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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ＩＳＯ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本标准与ＩＳＯ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 Ａ中列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２２３２０：

２０１１章条编号差异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ＩＳＯ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附录Ｂ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由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青岛海丽应急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市安全生

产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超、袁宏永、秦挺鑫、黄全义、赖俊彦、杨秀中、孙世军、张建刚、邢立强、

张旭明、陈涛、苏国锋、陈涛、陈建国、吴卫民、李冬、季学伟、李陇清、胡啸峰、张帆、郑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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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突发事件响应的基本要求，以在突发事件响应组织内部，实现有效的应急指挥、信息

管理、协调和合作。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或地区所有参与突发事件准备和响应的组织（政府、法人及其他组织），如：

ａ）　负责及参与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准备的组织；

ｂ）　在突发事件响应中提供指导的组织；

ｃ）　编制应急指挥规范和计划的组织；

ｄ）　建立跨机构／跨组织的突发事件响应协调和合作的组织；

ｅ）　建立突发事件响应信息与沟通体系的组织；

ｆ）　研究突发事件响应、信息与沟通，以及数据共享与协作模型的组织；

ｇ）　研究突发事件响应中人因作用的组织；

ｈ）　负责与公众交流和互动的组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ＩＳＯ２２３００　安全与韧性　词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３　术语和定义

ＩＳＯ２２３０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应急指挥体系　犮狅犿犿犪狀犱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狔狊狋犲犿

在应急准备、事件响应、业务连续和／或恢复过程中，对所有应急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支持体系。

３．２　

合作　犮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为建立于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开展共同工作或行动的过程。

注：不同组织根据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协议，同意为突发事件响应提供各自资源，但同时在组织内部保持层级结构的

独立性。

３．３　

应急准备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狉犲狆犪狉犲犱狀犲狊狊

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所做的准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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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应急指挥要求

４．１　基本任务

应急指挥包括以下基本任务：

ａ）　制定和更新突发事件响应的目标；

ｂ）　确定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角色、责任和相互关系；

ｃ）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规则、限制条件和计划；

ｄ）　制订应急指挥方案和下达任务；

ｅ）　反馈和评估应急指挥方案实施情况；

ｆ）　确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职责规定；

ｇ）　记录关键决策和决策依据；

ｈ）　应急资源管理；

ｉ）　信息发布。

若事件响应涉及多个组织或同一组织的不同部分：

ａ）　各参与方应就整体行动目标达成共识；

ｂ）　应允许基层制定行动策略，并能获取来自于上级的协调和支持；

ｃ）　权限及资源应与任务相匹配；

ｄ）　应引导社会团体参与事件响应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４．２　应急指挥体系

４．２．１　总体要求

建立应急指挥体系的目标，是使组织能够独立或与其他参与方一起，实施有效的突发事件响应措

施，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实现突发事件响应目标，组织应建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本标准要求的应急指挥

体系。

应急指挥体系应包括：

ａ）　应急指挥机构；

ｂ）　应急指挥流程；

ｃ）　应急指挥的必需资源。

应急指挥体系应：

ａ）　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和不同类型的组织具有可扩展性；

ｂ）　能够灵活适应突发事件的变化。

注：应急指挥组织涉及的人员数量、角色和职责可能根据突发事件的规模而有所不同。

在建立应急指挥体系的同时，组织应尽快确定以下事项，以在组织内部及与相关方达成一致：

ａ）　对任务目标的共识；

ｂ）　通用应急流程图；

ｃ）　与指挥体系外部组织的关系；

ｄ）　应急指挥人员的层级关系及权限。

在预防准备和应急演练过程中，应考虑上述所有问题。

４．２．２　应急指挥机构

依据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应急响应级别，建立应急指挥机构，示例见附录Ｄ的表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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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应急响应级别

依据相应的应急预案中的规定，确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示例见表Ｄ．２。

４．２．４　角色和职责

依据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指挥人员的角色和职责。

４．２．５　应急指挥过程

组织应制定可持续的应急指挥过程。应急指挥过程应包含以下活动：

ａ）　突发事件现场勘察；

ｂ）　信息收集、处理和必要的共享；

ｃ）　态势评估和预测；

ｄ）　制定应急方案（应急方案应尽可能明确和透明，如有必要，应在组织内部，以及其他参与的组织

和公众之间，就制定应急方案进行相关沟通）；

ｅ）　下达应急方案；

ｆ）　执行应急方案；

ｇ）　反馈与跟踪。

应急指挥过程应不局限于指挥长的决策，而且也包括应急指挥部中承担指挥责任的各级人员的

决策。

单一指挥层级情况下，应急响应组织的应急指挥过程示例见图１。

注１：应急指挥、协调与合作的原则，适用于具有单一或多个指挥层级的所有组织。在多层级应急指挥结构下，应将

加强关联性作为协调和合作的原则之一。

注２：“信息收集、处理和共享”“态势评估和预测”以及“制定应急方案”，需要与组织外的合作方进行必要的协调。

图１　单一层级、有限协调需求下，组织的指挥和控制过程示例

　　在应急指挥过程中，关键角色和责任应与事件规模相匹配，还应涉及以下工作：

ａ）　人事、行政和财务；

ｂ）　事件现场环境勘察和预测；

ｃ）　应急指挥过程记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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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交通和后勤；

ｅ）　新闻报道与信息发布；

ｆ）　通信和传输；

ｇ）　联络（例如，在突发事件响应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间）；

ｈ）　预警；

ｉ）　安全（例如，现场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４．２．６　应急指挥的必要资源

组织应建立合适的指挥场所（应急指挥中心），并提供设施和应急装备，应确保在应急指挥过程中，

可用且满足需要。

指挥场所可以是移动的或固定的。需要时，可以在现场或场外建立临时指挥所。

４．３　人员因素

组织在应急指挥过程中，应考虑人的作用，以确保不会因人员因素导致任务失败。执行应急响应行

动时，应考虑民族习惯和文化特点，并满足受影响群体的合理需求。

组织应考虑以下人员因素，并采取合理的行动，例如：

ａ）　工作量分配；

ｂ）　健康与安全；

ｃ）　人员轮班；

ｄ）　与当地语境的适应程度；

ｅ）　人机系统（例如，应急平台）的界面设计。

在规定和设计应急指挥机构、应急指挥过程和应急装备（尤其是跨组织或跨区域使用）时，应考虑用

户差异，例如，能力水平、文化背景、语言技能和操作协议等。

所有参与响应行动的人员，应能够理解其在整个执行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并通过培训和演练，能

够使用所掌控的应急资源。

在设计人机界面时，应首先考虑相关人员的能力、特征、局限性、技能和任务。当电子系统和／或机

械系统属于应急指挥架构的一部分时，除非另有限制，否则操作人员应在人机系统中享有最高控制

权限。

应采取合适的措施处理人员承受的精神、情绪和心理压力。

５　应急信息要求

５．１　概述

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过程中，应急信息有助于有效管理应急响应活动，有助于感知事态、组织资源

和开展应急指挥。应急信息包括处理突发事件和应急响应活动的相关信息（见图２）。应急信息可以是

由事件动态生成的信息，或与地点有关的静态信息，如建筑物、基础设施、人口。

注：应急信息为态势评估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圆满完成应急响应任务。应急信息的生成、整合和发布（见４．２）对应

急指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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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应急信息过程示意图

５．２　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

５．２．１　概述

组织应建立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的过程，包括以下活动：

ａ）　计划与指导；

ｂ）　收集；

ｃ）　处理与使用；

ｄ）　分析与生成；

ｅ）　发布与整合；

ｆ）　评估与反馈。

注：这些活动可以同时进行。

５．２．２　计划与指导

制定应急信息计划、进行相关准备是应急指挥过程的一部分（见４．２．５）。应当包括以下活动：

ａ）　确定应急响应任务的目标并提供指导；

ｂ）　说明有效制定决策的关键问题；

ｃ）　提出信息收集的的方法和结果要求；

ｄ）　规定信息储存、使用、访问权限和限制（数据库设计、数据格式、沟通方法等）；

ｅ）　确定各参与方的信息需求；

ｆ）　确定信息需求的时间限制；

ｇ）　确定信息传播的要求和协议（技术和非技术类）；

ｈ）　规定处理应急信息的人员；

ｉ）　规定信息处理设备及其操作管理。

５．２．３　收集

收集是指与获取应急信息有关的活动（例如，确定信息资源的具体来源、安排和控制要求），应当包

括以下活动：

ａ）　确定信息资源的获取途径；

ｂ）　获取信息；

ｃ）　记录获取的信息，建立包括信息来源和时间的日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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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处理与使用

在处理和使用过程中，应将所收集的信息转化为适当的格式，以供各个层级决策制定者，及其他对

应急信息有需求的用户使用。

应当包括以下活动：

ａ）　将信息转换为便于有效传播的格式；

ｂ）　对信息进行初次评估（评估信息来源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示例见表Ｄ．３；

ｃ）　消除无用、不相关或不正确的信息；

ｄ）　确定发布等级（包括分类等级）；

ｅ）　评估信息可信度，示例见表Ｄ．４。

５．２．５　分析与生成

在分析和生成过程中，应通过整合、评估、分析和解读所有经处理的可用信息，生成应急信息。信息

内容应满足指挥长的优先要求或信息需求。

应当包括以下活动：

ａ）　信息修改；

ｂ）　确定优先级和信息分类；

ｃ）　信息校对、汇编和合成；

ｄ）　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

ｅ）　评估可能结果和研判发展趋势；

ｆ）　编制建议、报告和其他信息处理的资料。

５．２．６　发布与整合

在发布与整合过程中，应基于信息类别，将应急信息发布给决策者和其他必要的相关方。发布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具体取决于用户需要、应急信息的意义和紧急程度，以及可用的发布途径。

应当包括以下活动：

ａ）　制定发布协议，记录发布内容，并根据具体要求（技术和／或非技术类）进行发布，发布的信息应

能被用户接受；

ｂ）　将发布的应急信息整合进用户的应急处置过程记录和流程图中。

５．２．７　评估与反馈

在评估和反馈期间，组织应在各个层级对应急信息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及由此获得的反馈，采取纠

正措施以完善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过程。

５．３　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基本要求

组织应确保在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过程中考虑以下基本要求：

ａ）　质量；

ｂ）　易读性；

ｃ）　时效性；

ｄ）　客观性；

ｅ）　协同性；

ｆ）　顺序性；

ｇ）　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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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灵活性；

ｉ）　专业性；

ｊ）　融合性。

注：进一步的解释和要求见附录Ｃ。

６　合作与协调要求

６．１　概述

为了实现有效的应急响应，在应急准备过程中，应制定必要的协同合作协议或预案，以支持政府组

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与国际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上述合作应建立在风险识别和后果评

估的基础上。

例如，需要在以下各方面开展合作：

ａ）　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政府有关部门；

ｂ）　共同提供应急资源的不同层级政府与民间组织（例如，与广播电台间的广播预警信息的协议，

与非政府组织的一般协议）；

ｃ）　合作提供应急响应支持的政府与企业（例如，食品、避难所、医疗健康、交通、通信等方面）；

ｄ）　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灾后恢复开展一定规模合作的政府与企业（例如递送药物、疫苗、应急

供电、饮用水分配）；

ｅ）　为确保应急响应相关产品的持续生产和交付，开展合作的企业。

６．２　合作

组织应：

ａ）　评估与其他组织、人员和有关各方合作开展应急响应准备工作的必要性；

ｂ）　在评估的基础上订立合作协议；

ｃ）　将合作方有关专家纳入应急指挥体系；

ｄ）　定期检查、评估和修订合作协议。

６．３　协调

６．３．１　概述

组织应在必要性评估的基础上，与相关方建立必要的协调关系，并作为应急准备的一部分。上述指

挥协调应建立在风险识别和后果评估的基础上。通过指挥协调应能实现科学、人道、公平、公正的应急

救援。

组织应与相关各方建立积极的工作关系，以实现：

ａ）　共享信息；

ｂ）　制定应急方案；

ｃ）　下达应急方案；

ｄ）　必要时重复以上过程。

在适当时候可以交换专家。

多层级应急指挥过程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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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协同进行信息收集、处理和共享”“协同开展态势评估和预测”以及“协同制定应急方案”，需要与组织外的合作

方进行必要的协调。

图３　多层级应急指挥过程图

　　

６．３．２　指挥协调过程

为达到相关各方之间的最佳协调效果，应在合作协议的框架范围内，建立一套多层级的应急指挥协

调过程。

在评估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应使可能受到应急方案影响的组织参与制定应急决策和方案的

过程。

应将应急方案通报给可能受该决策影响的其他相关方。

多层级应急指挥协调过程应确保：

ａ）　现场先期协调

在现场的先期协调人，应根据能力和经验情况，开展现场先期协调和处置。应急指挥能够开展有计

划、可持续的协调活动后，现场先期协调结束。

ｂ）　集体决策与公共参与

所有相关方应参与可能对自身造成影响的政策、策略、计划和流程的制定过程。协调活动应不影响

相关方的相互信任。

ｃ）　公平

协调活动应确保公平，尊重各相关方的能力，并确保所有相关方获得均等机会。

６．３．３　指挥协调的任务

组织应在所有操作层级上，确保和优先实现有效的、可持续的指挥协调活动。

对于实际的应急响应活动，组织应评估以下指挥协调任务及其适用性：

ａ）　建立应急指挥机构；

ｂ）　确定应急决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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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实施信息共享和事态评估策略；

ｄ）　确定信息报告与传达流程；

ｅ）　分解和下达应急响应任务；

ｆ）　制定和实施应急保障计划；

ｇ）　设置不同组织间的边界（地理边界和责任边界）；

ｈ）　实施特定资源管理；

ｉ）　确保互联互通（例如，语音、视频、数据等）；

ｊ）　确定关键需求；

ｋ）　确保协调过程的连续性（考虑人员的流动率）。

６．４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协同合作与指挥协调的基础，应建立在各方互信的基础上，并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执

行。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有效的信息共享，是跨组织和跨区域的应急响应的重要保障。

只有对跨组织的应急信息进行统一整合，才能获得最及时、准确的应急信息。

组织应针对突发事件和所涉及组织的情况，对所有需要共享的信息建立合适的共享方式。

组织应考虑以下方面来评估信息共享需求：

ａ）　信息共享环境

建立信息共享环境（包括流程图和态势评估）。

ｂ）　形成合力

各个组织的人员不仅应从本组织角度，而且也应从跨组织角度看待事态。

ｃ）　为解决组织间的显著差异做出调整

参与应急响应的不同组织，可能存在原则和流程等方面的差异。应从最高指挥层级开始，做好为解

决这些差异而调整的准备，以实现跨组织的信息共享。

ｄ）　信息处理计划

在计划早期应确定可能与其他组织共享的信息，以及相应的信息共享方式。

ｅ）　应急响应增援行动

满足应急响应增援行动的信息共享需求。

ｆ）　语言或符号

建立通用的信息共享的语言、标识或应急标绘符号。

６．５　人员因素

在规定和设计组织结构、体系和设备（尤其是跨组织或跨区域使用）时，应考虑人员的能力水平、文

化背景、操作习惯和语言等差异。

注：在上述情况下，通常假设人员接受的是最基本程度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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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犐犛犗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对照一览表

表Ａ．１给出了本标准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犃．１　本标准章条编号与犐犛犗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国际标准章条编号

３．１ ３．２

３．２ ３．３

３．３ ３．７

４．２．２ ４．２．４

４．２．４ ４．２．２

４．２．６ ４．２．７

附录Ｃ 附录Ｂ

附录Ｄ 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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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犐犛犗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Ｂ．１给出了本标准与ＩＳＯ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犅．１　本标准与犐犛犗２２３２０：２０１１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的

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１
删除原标准中对应急指挥、信息管理和合作与协调的解

释和说明的内容
标准的“范围”中，不宜有解释和说明性的表述

３

删除部分术语，包括：３．１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３．４ｃｏｏｒ

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３．５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６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ｃｏｍ

ｍａｎｄ，３．８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３．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３．１０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３．１１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术语３．１、３．４～３．６、３．８、３．９～３．１１已在规范性

引用文件“ＩＳＯ２２３００：２０１２公共安全 术语”中

有表述，对应关系为：３．１～２．５．３，３．４～２．５．４，

３．５～２．２．１，３．６～２．５．２，３．８～２．５．１，３．１０～２．５．６，

３．１１～２．２．９。此外，术语“３．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术语）

含义过于宽泛，删除

４．１ 标题，原为“概述”，改为“基本任务” 表达更为具体

４．１ｄ） 由ｉ）提至ｄ），表述改为“制订应急指挥方案和任务下达” 符合应急指挥流程，按我国情况表述

４．１ｅ） 将原标准中的ｅ）和ｊ）合并表达为ｅ） 符合应急指挥流程

４．２．１

修改“需要与相关参与达成一致的事项”“应急指挥体系

的要求”和“应急指挥体系内容”三部分的顺序，修改后

按顺序依次为“应急指挥体系内容”“应急指挥体系的要

求”和“需要与相关参与达成一致的事项”

符合由内容到要求，由自身与外部关系的顺序

４．２．１ 删除“应记录应急指挥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 在４．２．６应急指挥过程中有相应的记录要求

４．２．１
对应急指挥体系的要求中，去掉“适用于所有的突发事

件类型”和“能够整合不同的突发事件响应组织和机构”

现阶段，我国对于不同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体系不尽相同；现阶段，我国应急指挥体系中

对社会团体整合较少

４．２．２～

４．２．４

将顺序调整为“应急响应级别”“应急指挥机构”和“角色

和职责”。

将相应的要求依据统一为相应的应急预案

我国的应急响应，首先确定应急响应级别，进

而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建立应急指挥机

构，确定应急指挥的角色和职责。

我国的应急预案中，已有对应急响应级别、应

急指挥机构和角色与职责的要求。标准应以

应急预案为依据

４．２．５
在应急指挥过程的具体活动中的“———制定应急决策方

案”后，补充原标准的４．２．６中的相应要求

“制定应急决策方案”为应急指挥过程的一部

分，相应要求不应单列一节，可整合到应急指

挥过程的相应要求中

４．２．５

原标准中，“需要与组织外的合作方进行必要的协调”为

对 “信息收集、处理和共享”“态势评估和预测”以及“制

定应急方案”的脚注。本标准中将改为对“组织的指挥

和控制”的条注

执行决策方案、反馈与跟踪等环节也需要与组

织外的合作方进行必要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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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本标准的

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４．２．６
将应急指挥过程还应涉及的工作中的“操作（规划、决

策、记录和实施）”修改为“应急指挥过程记录”

原要求中的“操作（规划、决策、记录和实施）”

在过程图已有体现，“记录”为对过程图的补充

要求

６．３．１

原标准中，“需要与组织外的合作方进行必要的协调”为

对 “信息收集、处理和共享”“态势评估和预测”以及“制

定应急方案”的脚注。本标准中将改为对“组织的指挥

和控制”的条注

执行决策方案、反馈与跟踪等环节也需要与组

织外的合作方进行必要的协调

６．３．２ａ） 删除阐述“先期处置”作用的表述
在表述要求的段落中，不宜出现说明作用的

表述

附录Ｃ 原标准中为附录Ｂ
“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基本要求”为实质性要

求，置于若干“示例”之前

附录Ｄ 原标准中为附录Ａ
“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基本要求”为实质性要

求，置于若干“示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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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应急信息制作与发布基本要求

犆．１　概述

本附录是５．３的进一步解释和要求。

犆．２　质量

信息质量对应急响应能否成功，以及指挥长能否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高质量信息应具备以下特征。

ａ）　预先估计

预先估计指挥长在制定计划和决策等方面的信息需求。这要求预先识别和全面理解当前和后续可

能的应急指挥目标，并考虑相关的环境因素。

ｂ）　及时

应及时满足指挥长的信息需求，以支持其对事态的预先估计，避免因信息不足而无法及时采取最有

效的应对措施。

ｃ）　准确

信息应真实准确，据实反映实际情况，并根据可用信息评估可能的态势。可以重点使用最可靠来源

的信息来提高准确性。应通过反馈环节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ｄ）　有用

信息应满足指挥长的具体要求，并以便于其理解的形式表达。指挥长应能快速使用信息以应对事

件。为此，信息制作方必须理解信息的使用环境。

ｅ）　全面

信息应尽可能全面地满足指挥长的需求，此外，还应反映一些需求外的情况。

ｆ）　相关

信息应与正在执行的计划和行动相关，为指挥长实现应急响应目标提供支持；应能帮助指挥长掌握

当前态势，但又不是对当前任务不重要的信息。

注１：指挥长向操作信息的相关工作人员下达目标和策略。相关要求应根据事件的发展进行更新和明确。

ｇ）　公正

信息应是公正和不存偏见的。

ｈ）　可用

信息应可供指挥长随时调用。可用性不仅包括及时性和使用性要求，也包括合理的安全等级、互操

作性和关联性要求。

注２：为减少信息发布限制，使其实现最大的可访问性，应将信息划至尽可能低的等级。

犆．３　易读性

信息有助于全面了解、认识当前情况和所面临的挑战，以确保响应目标、策略、计划的可行性，以及

应急响应行动的顺利执行。

犆．４　时效性

信息应与应急响应行动和计划同步，以及时满足相关信息需求，支持相关的应急决策。应在制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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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应急方案之前较为充裕的时间内，完成信息的计划、收集、处理、分析、制作、传播和应用，以便对应

急决策提供综合支持。

为避免信息“滞后”（这是信息与响应行动和计划同步时的常见错误），应为制作信息提供充分的前

置时间。

犆．５　客观性

公正要求忠于事实，在说明和解读事实时保持客观。在信息的获取、制作和使用时，不应以某方立

场、理想的结果、预想的事态、预设的目标为基本出发点。

犆．６　协同性

通过协调与合作，实现基于共同利益的应急响应目标。这种模式对于确保信息的有效性、减少信息

收集和制作过程中的重复和冗余至关重要。

犆．７　顺序性

在制定规划时，需要确定收集和分析信息的优先次序，以确定最重要的任务，调用可用资源，提出风

险应对要求并有效管理风险。

信息使用方（例如，指挥长或决策制定者），应通过提出信息需求，明确这些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帮助

确定信息的优先次序。

犆．８　前瞻性

信息提供了对可能发展趋势的预测。当预测所基于的信息存在不足或不确定性时，应确保指挥长

了解这一情况。

犆．９　灵活性

对所有突发事件类型，提前进行信息的准备和组织，以实现信息的灵活性。这需要较强的认知能力

和预见性。为适应变化的形势、需求、优先次序和机遇，信息的结构、相关方法、数据库和制作，必须具有

充分的灵活性。

犆．１０　专业性

信息存在本质不足（例如，无法已知所有事情，信息分析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信息解读形式不

尽相同）。避免这些问题并提高信息的准确度的最佳途径，是向其他分析人员和专家，尤其是外部组织

的专家进行咨询，征求他们的相关意见。

犆．１１　融合性

融合是基于一定准则，从所有可用来源收集和检查信息，以尽可能完整评估事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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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示例

犇．１　应急指挥机构

应急指挥机构要求见４．２．３，应急指挥机构层级划分示例见表Ｄ．１。

表犇．１　应急指挥机构层级划分示例

指挥规模 指挥级别 描述 支持

战略性的

战术性的

标准性的

指挥战略性行动，制定策略，确

定目标

事件指挥、控制、协调和合作

操作的任务控制层级

国家和省一级，根据应急响应需要，开展指

挥、监控、支持或干涉等活动

行政区主管，例如市长、各应急管理机构主

任、响应决策的最终制定者

各参与方的突发事件指挥层级

现场控制与支持活动（工作人员和行业／部

门，提供支持的等效层级）

行政支持（例如交通、

废物管理、教育、社会

服务、财政支持等）

　　注１：战略与战术层面的应急指挥的目标，是在突发事件应急情况下，考虑所有必要因素，及时做出全面、有效的

决策。

注２：战略层面的行政活动的目标，是整合行政部门和不直接参与战略性应急响应的机构的力量，为事态尽快恢

复正常提供支持。

犇．２　突发事件响应级别

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的响应要求见４．２．２，根据资源部署划分事件响应级别的示例见表Ｄ．２。

表犇．２　根据资源部署划分事件响应级别的示例

事件级别 事件级别描述 指挥级别

１级 事件可以由应急准备阶段已部署的资源来处理
战术：任务的监控和支持可能需要战术层面的

协调

２级 事件可以由仅受影响的组织部署的资源来处理 战术层面的指挥与协调

３级
事件可以由受影响的组织，以及与其具有互助支持的组

织部署的资源来处理
管辖区内的战略层面的指挥与协调

４级

事件可以由受影响的组织，以及在受影响的地理区域内

具有互助关系的组织部署的资源来处理。这种情况可

能需要当地政府的协调帮助

管辖区内和跨管辖区的战略层面的指挥，可能

需要更高战略层级的监督

５级
包括管理组织受到的所有应急响应援助，需要由政府根

据已有的双边协议或相关的国际协议来协调

管辖区内和跨管辖区的战略层面的指挥，可能

需要更高战略层级的支持甚至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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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３　处理和使用

处理和使用要求见５．２．４。

表Ｄ．３和表 Ｄ．４给出的示例，仅用于规范信息的可信度，在级别划分上并不存在渐进关系。表中

的字母和数字表示对信息的整体评价，两者相互独立。例如，当信息来源可靠性评级为不可靠（Ｅ），可

信度为经其他来源确认（１）时，此时评级结果为Ｅ１。评级为Ｆ６的报告也可能完全准确，不应被随意

拒绝。

表犇．３　来源可靠性评级示例

级别 描述

Ａ 完全可靠———经测试的可靠来源，可以放心使用。这类信息来源通常极少

Ｂ
通常可靠———过去成功使用过的来源，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仍然存有疑问。用于已知可靠性的信息来源

方，例如联合国机构、军事影像和一些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Ｃ 基本可靠———过去偶尔使用且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信息来源。用于部分新闻来源和非政府组织

Ｄ 通常不可靠———过去使用过但证明经常不可靠的信息来源。用于部分新闻来源和非政府组织

Ｅ 不可靠———过去使用过但证明不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

Ｆ 无法判断可靠性———过去未使用过的信息来源

表犇．４　信息可信度评级示例

级别 描述

１ 经其他来源确认———与最初消息来源不同的渠道确认该信息可用

２ 很可能为真———经其他来源确认信息的基本内容。航空影像通常属于此类

３ 可能为真———对所报告信息的调查不能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但是，信息与之前的行动或背景信息一致

４ 存疑———信息中的一项与之前报告和验证的信息趋于矛盾

５ 不可信———信息中的一项明显与之前报告和验证的信息存在矛盾

６ 无法判断可信度———新信息无法与其他来源的信息进行对比。此级别只用于１至５级均不适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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