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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灾后恢复重建是救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恢复重

建管理是自然灾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首先介绍中国自然灾害概况、趋势和灾害管理

的整体架构，在此背景和管理框架下，介绍中国灾后重

建管理的主要内容和重建实施步骤，并以农村居民住房

恢复重建为重点，详细介绍有关组织管理、损失评估、

规划设计、实施过程、资金来源、政策支持等情况。最

后，总结中国在灾后恢复重建方面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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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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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三、灾后恢复重建主要内容Content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四、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过程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五、农村居民住房恢复重建Post-Disaster Recovery in Rural Areas 

六、灾后恢复重建经验Experiences in Disaster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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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isaster Recovery Management in China 



地震

旱灾

雪灾

沙尘暴

地震、洪涝、
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

森林火灾

地震、雪灾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
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
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
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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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害概况Introduction on Disaster

水灾
干旱
地震
台风
滑坡和泥石流
风暴潮
病虫害



1. 每年4亿人次受灾；2.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亿元人民币；3.紧急转移安置人
口1000多万人次；4.倒塌房屋250多万间；5.有6000－8000万人需政府救助。

（二）灾害损失Losses of the Disasters



1.自然灾害风险增加。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多发，干旱、

洪涝、热带风暴、低温、冰雪、高温热浪、病虫害等灾害风险增加，

崩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呈现高发态势。

2.突发性和预测难度增大。自然灾害时空分布、损失程度和影

响深度广度出现新变化，各类灾害的突发性、异常性、难以预见性

日益突出。

3.巨灾风险加大。近年来中国巨灾频现，特别是2008年汶川特

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等巨灾事件的发生，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

4.灾害损失增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经

济附加值增大，基础设施承载负荷加大，灾害事件引发的灾害链式

反应造成更大的影响和破坏性。

（三）灾害趋势Tendency  of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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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自然灾害救灾方针
Principles of Natural Disaster in China

政府主导：指国务院是救灾救灾工作的最高行政领

导机关，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救灾工作。

分级管理：指根据灾害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救灾

工作由不同层级的政府主要负责。

社会互助：指在各级政府开展救灾工作的基础上，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参与救灾。

生产自救：指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互帮互救，以减少损失、发展生产。



（二）中国自然灾害救灾管理体制
Structure of Management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我国现阶段自然灾害管理的基本领导体制是：

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灾害分级管理，部门

分工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注重发挥

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民兵预备役

人员的重要作用，注重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

及志愿者的辅助作用。



（三）中国自然灾害救灾行政管理系统
System of Policy Management of Natural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中央层面的组织方面，在国务院统一领导

下，中央层面上设立有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家

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

办公室等机构，负责抗灾救灾的组织协调工作。

针对特大灾害，成立临时指挥和议事协调机构，

部门协作开展救灾工作。



国家减灾委员会有34个成

员单位，减灾委办公室设在民

政部。在中央层面，国家减灾

委员会为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综合协调机构，负责组织、

领导全国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

协调开展特别重大和重大自然

灾害救助活动。

全国25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部分市、县成了地

方减灾委员会。

成立了国家减灾委专家委

员会，专家委员会目前由38名
委员和62名专家组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宣传部

交通运输部

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法规政策
Legislation and Policy

《突发事件应对法》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

（四）中国自然灾害救灾管理法制规范情况
The Situation of Regulation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of Disaster Relief in China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灾区民房恢复重建管理工作规程》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现场核查评估工作规范》

《灾区农户住房倒塌（损坏）数量抽样核查方法》

《灾害遥感应用 第4部分：灾情评估》

《灾害遥感应用 第5部分：恢复重建评估》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管理工作规程》

《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2.规范标准Standards and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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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Recovery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主要是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居住为主的房屋进

行恢复重建。根据恢复重建阶段，分为临时性住房和永

久性住房。永久性住房是重建的最终目标，临时性住房

是在永久性住房建成前，搭建的活动板房、简易房、借

住房等供过渡性安置，满足群众的短期居住需求。



（二）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
Recovery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

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包含对学校、医院、

科技、文化、体育、社会福利、政府机关等社

会公共服务行业的建筑物、设施、设备及服务

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三）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主要包括交通、通信、

电力、水利、能源等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生命

线工程和基础条件的恢复重建。



（四）产业和生计恢复重建
Rehabilit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livelihood

产业和生计恢复重建包括工业、农业、

商贸、旅游、金融等行业产业的基本条件、

生产能力、服务能力的恢复重建；生计恢复

重建主要以家庭和个体目标，为其提供生活

物质来源和经济收入来源的手段，以维持家

庭和个体的生活和发展。



（五）防灾减灾设施及生态环境恢复重建
Recovery of Eco-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Reduction Facilities

防灾减灾设施重建主要指恢复重建因灾

受损的具有防灾减灾功能的设施，以及新建

预防新生灾害风险的设施和工程。生态环境

恢复重建主要对因灾受损的生态系统、自然

景观进行修复，恢复其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增强环境稳定性，减少

灾害风险。



（六）心理及精神恢复家园重建
Rehabilitation of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心理及精神家园重建主要对因灾害造成

人员的恐惧、抑郁、焦虑等不良影响和心理

创伤进行心理治疗、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

帮助受害者恢复到正常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建立良好社会认知、树立积极价值观念、提

升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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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害损失调查与评估
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 of Natural Disasters 

损失调查与评估是开展恢复重建的基础工

作，主要包括对受灾范围和灾害损失的调查和

评估。

评估方法主要有受灾地区统计、抽样调查

核算、灾区现场核查、遥感监测判读、模型模

拟等方法。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特大泥石流等巨灾，开
展了范围评估，并划分了不同的类别或等级，对房屋、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工业、农业等方面损失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进
行评估。对于重大灾害，主要由主管行业部门开展相关评估。

湖南省风雹灾害评估核查县分布



（二）恢复重建规划
Planning on Recovery 

分为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着眼于当前，兼顾长远，

对重建任务、总体要求、空间布局、时间进

度、政策措施、组织管理、保障条件等进行

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下，按照部门分工负

责的管理体制，根据重建任务，对各类重建

任务进行详细专项规划。



（三）恢复重建项目实施
Implementation of Recovery Programs

项目实施贯穿项目管理、组织协调、资

金筹措、政策落实等整个过程。依据有关法

律和政策要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恢复重

建的组织实施，根据项目规模和性质，由各

级政府负责，相关部门组织协调，由行业部

门、法人单位、个体以单独或联合的方式进

行恢复重建。



（四）重建项目监督管理
Oversight and Management on Recovery Programs

在恢复重建项目的实施中，通过审计、检

查、信息公开等方式，由专门机构、社会公众、

媒体进行监督，对项目的工程质量、实施进度、

资金使用、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跟踪、监理、

通报等，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审计，保

证项目工程按照重建规划和设计，保证在质量、

时间、资金、管理各方面达到要求。



（五）重建项目绩效评估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n Recovery Programs

恢复重建的实施过程中和完成后，对重

建项目绩效评估，实施过程中的绩效评估以

某一阶段重建进展、面临问题、结合重建目

标进行综合评估，以解决问题或调整目标，

促进重建科学有序推进。重建完成后的绩效

评估以项目结果、资金使用、管理水平与重

建规划目标比较，考察重建项目的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评估恢复重建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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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体制
System of Management

一般灾害农村居民住房主要责任在县级，实

行县、乡两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民政部门负

责牵头协调灾区民房恢复重建工作。乡、村两级

确定专人负责重建项目的实施。充分尊重重建户

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农房

重建工作。

巨灾农房重建一般根据重建总体规划，由某

一级政府负总责，指定部门或单位负责重建项目

实施。



（二）统计与评估 Statistics and Assessment

灾害稳定后，立即开展倒损房屋的统计、核查和报告，

建立倒损房屋台账，通过“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

办法，公开、公正地确定重建对象。必要时，上级民政部

门组织专业工作组，对灾区倒房进行抽样评估，进一步确

定倒房重建整体需求。

为此，民政部制定了《因灾倒塌、损坏住房现场核查

评估工作规范》和《灾区农户住房倒塌（损坏）数量抽样

核查方法》。



（三）规划选址
Location and Planning

由建设、国土部门开展重建选址、规划。一般以分散建房为主，

集中建房必须先规划后建设；选址要求避开行蓄洪区、低洼地带、

地质灾害多发地、风灾入口处等易灾地带，必须利于今后防灾减灾；

房型设计要求充分考虑当地住房整体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以经济

适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为主。



（四）组织实施Implementation

对于规划集中建房，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组织、统一验收、统一交付群众使用。

对于统规自建、分散自建房屋，在政府的选址规划

指导下，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以群众自建为主。对困

难群众，政府帮助建设，交付群众使用。



中央补助资金

地方各级资金

群众自筹资金

社会捐赠资金

对口支援资金

银行贷款

农房保险理赔款

民房
重建
资金
主要
筹集
渠道

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身财力，确立中央与地
方救灾资金分担比例，对于大多数省份中央财政资金占
70%，其余部分各地制定省、市、县级分担比例。

（六）资金来源Sources of Funding



国家制订了中央补助资金制订了明确的补助
标准：对一般地区，倒房户户均补助1万元，损房
户户均补助1000元；对高寒寒冷地区，倒房户户
均补助1.4万元，损房户户均补助1400元。

省级及以下各级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和资金
负担比例，给予恢复重建户一定补助。

例如，浙江省用于农房重建的资金主要有：
——中央财政补助农户的住房重建资金1万元/户；
——农房保险理赔资金最高1.8万元/户；
——危房改造资金、扶贫搬迁资金。



（六）政策支持Policy Support

针对恢复重建涉及到有关政策条件、资金需求等问题，政府给

予一定的政策性支持，比如减免土地出让金，土地置换费、贴息贷

款、采伐林木指标支持等有关降低重建成本，支持群众建房的各种

优惠政策。

涉及部门 优惠政策内容

国土资源部门
免收灾民重建控制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划拨。土地管理、宅基地使用、
农业重点开发建设、土地审批等费用。

建设规划设计部门

免收灾民重建用地范围内的规划、设计等有关费用。做好灾后民房建
设设计和施工的技术服务工作，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免费提供设计
图纸。

林业部门 优先解决灾民建房所需自用采伐指标。

税务部门
免征灾民控制用地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
特产税；建筑企业的建筑安装营业税由建筑施工单位或施工工匠缴纳
，不得直接或变相向灾民征收。

金融部门 农行、信用联社优先为灾民建房提供优惠小额扶贫贷款。

工商部门 免收灾民建房建筑管理等费用。

村建部门 免收一切规费。



（七）监督管理Supervision 

首先，建立了民政、财政、纪检

、监察、审计等部门参加的救灾款物

监管机制，强化救灾款物监管各项措

施。

其次，定期督查。定期赴灾区开

展监督检查，采取实地查看、入户调

查、阅读原始台帐等方式，检查救助

政策落实情况，指导各地做好救助对

象确认和救灾款物发放等工作。

另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媒体

监督，对救灾款物、救灾捐赠款物的

接收、分配和使用情况，及时通过新

闻媒体公布，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一、自然灾害概况及趋势 Introduction 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Tendency  

二、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架构Framework of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三、灾后恢复重建主要内容Content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四、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过程Proces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五、农村居民住房恢复重建Post-Disaster Recovery in Rural Areas 

六、灾后恢复重建经验Experiences in Disaster Recovery

中国的灾后恢复重建管理
Post-Disaster Recovery Management in China 



1.坚持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

2.坚持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3.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群众意愿；

4.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

5.注重体现当地文化、风俗特点；

6.注重灾害风险防范与生态环境保护。



谢 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