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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从“7·21”北京暴雨到“8·12”天津港火灾爆
炸，从上海外滩踩踏到重庆万州公交坠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功能和规
模的不断扩大，城市运行系统也日益复杂。城市，越来越像一台精密的仪器，任何一个没有拧紧的
螺丝钉，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近几年时有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昭示出城市治理中公共安全
的短板，城市的运行与发展不断经受着各种风险的考验。怎样有效控制城市中的潜在风险？如何
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安全的需求和期望？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为您深度解读。
选自中国经济大讲堂公众号 有删节

电视剧
19：
10 往事云烟
（江苏影视）
19：
30 破冰行动
（央视八套）

“危机四伏”的城市 如何保障安全
“危机四伏”
中催生出公共安全领域
主讲嘉宾
范维澄
公共安全领域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
全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公
共安全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
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主任、住建部城市建设
防灾减灾专家委员会主任。

从 2003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的战略研究和纲要制定开始，就出现
了一个新的国家级的科技领域，名称就是
公共安全。公共安全领域是和农业、信
息、人口与健康、城镇化、现代服务业等等
并列的、十分重要的领域。当时国家一共
规定了十个重点领域，公共安全是第一次
出现。
我们平常谈到的公共安全，它所涉及
的范围主要是四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包括了大家都熟
知的地震、台风、地质灾害、大的森林火

灾、水灾、旱灾等等。2011 年日本“3·11”
地震海啸，这场自然灾害一共造成了两万
七千多人的死亡。不仅如此，后来它引发
了核电站几个主要机组的泄漏，同时也引
起了火灾、
通讯中断、
电力供应中断问题等
等，
所以造成了重大的次生和衍生的灾害。
第二个是事故灾难，包括环境生态的
灾难，
和生产安全的各类事故。2015 年天
津
“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大的那
次爆炸造成了一个直径 97 米的一个大的
坑，
2.7 米深。这个爆炸在地震台站监测网
上监测到，
是一个 2 级多的地震。

第三个是公共卫生事件，像当年的非
典，后来也包括了相应的食品安全、和人
密切相关的动物的疫情，如禽流感等。除
了人员伤亡之外，其实对我们的社会经济
系统，还有对于人民群众的心理来讲，确
实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第四个是社会安全事件，这里面包含
了重大的刑事案件，也包括了反恐、防恐、
经济安全事件等等。2001 年美国的“9·
11”事件，在这场事件中恐怖分子的袭击
一共造成了 2998 人遇难，其中包含 411
名救援人员。

19：32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江苏卫视）
19：
33 我们都要好好的
（北京卫视）

牢记重大灾害事故中那些“血的教训”

精彩观点
从 2003 年 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战略研究和
纲要制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
新的国家级的科技领域，名称
就是公共安全。公共安全领域
是和农业、信息、人口与健康、
城镇化、现代服务业等等并列
的、十分重要的领域。当时国
家一共规定了十个重点领域，
公共安全是第一次出现。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非常
快，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
也日益成为风险比较集中的地
方，
公共安全的重点在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它
内部的灾变可能导致城市的突
发事件。另外，城市还可能受
到外界灾害，譬如说地震、台
风，也包括了外来的恐怖袭击
这样一些影响。这种影响，可
以把这个城市运行系统里面的
问题连锁放大。所以，我们非
常需要保障人、
物、
城市运行系
统的安全。
安全产业的发展，应该是
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
要途径。在国外的学者马斯洛
提出来的需求理论中，最基层
的就是生理的需求，上面就是
安全的需求。

如何从应对灾害事故当中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成长？恩格斯讲过，一个聪明
的民族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
得多。
举几个例子，一个是美国“9·11”事
件的技术调查。首先从技术上要回答这
样一个问题，当一架波音 767 飞机撞到世
贸中心这么高、这么结实的双子楼，为什
么会一个是不到一小时、一个是不到两小
时就分别整体坍塌了？
一架飞机的煤油燃烧所释放的热量，
是不足以让这个楼坍塌的。所以这个楼
的坍塌一定是它内部可燃物的燃烧，它的
热量不断积累的结果。那么，它内部的可
燃物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两个楼，基
本上都是写字楼，从这个楼的剖面来看，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卡座，那么这样的一

个卡座燃烧的整个过程当中，到底会释放
出来多少热量呢？
在美国的国家建筑与火灾实验室，是
在这个全尺寸的燃烧装置里边，把卡座完
整地摆进去，然后进行燃烧，测量它所释
放的热量就会发现，几乎一个卡座所释放
的热量就大于一个兆瓦。所以整个楼燃
烧起来之后，它释放的热量是非常地多，
整个火蔓延的过程，就是一个温度不断升
高的过程。而这样一些热量，就可以使楼
的建筑结构承压的能力下降，导致了整个
楼的垮塌。
后来，他们撰写的研究报告里面，在
8 个大的方面，提出了 30 条关于超高层建
筑火灾防火设计的改进意见。这样一些
改进意见，很多国家把它采纳成各自国家
的防火规范、防火标准，也促进了高层建

筑的进一步发展。
从我们国家来看，举两个例子：一个
是 2008 年，深圳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特别
重大火灾，造成了 44 人死亡。它当时是
使用了自制的道具，向上发射烟花弹，结
果导致顶棚海绵烧起来，烟气有毒，热量
也很大。第二个是 2009 年初，在福州市，
也是一个酒吧，造成了 15 人的死亡，也主
要是这种装修材料引起的。
后来，消防部门提出事故鉴定的报
告，主要都是因为它们大量地铺设了聚氨
酯泡沫，作为吸音材料和保温材料，造成
燃烧起来出现了氰化氢等等非常有毒的
气体。所以相应地就修改了原来的标准
规范，专门就歌舞、娱乐场所易燃可装修
材料还有不燃、难燃装修材料制定了新的
国家标准。

公共安全重点在城市，如何打好“城市保卫战”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非常快，大量的
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也日益成为风险比较
集中的地方，
公共安全的重点在城市。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内部的灾
变可能导致城市的突发事件。另外，城市
还可能受到外界灾害，譬如说地震、台风，
也包括了外来的恐怖袭击这样一些影
响。这种影响，可以把这个城市运行系统
里面的问题连锁放大。所以，我们非常需
要保障人、物、城市运行系统的安全。

人群密集场所的公共安全，其实一
直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我们国家在
上海发生过，在北京密云彩虹桥也发生
过，国际上像沙特，麦加朝圣的时候也发
生过比较大的安全事情，所以这个也确
实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现在提出来要构建智慧、安全、韧性
的城市，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大
家都关注燃气管网的安全问题，因为一
旦燃气泄漏，就会发生火灾爆炸，造成人

员伤亡。
安徽省合肥市就委托科研机构建立
了一套城市燃气管网泄漏快速预警的系
统。这套系统现在做得非常有效，而且
投入了实际的应用，每年平均总有十几
起需要预警的信息，这个系统的确实实
在在地发出了预警。城市燃气管理部门
的应急队伍，也直接到达了预警现场 。
果然发现了问题，如果不及时排除的话，
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和燃气爆炸。

19：
33 七日生
（东方卫视）
19：35 我们的生活充满
阳光（安徽卫视）
19：
34 娘亲舅大
（天津卫视）
19：
34 台湾往事
（江西卫视）
19：
33 都挺好
（山东卫视）
19：
34 猎豺狼
（湖北卫视）
19：32 一 场 遇 见 爱 情
的旅行（浙江卫视）
19：37 凉 生 我 们 可 不
可以不忧伤（四川卫视）
19：
40 平民大英雄
（江苏城市）
19：
57 筑梦情缘
（湖南卫视）

电影
18：
18 奇葩朵朵
（央视六套）
20：
15 我知女人心
（央视六套）

安全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安全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在国外的学者
马斯洛提出来的需求理论中，最基层的就
是生理的需求，上面就是安全的需求。从
安全产业的需求分析来看，
从产值上，
全球
安全产业 2006 年还是在 1380 亿美元，到
了2015年已经达到了3800亿美元。
把安全产业分块，第一个方面就是公
共安全的装备产业。从比较大一些的装
备来看，我们现在有这种轻型高机动系统
的解决方案，就是各种不同规模、不同性
能、大中小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应急救援装
备的系列。这里边也有中型高机动系统
的解决方案，有高机动装备列装这样的一
些装备。
还有譬如说自动消防、灭火技术这样
一些产品。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用锂电

池比较多，锂电池有时候会引起一些火
灾，或者是在汽车的发动机舱里面引起一
些火灾。原来我们比较关注高大空间、高
层建筑、
复杂地下建筑体这样一些火灾，
那
么现在看，其实小微空间的火灾也是一个
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咱们有的企业就
在这方面作出了创新，一方面对它的早期
进行来探测，
然后作出判断和分级报警，
然
后和灭火的系统相衔接，
开展自动灭火。
再有就是智能化的消防产品，现在有
的企业已经率先做了这个可燃气体智能
监测装置。还有一体式消火栓水压监测
仪，原来譬如说在一个系统里面，消火栓
是不是正常工作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要
去检查也非常地困难。现在使用这样一
些装备，它的检测装置就在这个里面，而
且通过移动互联可以发出一些工作状态

的信息，所以我们在监控或者指挥的地
方，就能够确切及时地了解它的一些状
态。
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管理支撑的产
业。因为公共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的
提升，其实是要靠各种各样的新的一些技
术，它所形成的硬件或者软件的这些产
品，包括了安全物联网的监测、各类检测
设备、应急平台装备，这些产业就是支撑
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2009
年国家应急平台体系上线，将公共安全科
技和信息技术相融合，开始了我国应急平
台体系的全面建设。
第三个就是公共安全的服务产业，包
括了像智慧安全城市的规划设计、公共安
全社会化服务、突发灾害体验培训、应急
模拟演练、文化创意传播等等。

22：
29 我童年的天空
（央视六套）

综艺
19：
30 向幸福出发
（央视三套）
21：
10 一站到底
（江苏卫视）
22：
00 缘定今生
（江苏综艺）
节目如有变动，
请以播出为准
扬子晚报记者 朱晓晶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