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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  要 

本次系出席由雲南財經大學主辦的“2018年中國災害風險管理年會”在昆

明舉行。本次年會主題是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大力提高自然災

害防治能力，提升學校應對重大自然災害能力。 

一直以來，雲南易受地震、氣候災害影響，是故如何提升防治能力是依嚴

肅的課題，特別是提升學校應對重大自然災害之韌性，減少孩子傷亡率，已成

為社會共識，實施教育領域全量風險管理的工作迫在眉睫。本次會議特邀60餘

所高校及160餘名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國

防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中央黨校等全國一流科學家與學者，共商建立高效科

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自然災害防治能力，促進學校應急處置能力。 

中國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組組長閃淳昌認為，強化包括學校在內的各部門

應急處置能力是首要之務；中國人保財險雲南省公司副總經理王學東檢視保險

發展模式，協助雲南校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的建設。雲南省防災減災智庫首席

專家錢振偉教授、復旦大學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許閑等多位專家就如

何防範災害等做了報告。會上，南開大學災害風險管理與巨災保險研究中心、

雲南財經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以及復旦大學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啟

動戰略聯盟。 

此外，來自西南財經大學、雲南財經大學的多位研究生與博士生緊扣論壇

主題進行了彙報。他們立足雲南當地實情，圍繞中國巨災現狀與風險管理技術

的演進，以及風險預測建模技術的發展，展現了高層次、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與

技術發表與實際運用，期望有效協助整體災害預防、救助體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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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內容 

一、 會議摘要 

本次會議特邀 60餘所高校及 160餘名來自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

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國防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中央黨校等全國一流科

學家與學者，共商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自然災害防治

能力，促進學校應急處置能力。本次會議分為上午的論壇簡報及下午分開

2會場舉行的研究專題報告。 

二、 舉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 : 雲南財經大學 

(二) 承辦單位 : 雲南財經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中心/金融學院 

   雲南省防災減災智庫(省重點智庫) 

   南開大學災害風險管理與巨災保險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 

   雲南省災害防禦協會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險公司雲南省分公司 

   雲南省高校災害風險管理重點實驗室 

(三) 協辦單位 : 雲南邦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江夏學院金融學院 

(四) 支持單位 : 雲南省保險行業協會 

   雲南省保險學會 

   上海金會通用航空股份有險公司 

   香港救世軍 

三、 論壇內容 

(一) 開幕致詞及報告 

1、 雲南財經大學致歡迎詞 

2、 教育廳領導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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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因航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雲南監管局籌備組領導致詞 

4、 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組組長、國務院參事閃淳昌作報告 

主要講述上海跨年踩踏事件的調查及處分結果，並強調變動及低

估風險為事件發生的主因。 

(二) 論壇簡報 I 

1、 「探索保險發展新模式，佇立雲南校園安全風險防控體系建設」 

主講人:  

王學東副總經理  

中國人保財險雲南省公司副總經理 

內容摘要: 

    主講人先介紹中國人保財產保險在雲南的營運狀況。就校園

的風險管理與保險，主講人表示人類自有活動開始便面臨水火風

等天災風險，開始採取並研究各種風險管理措施。經過幾千年的

進步，風險管理的理論和技術不斷發展創新。依據習近平主席的

2016年的談話，對於防災減災救災必須執行三個轉變，災後救助

向災前預防轉變；應變單一災種，向綜合災種轉變；減少災害損

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民間對天然災害風險意識抬頭，保險作

為一個風險分擔機制，發揮經濟補償功能的需求也逐漸增加。人

保利用保險加科技加服務，提供災前災後服務，可滿足現代化、

創新的保險需求。校園安全工作是全社會安全工作中重要的一

環，直接關係到青少年安全及社會家庭的穩定。人保承保大量的

校房及學生平安保險，透過整合風險管理資源，提供學校風險防

範即時快速穩定的服務，推廣安全管理成果，協助學校建立風險

防範體系，對校園安全、起了極大的作用。 

  在風險評估上，人保有專業的風險防範團隊或外聘專家，根

據個別校園風險因素，出具完整的風險評估報告及風險建議書;在

風險預防上，公司通過宣傳，促進學生、教師風險防範、防災意

識、應對能力的提升；在風險保障上，在教育當局的指導下積極

研究各類型的校園風險，並根據不同的需求逐步完善校園風險的

商品，以實現校園風險保障的完全覆蓋；在風險預防上，保險加

科技加服務的創新思考，社會風險的管理主要是包括在風險的識

別、風險的防範、風險的分散及轉移的問題。商業保險往往專注

於風險的分散與轉移，在防災防損方面仍不足。整體保險業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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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習近平主席的防災減災轉變，將短期應急性的災後處理方式，

透過數據分析，轉變為長期性的預測預防管理。保險中的科技含

量，是依靠保險中的精算專業人才和風險模型，來發揮風險定價

及條款設計的槓桿作用。保險業應積極探索風險防範機制，與科

技公司合作，參與校園智能安防建設，透過 AI提供人員識別，建

立智能風險防範管理機制。 

2、 「雲南省防災減災智庫”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發展模式」 

主講人:  

錢振偉教授  

雲南省防災減災智庫(省重點智庫)首席專家 

內容摘要: 

雲南易受地震影響，地震帶共有 8個。2014年發生 8.3級地震造

成 700多人死亡。1833年發生 8級、而在 1970年亦發生 7.8級地

震。除了地震以外，雲南易遭受氣候災害影響，2010-2012連續 3

年乾旱對農業造成巨大損失。 

雲南省防災減災智庫（省級重點培育智庫）正在與多家保險公

司，包括中國人保財險雲南分公司、中國平安財險雲南分公司、

中國太平洋財險雲南分公司等協商，建設“雲南省煙葉種植保險

科技資訊平臺”，架設多個資料庫，包括氣象災害、土地權、微

波遙感等資料庫，為農業氣象指數保險能精準承保理賠、費率區

域化等面向奠基，實為“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發展模式最好典

範。 

(三) 戰略聯盟啟動儀式 

聯盟成員: 

南開大學災害風險管理與巨災保險研究中心 

雲南財經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中心 

復旦大學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 

儀式參與人員: 

雲南財經大學領導、熊德平首席教授、劉瑋教授、許閑教授及錢振偉

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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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壇簡報 II 

1、 「中小學校園風險與有效管理」 

主講人:  

許閑副教授  

復旦大學保險與社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摘要: 

涉校風險不僅僅包含學校內部，尚包含與學校有關的校外活動，

如學生上下學路中、校外參訪期間的風險，但完全歸屬於校方的

責任界定是有一定的難度。對於學校來說造成的不只是經濟上的

賠償，還有聲譽上的損失。所以校方如為息事寧人或顧及社會輿

論觀感，在責任界定上可能被要求擴大而處於弱勢。 

2015年協助上海市政府執行中小學校園風險 Pool，從學平險、學

責險拓展到校園綜合保險的前期工作研究中，針對 1578所公私立

學校(公立佔樣本的 9成)的校長或負責安全人員實名發放問卷(有

效回收約 761所學校)的調研結果顯示，最主要的涉校風險為體育

課風險、校外活動風險及校園設施風險，其他風險還包括食品安

全風險、學生財產安全風險、校內人員風險、校車風險、校園火

災風險等共 8類。這些風險的管理需加強教育學校對可能發生風

險作界定與了解，積極作事前預防並利用保險作適當的風險轉

移。 

2、 「從財務和財政科學視角重新認知災害與保險」 

主講人:  

魏鋼副主任  

南開大學災害風險管理與巨災保險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瑞士再保險股份有險公司北京分公司副總經理 

內容摘要: 

主講人用財務的角度來檢視保險及巨災。在巨災發生時個體、企

業與政府是透過一個責任關係串聯起來，此關係包括責任、財

務、救援關係等。責任關係包括顯性及隱性責任，風險主要集中

在隱性或有責任。中央及地方政府面對因災隱性或有財務責任，

是由依據當年支出的 1~3%計提準備金。截至 2017年底總資金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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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2000億，相當不足，以汶川地震為例，中央是透過挪用預

算支應，所以可謂一方受難，八方”受災”，排擠了其他預算的

效益。 

一般處理災害所致表外隱形負債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透過保

險，另一種是透過借貸，但借貸會增加政府財政壓力，以及增加

未來借貸成本，對公司而言則會大大影響流動性與清償能力。透

過保險可有效平衡災害對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以往認知保險支出

是風險發生的成本，所以一般民眾的認知希望賠付金額是否可超

過保費為衡量點不同，但其實保險是反應風險存在的成本。保險

公司利用大數法則，可以用經濟的費用承擔大量的或有隱性負

債。一般看待保險另一個問題是有錢就多保，沒錢就少保，但其

實更因為沒錢，所以要投保，來處理鉅額、超過負擔的損失。 

3、 「中國航空救援實踐、經驗與展望」 

主講人:  

范大鈞 副董事長 

上海金會通用航空公司副董事長 

中國醫學救援協會應急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內容摘要: 

近年因法規的變更，航空救援業蓬勃發展。協辦廠商介紹近年空

中醫療救援服務的業務發展經驗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 

(五) 專題簡報 

1、 「韌性城市建設的安全產業新探索」 

主講人:  

余廉 教授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中心教授 

內容摘要: 

主講人述明韌性城市要有三種能力:吸收能力、適應能力及回復能

力。有的學者認為需要再增加一個抵抗能力。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是地下空間，如下水道系統解決汙水問題、滯洪池解決淹水問

題，乃至於最近的馬斯克建構的超級隧道解決交通阻塞問題。所

以地下發展是現代城市發展，以及防災減災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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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發展對於中國現代城市的推展有重要的作用，最常見的地下

鐵路中國發展時間尚不長，僅約 50年左右，但所推廣的里程是很

可觀的。但是地下開發需要面對更多的風險，而且與地上開發所

面臨的風險不確定性更高。而且在高度開發、管線密集的現代城

市施工所面臨的工程不確定性亦更高。而且高密度的開發在發生

災難時，將面對巨大的經濟損失。所以現代地下開發講究導入功

能多樣性、替換性、及運用防災減災科技，在遇到災害時能有回

復性，以達到整體的韌性設計。 

2、 「社區室內火災仿真與風險評估」 

主講人:  

李紅旮 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遙感所 

內容摘要: 

主講人說明高度發展城市的建築面臨的一個主要風險是火災，所

以如何管理、評估及預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目前對於室外地圖

已發展成形，有相當多的資源可取得，但對於室內空間相對複

雜，並未有一個完整的規模發展，目前如 Google亦在持續開發室

內地圖。 

研究團隊分別選定了辦公大廈及一般住宅社區，利用 GIS建構室

內平面地圖模型，並利用火災監控輸出數據庫及實際危險數據庫

來研究火災發生時的損害情況，並透過研究可提供火災風險管

理、趨避的建議，包括建築方向、消防設施、走道、巡邏等的建

議。但是平面地圖有使用上的侷限，例如複合性的建築(樓下為道

路、樓上為使用空間的特殊建築)，只用平面地圖建模會產生邏輯

衝突，無法滿足分析需求。所以有必要發展 3維地圖。所以研究

團隊需要結合室內及室外地圖來建構 3維地圖後進行研究。上述

的建模屬於靜態的數據，要更貼近現實需要動態數據，包括車

輛、特殊人員的配置的數據。 

另外更應用定位系統，室內定位尚屬於研究皆對，主要使用手機

定位，訊號相對較不精確。現在另有利用 Wifi、藍芽信號定位技

術，利用接收強度資訊來定位，精確度可達五米。 

在火災的模擬主要建構了火災模型、疏散模型、燃燒力模型及疏

散力模型。火災模型是利用火災物理特性參數，如溫度、速度、

壓力、濃度等物理特性進行室內外火場模擬。主要是指導消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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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工作，消防疏散及消防設計；疏散模型，主要研究人員疏散及

最佳疏散路徑，此模型會使用火場溫度及風速的物理特性，模擬

火災發生後火焰的及煙氣的分布且考量室內外、樓層及材質的影

響，並可動態展示火災發生後 20分鐘內火跟煙的進展過程；燃燒

力模型主要是針對不同建物材質對火的燃燒反應做模擬；疏散力

模型主要建構不同年齡層、性別在疏散的運動力做模擬。 

此模型可以應用在災前評估，包括建築耐火能力、防災設備、救

援措施、火源控制等；災中實際情況模擬演練評估，包括鄰近消

防救護設施，電氣切斷措施及救援調度時間模擬；而在災後評估

可以做為評估損失及重置價格情況及人員傷亡情況，人大約在 45

度待超過 60分鐘便會產生內在器官衰竭，而建築物尤其是大約在

800度燃燒水泥開始風化，鋼筋軟化。 

3、 「活動斷層探測的目的及意義」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Active Fault Detection 

主講人:  

李西 

雲南省防災研究所 

內容摘要: 

主講人說明地震主要來自於斷層運動，以及介紹斷層的定義、結

構及運動方式，並展示斷層活動造成的地表位錯及滑移的實例以

及目前活動斷層實際探勘研究結果。 

活動斷層的定義依地區有所不同，但因造成災害損害巨大，一個 7

度的地震可以造成數公尺的位錯，現行的建築技術仍無法解決位

錯的問題，所以實地探勘相當重要，必須把地下搞清楚，把地上

搞結實，工程設施在斷層附近進行避讓。 

目前中國正針對各城市進行活動斷層探測，探測活動較多集中在

地震好發省分，如四川(汶川地震後)、江蘇(經濟活動主要地

方)，但雲南非為經濟活動主要區域，所以除了雲南外，其他地區

仍有許多未探勘。國際方面，透過一帶一路，針對橫跨越南、泰

國及中國的斷層作實地探勘服務。實地斷層探勘可以清楚界定斷

層位置、是否為活躍、距今活動多久，幫助建設進行退讓及抗震

措施。 

4、 「基於分位數回歸模型的地震巨災風險評估及地震指數保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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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主講人:  

李雲仙 教授 

雲南財經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保險系主任 

內容摘要: 

主講人主要講述地震的不可避免性極難預測性，可透過保險的方

式由財務方面的獲得補償，所以保險應如何定價為報告的重點。

分析地震風險主要先要了解地震災害的主要風險狀況，而主講人

的研究比較多種統計回歸方法的優缺點，並且對地震災害定價進

行研究。 

地震災害與震級的相關性強，但同震級損失的差異相當大。另

外，地震災害的個體相關性強烈，同一區域可能同時受損，所以

無法用一般平衡原理來定價。 

雲南省的地震保險是指數型，當地震級數達到 5級，便會啟動賠

付。指數型的保險與傳統保險相比有許多優點，包括不受歷史資

料影響，不須查勘定損，可節省損失查勘費用，可降低道德風

險，及避開逆選擇的風險等。但指數型保險也有缺點，最主要的

問題在於基差風險，另外，建構模型所使用的資訊的精確/準確度

問題。 

主講者說明地震發生頻率低，幅度高，用傳統回歸模型分析因離

散度高易受 Outlier影響，所以提出以分位數回歸作分析，可排

除受 Outlier過度影響均值。另外一個優點為分位數回歸可不須

假設損失分布。最後，利用分位數回歸可以計算出再顯值，進而

對保險進行定價。 

5、 「Variability of Historical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and Risk Management」 

主講人:  

陳政洪 

中國氣象局氣象幹部培訓學院副研究員、 

中國科技使學會氣象科技史委員會常務副秘書長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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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分析長江流域的災害所造成的因素的改變，除因其特殊地

形及氣候因素，降雨易造成旱澇災害，另外，近年全球氣候變

遷，人口爆炸性成長，排水增加，河湖收縮等皆加劇這些災害的

影響。就風險管理層面而言，氣候因素是一個無法控制的因素，

但人口發展成長因素是可控因素，尤其在大災害後的取得的經驗

可以更好的趨避這樣的風險。 

6、 「我國沿海颱風大豐災害風險的數值評估」 

主講人:  

薛霖 博士 

雲南財經大學巨災風險管理研究中心 

內容摘要: 

颱風是生成於海洋上的熱帶氣旋性渦旋，中國所處地理位置，沿

海岸受到颱風的影響較多，也因人口密度較高，災害對經濟損失

近年逐年攀升。颱風帶來的災害包括有大風及引起的大浪及風暴

潮，另外強降雨帶來的洪澇、及土石流等災害，隊人員、建築、

農業皆造成莫大的損害。大風的災害是主講人研究的重點，也是

今天簡報的討論方向。 

颱風的資料分析目前遭到幾個問題，第一，颱風的樣本數量有

限，颱風平均一年登陸中國約有七到八個，氣象觀測樣本不夠充

足，無法滿足以傳統保險大數定律的定價方式。第二，中國目前

的氣象觀測站主要集中在陸地上，近海及沿岸的測站數量不足，

對模型的建立相對困難。第三，現行可取得的觀測數據的分辨率

十分有限。所以現行朝利用氣象學理透過大氣運動的理論來模擬

分析是發展較為成熟的。 

主講人實際展示了颱風 3維建模的研究，並介紹實際運用在工程

建設(跨海大橋)的風險評估成果。 

7、 「強颱風應急管理: 基於廣東的實踐案例」 

主講人:  

盧文剛 副教授 

暨南大學公共安全教育政校氣偕同創新促進會會長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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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鴿及山竹颱風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天鴿颱風的特點是異常性，

一般颱風登陸強度會減弱，但天鴿卻出現急遽加強的異常現象。

另外，是極端性，不論是風速及雨量都是打破珠海歷史紀錄。 

主講人指出，這次正面登陸的地點傷亡不大，但反而是澳門卻傷

亡慘重。對於每年都會面對的颱風可以說是常災，災害預警、防

護、應變應該已系統化及標準化，這裡可以看出差異。從近年災

害經驗，災前災後應變已經逐漸精細化，包括災害預警後相關人

員撤離，災助資源的移動。但災害尤其是颱風，是不可抗的，是

動態的，路徑是有可能偏離預警，資源的移動需耗時，所以仍然

會有傷亡的產生，所以更強調綜合應急指揮平台功能掌握跨區、

跨部會的調度協調。主講人建議，災害防制納入城市規劃的重要

性，要從過去的災害經驗學習，舉例來說路樹的植栽不應只是好

看，颱風來時應做預防處理相當重要，如截斷過大的樹，此次山

竹颱風兩個人的死亡便是被路樹砸死。另外，除了防災減災、緊

急應變、人員災後教育外，主講人建議應強化巨災保險的推廣。 

參、心得與建議 

本次論壇的討論與報告從校園防災，談到整體災害防制，多個角度分析了

中國災害現狀與風險管理情況，同時建設性地為災害防治提出了具體建議與方

案。臺灣位處地理位置特殊與昆明相似，數多種天災好發地帶，然而中國大陸

幅員廣大，而昆明屬二線城市，其災害防治資源不若一線城市。透過上午以校

園防災為主軸確實能確保國家未來棟樑安全，可瞭解中國大陸產官學界利用有

限資源建立有效防治系統的共識及實際技術應用上的體現。下午更從深度的技

術層面報告災害的本質與災害模擬預防的研究發表，期待未來災害研究能引起

更廣大的關注，投入更多的專業及資源，並期望相關研究有助於未來政府及民

間在減災防災救災的整體系統規劃上提供助益。 

天災議題及風險管理缺口一直是亞洲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透過參與天災研

究的國際性會議有助於我國了解新的分析管理技術，提升我國整體災防系統。 

肆、附件:論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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