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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众参与已成为防灾减灾的一种主流也是正在被积极实施的一项举措，但国内有关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不成熟。本文主要从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现状出发，探析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影响
因素，提出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途径，提高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积极性。本文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
分析国内己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行为分析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法，将参与到问卷调查的公众以
年龄、受教育水平、地域差异为划分，着重以以上三个影响因素为主，探析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影响因
素。提出两条加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途径：完善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机制，加强防灾减灾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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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it is also
an initiative being actively implemented.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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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s not matur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puts forward
ways to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literature based on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takes behavior analys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divid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ng i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by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focuses on the above thre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t puts forward
two ways to strengthen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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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对公众环境行为问题多是从经济学分析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从行为分析角度，
对公众防灾减灾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通过对公众环境
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利于改变我国当前防灾减灾中公众参与程度过低的现状。世界防灾减灾事业的
最初推动力量就是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防灾减灾。但是，目前在我国公众对防灾减灾的
参与还处于初级阶段，防灾减灾中公众参与程度过低。通过对“公众防灾减灾问卷调查”进行分析，研
究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对改变环境现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政府一直支持公众参与防灾减灾，
但是关于中国公众参与防灾减灾行为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尚处起步阶段，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以
“公众防灾减灾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为题，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关于人类防灾减灾行为的产生最常见也是被广泛认可的一种解释是态度——行为理论(Ajzen and
Fishbein, 1980; Madden et al.) [1]。人类的行为更多的是依赖于结果(consequence)的出现,而不是信息或是
建议，尤其是环境问题。当孩子们或是国家被建议考虑未来事项时，这种要求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现有的
认识水平，很少有人会依据这些建议改变自己的行为[2]。Bagozzi, Bagozzi, Yi and Baumgartner 等又对其
进行了补充，认为努力(effort)变量是态度与行为之间的调节器。也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将政策变
量引入作为其中一个解释变量，来考察其对行为的影响[3]。David Folz 和 Josepb Hazlett 以公众参与率和
回收利用率为因变量，对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效果作了定量研究，发现“政策”因素较“参与”和其
他因素而言更有效地影响了地方循环项目的结果，其实施成效主要取决于项目的设计者和管理者[4]。
国内学者关于公众参与防灾减灾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实证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少[5]。李爱霞，尹艳
敏发表的《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对防灾减灾的影响》，提及了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对防灾减灾的影响，在这
方面论述了防灾减灾，剖析了当前环境问题产生的因素及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的重要性和增强公众防
DOI: 10.12677/aam.2022.113121

1125

应用数学进展

毛倩

灾减灾意识的对策[6]。强制性的环境管理方式需要进行转变，社会环境形势正在发生转变，社会调节机
制与公众参与相结合是适应现实形势的一种新型环境管理模式。田良则从环境影响评价角度对公众防灾
减灾进行研究[7]。他提出价值判断是影响公众对环境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价值判断与环境价值主
体的利益密切相关。他认为，公众的环境影响评价涉及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两方面，而价值判断经常会
被研究者忽视。公众是最重要的环境价值主体，他们对环境评价时往往考虑最多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科学
判断。
总而言之，由于公众环境行为研究原始数据的获得存在障碍，国内很少有学者能够对其作进一步的
数据处理，进而找寻其间的因果关系。国内已有的公众防灾减灾研究相对稀少，但是研究大都来自沿海
地区、交通枢纽或特殊的工业化地区，没有分析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情况。

3. 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现状分析
3.1. 公众参与城市社区减灾阶梯模型
谢莉·安斯汀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程度按照阶梯划分进行描述，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adder divis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表 1.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程度阶梯划分
市民控制
梯子上段

梯子中段

梯子下段

实际参与

象征性参与

代理权

市民直接管理、规划和批准
市民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

伙伴

市民与市政府分享权力和职责

安抚

设市民委员会，但只有参议的权力，没有决缴的权力

咨询

民意调查、公共聆听

通知

向市民报告既成事实

治疗

不求改善导致市民不满的各种社会与经济因素，而求改变
市民对政府的反应

操纵

邀请活跃的市民代言人作无实权的顾问，或把同路人安排
到市民代表的团体去

不是参与的参与

在城市社区减灾中，将公众参与划为三个等级八个阶梯，即无参与、象征性参与、实权参与，在这
三个等级中对应了公众在城市社区减灾中的参与程度。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基于城市社区减灾的公众
参与的阶梯模型，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adder mod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表 2. 城市社区减灾的公众参与的阶梯模型

梯子上段

梯子中段

梯子下段

实际参与

象征性参与

不是参与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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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控制

社区公众负责社区减灾政策的制定

代理权

社区公众可代政府行使批准权

伙伴

社区公众与社区居委会分享权力和职责

安抚

社区公众有参与社区减灾的机会，但是没有决策权力

咨询

在社区减灾政策制定过程中听取公众意见

通知

向社区公众公布社区减灾政策、预案等

治疗

社区居委会主动寻找参与社区减灾的人选，但并不让其参
与其中将社区工作人员安排为普通居民参与社区减灾

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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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卷设计
在本次研究中，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 300 位公众的防灾减灾现状及防灾减灾意识进行研究，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现状。
公众防灾减灾行为从两个层面进行设计。第一层面是个人防灾减灾习惯，这类防灾减灾行为属于层
次比较低层行为，主要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第二层面是公共防灾减灾行为，这类防灾减灾行为属于
层次比较高的行为，主要是一些社会公共行为。个人防灾减灾习惯是基础性的防灾减灾行为，一定条件
下，可以过渡为比较深层次的公共防灾减灾行为。问卷设计中公共防灾减灾行为调查项目如下关注防灾
减灾事件参加防灾减灾公益参与防灾减灾宣传等。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试图了解防灾减灾公众参与的现状，为了保证调查的数据具有代表意义，在调查
样本的选取时就必须涵盖所有人群，本次调查的对象设定为社区的居民。调查采用概率抽样方法，先用
分层抽样方法将 20 个街道根据区域划分。然后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从三个区域中抽取一个街道作
为抽样样本，再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社区和村庄，在三个社区、村庄分别发放 100 份问卷，
一共发放了 300 份问卷。发放 300 份，回收 292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 267 份。
调查样本中男性占样本总数 47.94%，女性占样本总数 52.06%。数据显示调查对象男女性别比例为
0.92:1，性别比例适中，被调查人员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占 56.93%，文化程度中专及以下占 43.07%。被
调查人员月均收入 5000 元以下占 46.07%，月均收入 5000 元以上占 53.93%，被调查对象涵盖了所有的收
入人群，不同收入人群比例也符合人均收入水平。中青年比例较大、青少年和老年人比例较小的现象，
是由于中青年群体正是参与社会活动最多的年龄段人群，符合本次调查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现状的初衷。
被调查人员的职业分布中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比例最大，占到 37.45%；其次分别是自由职业者和外资企业
工作人员，分别占 19.85%和 13.86%。

3.3. 信度与效度分析
调查问卷的评价体系是以量表形式来体现的，编制的合理性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可用性和可信性。问
卷的信度分析包括内在信度分析和外在信度分析。内在信度重在考察一组评价项目是否测量同一个概念，
这些项目之间是否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一致性程度越高，评价项目就越有意义，其评价结果的可信
度就越强。外在信度是指在不同时间对同批被调查者实施重复调查时，评价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如果
两次评价结果相关性较强，说明项目的概念和内容是清晰的，因而评价的结果是可信的。信度分析的方
法有多种，有 Alpha 信度和分半信度等，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信度系数，再对信度系数进行分析。
在此采用较为常用的 Alpha 信度系数。
目前最常用的 Alpha 信度系数法：一般情况下我们主要考虑量表的内在信度——项目之间是否具有
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通常认为，信度系数应该在 0~1 之间，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9 以上，表示量表
的信度很好；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8~0.9 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7~0.8 之间，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修订；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7 以下，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抛
弃。我们可以通过目前比较流行的 SPSS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调查
问卷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
通过 SPSS 分析得出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分别为 0.855、0.922、0.930，如果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8~0.9 之间，则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如果该值在 0.9 以上，则表明问卷信度良好。如表 3 所示。
效度分析较为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因子分析测量量表，因子分析是指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
统计技术。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 C.E.斯皮尔曼提出。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一科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称某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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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智力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
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由此本问卷采用该方法检验
问卷的效度，KMO 值大于 0.7，Brtle 检验 p < 0.001，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如表 4：
Table 3. Reliability analysis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表 3. 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Cronbach’s Alpha

题目数

是否清楚社区减灾概况

0.855

5

对社区减灾状况满意度

0.922

2

参与社区减灾意愿程度

0.930

4

Table 4. KMO and Bartlett’s inspection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0lkin 度量

0.729
近似卡方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190.408

df

3

Sig

0.000

3.4. 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3.4.1. 年龄与公众对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知晓情况的关系
将年龄作为变量一，性别、受教育程度、在社区居住时间作为控制变量，将对社区减灾状况认知、
对社区减灾状况满意度、参与意愿分别作为变量二，进行偏相关分析。通过对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非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中年龄与是否清楚社区减灾概况进行偏相关分析，其 p 值分别为 0.872、0.981，均大于
0.05，二者并不相关。将年龄与社区综合减灾概况的满意程度进行分析，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非综合减
灾社区的其 p 值分别为 0.385、0.535，均大于 0.05，二者并不相关。分析年龄与公众参与社区减灾活动
的意愿关系，两种类型的社区 p 值也大于 0.05，并不相关。由此得出结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和非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中，年龄与对社区减灾概况、对社区减灾状况满意度、参与意愿并不相关。具体如表 5 所示：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ge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表 5. 年龄与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

变量一

变量二

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社区减灾概况认知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性别、受教育程度、
在社区居住时间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年龄

社区减灾状况是否满意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减灾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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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0.011
(0.872)
0.07
(0.981)
−0.057
(0385)
0.053
(0535)
−0.022
(0.732)
0.056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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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性别与公众对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知晓情况的关系
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性别与对社区减灾状况认知、对社区减灾状况满意度、参与意愿三者并不
具有相关性；在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性别与公众对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知晓情况也并不具有相关性。
如表 6 所示：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gender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表 6. 性别与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

变量一

变量二

社区

相关系数
0.087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0.183)

社区减灾概况认知

−0.019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0.827)
0.045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年龄、受教育程
度、在社区居住
时间

性别

(0.491)

社区减灾状况是否满意

−2.15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0.146)
0.049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0.451)

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减灾

−0.084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0.326)

3.4.3. 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对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知晓情况的关系
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减灾状况认知度负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区减
灾概况越不清楚。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减灾满意度呈负显著关，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区综合减灾状
况满意率越低。受教育程度和参与社区减灾意愿负相关，但并不显著。
在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减灾概况认知度、满意度、参与意愿并不显著相关。
如表 7 所示：
Table 7.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表 7. 受教育程度与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

变量一

变量二

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社区减灾概况认知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性别、年龄、社
区居住时间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受教育程度

社区减灾状况是否满意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减灾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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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1
(0.004**)
−0.087
(0.311)
−0.335
(0.024*)
−0.044
(0.611)
−0.303
(0.064*)
−0.017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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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在社区居住时间与公众对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知晓情况的关系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公众在社区居住时间与社区减灾概况认知度、满意度、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
即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久，对社区减灾概况越了解，对社区减灾状况也更加满意，更愿意参与到社区减
灾中来。
在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中，公众在社区居住时间与是否清楚社区减灾概况、社区减灾概况是否满意，
是否愿意参与到社区减灾中来显著正相关。在社区居住时间越久，对社区状况了解的越清楚，对于社区
的认同感使得公众对社区减灾状况更为满意，形成了较为良好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更加关心自己居住生
活的环境及关系到自身利益的社区减灾事务。如表 8 所示：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living time in community and general situation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duction
表 8. 在社区居住时间与社区减灾总体概况相关分析
控制变量

变量一

变量二

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社区减灾概况认知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

社区居住时间

社区减灾状况是否满意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减灾
非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相关系数
0.354
(0.018*)
0.362
(0.057*)
0.365
(0.011**)
0.361
(0.002**)
0.393
(0.003***)
0.382
(0.032**)

公众在参与社区减灾中，受教育程度与在社区居住时间影响着其对社区减灾概况的知晓度及满意度，
也影响着公众参与社区减灾的意愿，性别、年龄对公众参与社区减灾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实际城市社区减灾中的公众参与层次处于公众参与阶梯模型的中下端，针
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的减灾活动，其参与层次分布也不同，呈散点状分布。

4. 公众参与防灾减灾存在的问题
4.1. 缺少正规的防灾减灾公益组织带领公众参与
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防灾减灾公益组织的法律规范，使得防灾减灾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缺失，
大多数的防灾减灾公益组织也都是政府部门组织发起成立的，民间自发成立的非常少。即使是已经成立
的民间组织也存在着发展缓慢的问题，原因有很多，例如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缺少防灾减灾专业人才、
缺少组织活动的经验等等。防灾减灾公益组织的作用小，直接制约了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发展进程，而
只有公众自发形成的公益组织在防灾减灾活动中才会有群众基础。目前，我国的防灾减灾公益组织主要
有 4 种类型：民间自发成立的、学校的防灾减灾社团、国外防灾减灾组织在中国的分支和政府部门发起
成立的。本次调查发现有 26.21%的被调查者参加了某个防灾减灾公益组织，虽然这个比例不低，但是目
前并没有真正的民间防灾减灾公益组织，已有的防灾减灾志愿者协会是由防灾减灾局协调成立的，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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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类中的最后一种，并不是独立的防灾减灾公益组织，大部分的防灾减灾活动还是以政府为主导。而
且由于防灾减灾公益组织的职能定位模糊不清，使得这些组织在防灾减灾中的监督作用和管理作用难以
发挥，公众也就失去了参与防灾减灾管理的机会。

4.2. 公众与政府信息沟通不够顺畅
政府虽然有政务公开的要求，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也规定政府要公开防灾减灾信息，
但是由于缺少可操作的具体条文，使得环境信息的公开内容和形式无法满足公众对防灾减灾信息的实际
了解需求，从而使得公众无法很好地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政府组织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活动大多数时候
都是在一些特定的纪念日期，一年只有几次，缺乏连续性，而且大多流于形式，公众可得到的信息太少。
环境信息包括政府的防灾减灾相关政务、企业的环境信息、产品的环境信息。目前，公众通过政府
网站和环境监控平台可以了解最基础的环境信息，例如：空气质量和重点企业排污情况。这些信息更多
的是政府的政务公开，而企业的环境信息和产品的环境信息鲜有公开。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实现参与
环境管理的最根本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工作绩效考核等机制，造成政府更重视经济发展，政府在做决
策时，更倾向于利于经济的发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与防灾减灾的关系”这一问题中，有
54.54%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选择应该优先发展经济，这种普遍的管理理念造成政府倾向于规避不良信息，
虽然每天都公布实时的环境质量信息，但是这只是应该公开环境信息的很小一部分，一些企业的排污数
据、环境违法处罚数据都没有公开，而且可供公众了解环境信息的渠道也不多。环境信息的缺乏，造成
公众对政府和企业普遍缺乏信任感，调查数据也已经显示出公众不太满意政府目前的防灾减灾管理，也
不太相信政府公布的环境数据。

4.3. 受教育水平对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影响
判断标准主要是政府管理机构是否给公众展示了充足的知识和可靠的理由。利益相关者主要关心的
知识和理由包括管理措施、制定决策过程的设计以及最后的决策。政府的管理者需要给公众提供清晰的
制定计划、决策方案选择以及获得一个决策的原因。如果参与者在参加公众决策会议之前没有事先获得
充足的信息，那么他们提供的意见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帮助利益群体理解环境冲突和他们所生存的生
态社会十分重要，这需要政府管理信息的透明化。另一个判断标准是参与者的知识质量。参与者的知识
质量对决策过程也会产生影响，公众的知识质量一般包括技术知识以及对其他利益群体观点的理解能力
参与式管理战略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教育工具，它更多地强调持有不同观点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
当人们被迫与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进行协商时，他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和知识，这样形成的管理决
策才是最好的。

5. 公众增强防灾减灾意识的途径
5.1. 完善防灾减灾公众参与制度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防灾减灾公众参与的途径。有的通过立法确定了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
基本原则，更多则是对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权利具体化，在知情权即信息公开方面、参与决策程度方面
和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从而实现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化，但是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公民只
能对于自己有关的财产损害提起诉讼，与自己无关的财产损害不能提出诉设，这就制约了公民提起环境
诉讼。随着环境损害事件的不断发生，西方国家法律开始以财产利用为中心，环境权为基础，规定了公
民环境诉讼。日本法律就明确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众可对使公民受到环境利益损害或处于环境
损害危险的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也可对于公共团体支出的不必要费用是否得当提起居民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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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当加快立法步伐，相关政府部口也应积极投入到制定适用于整个公众参与防灾减灾领域的具
体可操作程序工化中来。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构建完善的公众参与防灾
减灾的法律体系，势在必行。公众并不缺乏参与环境、维护自身和大众防灾减灾利益的意愿和热情，只
要有公众参与的恰当途径和条件，公众会非常积极地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社会机
制，主要是采用多种途径，建立防灾减灾的良好社会风气。政府应该借助多种渠道和载体，加大防灾减
灾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广度，统筹安排，不断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知识水平和环境素养，形成浓厚的社
会防灾减灾氛围。

5.2. 鼓励、支持非政府组织以多种形式参与防灾减灾
民间非政府组织的防灾减灾活动，是今后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最有效和最常用的形式，因为它不同
与个人的参与，它是合法的组织拥有合法的权利，可以代表广大群众与政府进行对话。个人参与存在的
精力、资金、技术、专业知识等缺乏问题，在这些组织中都可以得到解决。发挥好民间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在扩大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范围和提高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深度方面，是政府行政部门不可替代的。
国外发达国家的防灾减灾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而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作用才刚刚
显现，急需政府的支持。
民间非政府防灾减灾组织是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推动防灾减灾发展的中坚
力量。因为民间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于政府主导的被动参与，它是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体现，
同时也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所以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适当放宽民间非政府防
灾减灾组织的核准条件，创建宽松的政策环境，以扶持这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针对这些组织目前存在
的问题一一解决，例如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进行防灾减灾知识的培训等等。
政府应该重视非政府防灾减灾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民间影响力，提高公众参与防灾减
灾的积极性。加强与防灾减灾社团等民间组织的沟通联络，及时了解掌握这些组织的活动状况，进行合
理引导，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快成立正式的大连的防灾减灾志愿者协会，充分发挥现有防灾减灾
志愿者协会的作用，当好公众与防灾减灾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减少社会矛盾，协助防灾减灾部门开展
防灾减灾活动。

5.3. 提高防灾减灾相关信息透明度
公众的参与是以掌握全面的环境信息为前提的，政府应该为公众了解防灾减灾信息创造良好的条件，
政府有义务公开掌握的所有环境信息，进一步拓展环境信息的广度和深度，除了政府的政务公开，企业
的环境信息和产品环境信息都应该在公开的范围之内。定期开展“防灾减灾开放日”等公众参与的防灾
减灾活动，让社会各界了解防灾减灾工作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流程，听取公众对防灾减灾管理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与公众形成良好互动。加强防灾减灾管理者与公众的沟通交流，从而减少误解和疑惑，也能够
提高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热情。组织公众定期参观企业生产车间，让公众了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防灾
减灾措施，从而减少公众对于企业的不信任。
环境信息的公开是指公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但是在目前政府部门对外公开的环境信息中，不论是
环境政策、办事流程还是法律依据、收费标准等等大多数都是晦涩难懂的法律条文和专业术语，对于缺
乏专业知识的公众来说很难看懂，也就谈不上监督或者参与了。政府应该针对这一现象及时调整所公开
信息的文字表达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政策法规和办事流程，让所有公众都能够看懂信息内容，
即使是乡村的老百姓也能获得所需要的环境信息。从而实现全民监督、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管理的良好愿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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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强防灾减灾宣传，使公众认识到防灾减灾不仅仅是政府的
责任，而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责任。宣传内容应包括国家的法律法规、区域的环境状况、污染治理
的方法技术和生活中的防灾减灾行为等等。宣传活动不只是在“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纪念
日，而应该是常态化、经常性的活动。完善好现有的创建环境友好型学校、社区、医院的活动，积极探
索新的防灾减灾宣传途径，多开展贴近公众实际生活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鉴于目前防灾减灾公众参与
的现状，政府必须将防灾减灾宣传工作作为延续项目长期执行。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结合区
域实际环境状况，因地制宜实现宣传活动的可持续性。创造良好的公众参与防灾减灾氛围，使得政府、
企业和公众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防灾减灾。
日常的宣传范围要立足社区、辐射全区。调查发现居住在农村的公众由于地理位置较远的原因，被
调查人员中的农村样本参观过环境信息监控平台的人数为“0”，由于平时的宣传辐射范围很难同时覆盖，
所以要加强对偏远地区的宣传。通过多种宣传方式让公众了解更多的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的防灾减
灾理念，让公众明白防灾减灾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就可以。街道与社区是公众日
常生活中经常聚集的场所，也是防灾减灾宣传的最佳平台，可以在社区选取一名义务志愿者，负责社区
的日常防灾减灾宣传工作，由防灾减灾部门定期免费培训，教授防灾减灾知识。同时要加强对企业的宣
传教育，使之能够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将防灾减灾视为行业的竞争筹码，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还要
加强对在校学生的宣传教育，向学生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开展多种多样的防灾减灾活动。因为学校等教
育机构是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教育目的。从小就培育防灾减灾理念，可以为今后
的防灾减灾行为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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