洋海域海洋灾害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南中国海区域
海啸预警和减灾系统等。我国还参与了海洋灾害防御

国家, 在救灾形势如此紧急的状态下, 还有些国家
无视救援、互相指责推诿 [31], 因此救灾迟缓, 造成了
十分巨大的伤亡和损失, 灾后的混乱场面也给地区
极端势力和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 全球性
防灾减灾难以实现, 目前大多数合作停留在“倡议层
面”, 非政府间组织的国际合作发展很不成熟, 合作
也仅停留在观测监测, 早期预警预报和信息、技术传
递领域, 主要集中在灾前阶段, 并没有涉及到抗灾
过程、灾后恢复、抗灾总结这三个阶段。第三, 国际
合作协议框架没有足够强制力。多边、双边国际合
作协议因其软法的性质, 并没有法律强制力, 很难
起到约束作用, 再者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有各自不
尽相同的利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沿海国家
与内陆国家之间均存在利益冲突, 极容易为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囚徒困境, 选择不合作, 从而
个体纷纷背弃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导致共同体的分
崩离析。

3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我国
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完善路径

双边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

无论是政策还是现实都昭示着完善我国海洋防

政府关于预防和消除紧急情况合作协定》 [28]、《关于

灾减灾体系不可忽视国际合作与交流, 共同体成员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尼西亚共和

彼此分享防灾减灾的成功经验成果, 互相学习、共同

,

提高。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 吸收

中国对赤潮灾害的防治借鉴了日本濑户内海的成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其蕴含的中国智慧和

经验, 于 1991 年与日本科学家成立了“中日赤潮研究

大国责任的精神, 不断完善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会”的民间组织,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代号 CBERS)是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灾害风险管理体制, 同相

1988 年由双方共同开发、研制的, 因其卫星技术的优

关国家加强合作, 共同建设海洋灾害防御制度体系。

[29]

国海洋与渔业部海洋领域合作备忘录>的协定书》

势, 已成为我国监测海洋灾害的重要手段

2.4

[30]

。

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的局限性
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深化和海上工程、海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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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多层次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机制
海洋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涉及全球政治、经济、

文化、生态、安全等各个方面, 包括救助、法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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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共享等各方面的合作。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机

次向东南亚、拉丁美洲、南太平洋等地区的国家提

制的完善应该分层次、有步骤、分阶段的进行, 需要

供救灾资金和物资援助, 派出救援队、医疗队支援受

充分考虑海洋灾害的特点、影响, 人类认知及科技水

灾国家, 支持有关国家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国在

平等内容, 与有关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和区域防

瓦努阿图飓风、古巴飓风、巴基斯坦洪灾等数十起

灾减灾机构进一步密切交流与合作, 完善减灾救灾

灾害事件中, 向对方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 [37],

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充分发挥现有国际合作机制

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海洋灾害防御能力, 为全球防

的作用, 将海洋防灾减灾救灾作为联合国、77 国集

灾减灾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方案, 肩负大国责

团、南南合作和亚欧合作对话的重点领域, 努力推动

任, 树立大国榜样。我国在海洋防灾减灾做出的动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协作与交流, 在东

可以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经济发展又需要承担

[32]

。海洋防灾

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提供全

减灾国际合作机制应该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包括协

新选择, 也可以使得周边睦邻友好的发展中国家搭

商谈判机制、监督机制、危机应急机制以及保障措

上我国高速发展的便车, 这正是一个大国的担当与

盟框架下开展减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施等内容

[33]

, 针对海洋灾害事件, 各机制之间应分

工合作, 共同服务于灾害救援与预防这一目标。另外
不仅要加强针对某一特定灾害预防的合作, 而且也
要注重综合防灾减灾合作。在政府间合作的同时, 尽
可能地吸引非政府间组织、专家学者等的加人, 充分
发挥其科学、技术优势, 形成更加开放、更加广泛的
海洋防灾减灾合作局面。在合作过程中, 合作各方具
有共同的、直接的经济、国民生命利益, 各方的相关
政府机构就相互合作进行交流沟通, 形成长效合作
机制。

3.2

智慧。

3.3

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海洋灾害防御的国际合作不应只停留在机制与

技术层面, 更应该深入到意识领域。无论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亦或是海洋灾害防御共同
体均没有足够强制力, 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有各自
不尽相同的利益, 如何使得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的
共同体不破裂？那就需要将海陆统筹、合作共赢的
思想深入到所有共同体成员的意识中。没有一个国
家能在全球环境问题中毫无责任, 任何的不作为既

加强技术、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是对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负责任, 更是对自己

随着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加强, 海洋灾

国家的不负责任,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海洋

害的跨国界影响日益明显, 世界各国应该互相帮助、

灾害防御国际合作的制度是最根本的生存问题, 而

取长补短、互利双赢,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国

生存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

家的救灾行动和减灾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技术、物

尽管不同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发展实力有差异, 甚至

资和人力资源援助, 探索出一条合理可行的减灾国

有价值观的冲突和领土政治上的纠纷, 但是在海洋

际合作之路

[34]

, 以共同应对海洋灾害这一严峻挑战。

灾害防御方面, 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保护对自己而言

虽然我国现已有《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以及各

非常重要的事务。发展差异并不会阻碍各个国家加

项海洋站观测、仪器设备运行和预警报会商等条例,

入海洋灾害防御共同体, 面临着对各自而言都非常

[35]

, 已完成

重要的利益威胁, 各个国家势必会进行海洋灾害防

观测监测、预警预报和防灾减灾有效衔接工作体系

御国际合作。另外, 可以借助法律手段帮助强化人类

的建设, 但是我国海洋生态灾害监测预报监测站点

命运共同体意识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国内法

难以实现大面积、连续的海况观测, 缺乏致灾要素因

律中规定政府代表国家进行海洋灾害防御法律合作

子综合分析, 缺少分辨率稳定的遥感资料、航测数据,

时行为的原则、规则等内容, 但是如果现实中没有国

从而使预报方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精细化预报的

家愿意根据已经制定的国内法进行合作, 那么制定

同时已初步具备全球海洋立体观测能力

[36]

。因此需要向美国、日本等技术

相关法律内容将完全没有意义, 因此, 国内法在规

高端的国家借鉴经验, 同时也鼓励国内科学技术的

定具体的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制度内容时的模式

开发和应用, 探索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灾

设计可以采取原则式的规定方式, 即不对具体缔结

害防御领域的应用。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技术、信息

条约进行细致化规范, 如此就不会发生其他国家必

的共享与交流, 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中国多

须遵守我国法律才能进行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的

精度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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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场面, 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国家就能够共同加
入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共同体。

3.4

[38]

完善我国海洋灾害风险管理体制
为 了 构 建 海洋 命 运 共 同体 与 人 类 命运 共 同 体 ,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建设一个强有力的
国家海洋灾害防御体系, 引领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
作。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 应急管理部与生态环境部
应在利用海洋防灾减灾管理部门提供的准确详细信
息的基础上协调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其他相
关国家部门在风险评估和防控中能起到的功能和作
用, 综合全社会、各学科、各领域的利益诉求, 及时
全面地应对海洋灾害。首先, 完善我国海洋防灾减灾
相关法律制度。将海洋灾害防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
构建从灾前延伸到灾中、灾后全阶段, 我国海洋灾害

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 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因此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我国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建设的指导思想, 不断深入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逐渐完善海洋防灾减灾国际
合作机制, 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建
设, 促进海洋观测预报、灾害救助信息共享等方面的
国际合作, 更重要的是不断推广和强化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 在国内,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灾害
风险管理体制,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风险评估体系与
风险区划制度、海岸建设退缩线制度以及基于生态
系统降低自然灾害风险措施。为加强我国抵御海洋
灾害的综合防治能力, 切实维护国民经济的发展成
果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人类与海洋共生共
存作出不懈努力。

防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尽量覆盖灾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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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 possibility of marine disaster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damage caused by marine disasters and assume the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facing the risk of marine disasters,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a sound domestic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By elabo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des of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which China
participat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of
marin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marine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obtain a stabl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oceans better.
(本文编辑: 刘珊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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