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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着社会经济秩序，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基础短板，亟待探索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构与模式创新。新发传染病疫情具有典型深度不确定性情境特征，冲击着常态

应急管理体系，改善对此类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是提升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应对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的关键。当前，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仍然处于实践先导、制度滞后的阶段，如在疫情应对中广泛启

动的联防联控措施，其在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中并未有细化制度建设，甚至在地方公共卫生应急响应制度

层面甚少提及，而联防联控是中国政治行政体系应对重大风险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重要实践，“转危

为机”需要通过危机学习以实现制度与文化层面的积极转化。a 在国家应急管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新

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向系统化、制度化、实体化发展成为基本趋势。对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而言，

组织灾变应对的基本模式可以划分为“命令—控制”导向和“问题解决”导向。“命令—控制”导向强

调灾害应对的正式组织主导地位，集中导向、层级控制、事前规划是其重要特征。“问题解决”导向则

注重组织的“去中心化”决策与行动，以突发问题为导向并协调各类应灾组织与资源。在巨灾应对过

程中，以突破传统科层体系运作模式的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和实践经验，亟待透过再制度化过程

以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作为巨灾级别的“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范围之大、强度之高皆为罕见，应急

响应过程具备的复杂性、临机性则带来学术研究难度，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对决策过程、响应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简政放权背景下社会风险的体制性扭曲及治理研究”（19CGL001）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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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关键组成，亦是应急管理现

代化发展的重要趋向。应急管理体制转换、非常态应急管理短板、全灾种管理内核缺失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新

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的系统脆弱性加剧，在实践中则透过政治与行政体系的调整适应即启动联防联控和专

业防治体系来消减系统脆弱性，经验总结与问题反思及再制度化过程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战略原则、组

织结构以及响应功能设计提供基础。本文提出形成以“联防联控”和“专业防治”为主体的新发传染病应急

响应体系，普遍建立健全新发传染病专项预案，推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纵向与横向府际关系变革，落实人

力资源优化配置、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科技支撑体系、财政保障、能力评估体系等应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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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全貌、效果等方面难以掌握并开展更为全景和深化的探索，在捕捉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应急响应体系

建设研究有其局限性，本文旨在对未来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提出原则性和框架性的制度建构思

考。

一、部门化应急管理的系统脆弱性加剧、消减及再制度化

（一）部门化应急管理的系统脆弱性加剧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向部门化应急管理的生成至少受到应急管理体制变革、非常态应急管理短板、全

灾种管理内核的缺失等因素影响，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尤其是新发传染病应急响

应体系的系统脆弱性加剧。

自 2003 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逐渐从“单灾种—单部门”分隔管理走

向“多灾种—多部门”综合管理，2018 年应急管理部的成立通过整合应急响应力量和调整政府部门架

构以形成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两大灾种的专业综合管理。与传统政府应急办模式下的公共卫生事件管

理相比，体制转换后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缺少了政府应急办作为专门综合协调主体。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运作空间逐渐被压缩为部门化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应急管理部门在行政权威、协调联动、资

源保障、应急准备等方面暴露出短板。公共卫生风险具有复杂性和社会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亦需要

强化政府、社会、专家、市场、家庭、个人层面的协同参与，而朝向部门化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将

难以处理好跨部门协同与应急保障问题，系统脆弱性加剧了风险转为危机的可能及社会负面影响。

非常规突发事件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特征，非常态应急管理重点因应“残余风险”（residual risk）a 演

化的危机。残余风险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风险，它是常规风险管理策略所无法消除或忽视的一种风

险类型，它是人类知识体系可以感知到的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残余风险的“现实化”给应急管理带来

不确定性挑战，而危机应对能力较强的体系可能暂时依靠以往的经验知识与学习能力解决某一种残余风

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更糟糕的情形是，当多种残余风险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同时发生作用时，

人类的应对系统可能走向深度不确定性的“黑洞”。b 应急管理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正式行动体系，该

系统具有明确的目标、原则、正式组织结构以及各级政府及各部门间的分工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预案、

规则、程序、政策、法制对危机管理行为进行“命令—控制”。c 应急管理系统与外部复杂性之间的差距

的存在，使得非常态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仍是未来应急管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d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

应体系亦应处理好应急管理体系中普遍存在的系统脆弱性问题。

应急管理模式从单灾种管理走向全灾种管理，这成为现代应急管理的基本特征，管理转型背后则是

以应急管理知识生产所获得的规律性认知为基础。全灾种管理强调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所具有的

普遍规律特征，在因应不同灾害危机过程中能够形成认知、话语、体系、架构、功能上的相对一致性，

以便协同推进各灾种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当然，全灾种管理导向并非对单灾种专业性处置的取代，不

同灾种的专业性处置依然应当被足够重视，逐步形成应急管理原理内核与专业功能处置相结合的响应模

式，片面强调单一面向必然导致应急响应体系失衡。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建设中，一旦强化卫生专业

性而忽视应急管理内核在体系结构、功能、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便会导致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部门

专业特性与应急管理特性之间的失衡，使得应急管理原理及其实践指导性并未能被吸收到公共卫生应急

体系之中。在新发传染病因应层面，应急响应实践呈现“去应急管理内核化”，而应急预案则体现出“唯

应急管理内核化”，应对实践与制度之间产生脱节，这集中反映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尚未发展成

a J. Handmer,“Emergency Management Thrives on Uncertainty”，In G. Bammer, M. Smithson, Uncertainty and Risk: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2009, p.232.

b陶鹏、童星：《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学术界》2011 年第 8 期。
c D. A. Buck, J. E. Trainor, B. E. Aguirre,“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and NIMS”，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no.3, 2006, pp.1-27.
d童星：《兼具常态与非常态的应急管理》，《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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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二）系统脆弱性消减行动与再制度化必要

为消减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的系统脆弱性，在疫情响应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广泛启动了联防联

控体系并强化疫情防治专业力量的参与。首先是在联防联控体系层面，突发事件联防联控是指透过社会

与政治动员，以集中力量来协调解决在突发事件预防、准备、响应以及恢复过程中的各类需要。作为中

国因应重大风险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重要方式，联防联控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甲流”疫情防控中，中国建立了由卫生部牵头的多部门“甲流”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下，33 个部门（后扩展为 38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了综合、口岸、医疗、保障、宣传、对外合作、科技、

畜牧兽医等 8 个工作组以及甲流防控工作专家委员会，形成“8+1”的联防联控格局。a 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中，中央层面成立由多部门参与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党政、部门、军地之间的信息沟通

和统筹协调力度；各地也建立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全力开展防控工作。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建立了涵盖

社区、学校、企业和农村的防控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控格局。通过在联防联控

体系内部形成应急管理功能小组分工结构，强化计划与执行、监督、协调来完成对疫情的有序管理。其

次是在联防联控的扩大响应层面，扩展联防联控体系并启动地方对口支援工作，改善单纯的中央和地方

疫区之间的命令—控制模式，实行由援助地区与受助地区直接对接，以更快完成应急响应需要识别与回

应，形成在中央统筹指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应急响应合作的多中心模式。最后在疫情防治层面，充分尊重

科学专业权威在整体防控体系中的秩序建构地位，启动如新设传染病医院与隔离中心、医疗区域隔离管

理、医疗人员调配、群众心理疏导、舆情管理等措施，确保了防控体系在科学有序的前提下有效运作。

实际上，类似应对措施在以往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已有应用并起到不错效果，但这些宝贵经验却并

未出现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相关预案文本之中，各地公共卫生应急预案还普遍存在实用性、操作性不

强的情形。为此，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中需要高度重视应对经验的再制度化问题。联防联控是

中国政府因应灾害危机所发展起来的本土概念，也是中国应急管理制度运作的重要特色，更是中国集中

力量应对急难险重任务的制度优势体现。新发传染病的联防联控体系尚处于实践先导、制度滞后的阶段，

下一代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应当明确联防联控体系的定位和内涵，将其作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

应的管理基础，再以科学防控为专业基础，细化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功能图景和部门分工，做实、做精、

做细应急响应预案，通过有效的应急准备工作来提升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能力。同时，新发传染病应急

响应体系的建设还应当充分汲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经验，优先考量制度建设的战略原则以推动局部与

整体制度之间的协同。总体上，可以在“战略—结构—功能”内容框架下构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

二、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建设的战略原则

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逻辑层面，一是注重应急响应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局部与

整体关系处理。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隶属于涵盖风险管理、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恢复管理内容的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而后者更是脱离不开国家应急管理制度架构与运作过程。如此，新发传染病应

急响应体系建设是整体应急管理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而相关体系建设亦应当充分考量宏观应急管理和

国家治理体系特征。二是承认实践先导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体系建设理论思考。中国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

实践丰富，“非典”“甲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积累了大量经验，亦反映出不少应急响应体系的弊端，

相对实践先导而言，基于本土情境和话语的知识生产有必要与之形成呼应，通过经验总结与制度反思为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提供支撑。三是充分汲取灾害社会科学知识成果。灾害社会科学的发展壮

大带来了有关应急管理的知识生产，并且在应急管理实践中得到部分应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

设亦应秉持多学科对话与合作，吸收来自应急管理学术共同体的相关研究成果以优化制度设计。具体地，

a薛澜、曾光：《防控“甲流”：中国内地甲型 H1N1 流感应对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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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在战略原则层面应当考虑以下方面。

（一）事前组织分工原则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有序性、规范性是建立在事前阶段的制度建构基础之上，依据典型新发传染

病疫情案例的应对实践和风险情境建构，获得新发传染病疫情应对过程所涉及的功能图景并形成应急响

应功能需要，依照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主体格局及部门职能形成相应的组织分工谱系。当然，针对复杂和

关键应急功能还应当建立功能小组，明确主责部门和支持部门，做好事前的组织沟通与演练，确保组织

分工与部门协同的有效性。

（二）属地责能统一原则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依循事件分级与属地能力之间的统一，在明确属地作为“第一响应人”责任的

同时，还应当为其配备或培育处置相应等级的新发传染病疫情所需的资源与能力。同时，在属地应急响

应能力层面做好评估、更新与强化，确保属地政府能及时有效履行应急响应职责，保障应急响应府际应

然模式的实现。

（三）应急管理内核原则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过程实际是串联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应对的过程，新发传染病疫情作为特定公

共卫生事件，其应对应当注重全灾种综合应急管理运行原理、话语、架构等基础内核的应用。不应以公

共卫生特殊性来取代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运作规律，应吸纳应急管理体系普遍有效的运行方式，借鉴发

挥全灾种应急管理的经验与优势，将其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运作内核之一。

（四）一致性原则

新发传染病应急管理所普遍采取的疫情防治、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对口支援等工作方式是具有本

土生命力的有效方式，应当将此类工作方式进一步提炼总结，形成新发传染病应急管理乃至整个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的内部基础架构，并且要深化到应急响应体制中的各级政府与部门甚至社会组织，确保从中

央到地方、基层甚至到对口支援队伍的组织架构与功能设置中能够体现出一致性，而这应被制度化为应

急预案与相关法规。

（五）弹性原则

应急响应面临不确定情境而需要透过权变方式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进行主动适应、弹性适应，以一致

性原则作为规范化基础，依据公共卫生发生情境差异性，实现应急响应结构扩张与功能调整。a 在地方

公共卫生应对处置中，应在强化本地风险属性与能力资源条件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事前制度建设，鼓励

地方在应对新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弹性适应与创新思维。

（六）准备原则

应急响应能力的培育是常态期新发传染病应急管理体系的工作重点，透过风险评估、应急资源与能

力评估来确立应急响应能力提升的基本方向，以有针对性地补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资源储备与管理、

应急处置队伍调动、应急科技支撑、应急财政支持等工作，积极开展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各类演练。

（七）共治原则

从中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生的突发事件影响来看，新发传染病疫情对于社会秩序与功能中断性影

响最大，其应急响应的动员幅度、范围、投入亦最大。新发传染病的应对迫切需要社会、市场、家庭、

个人的广泛参与，形成应急响应共同体，在事前准备与事后学习之中，应当突出对社会参与应急响应体

系的内容、方式、能力培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八）紧急扩权原则

新发传染病风险隐藏性高、扩散性强、决策时间压力大，应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决策中赋予

a J. R. Brouillette, E. L. Quarantelli,“Types of Patterned Variation in Bureaucratic Adaptations to Organizational Stres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41, 1971, pp.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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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权限，突出科学理性分析在形塑秩序和权力中的核心地位，确保科学分析和发现对于应急响应决策

权威的影响力，缩短行政或政治决策的流程，赋予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构紧急扩权地位。

（九）顶格响应原则

新发传染病风险不确定强，现有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预案体系对于事件分级过多、过繁，在地方基层

政府层面，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处置应当简化事件预警和响应分级，对本地或输入性新发传染病应立即启

动响应并直接向上报告，吸纳新兴技术支持并减少人为干预空间，甚至在缺乏结论性风险评估结果之前，

以非结论性评估作为响应依据，防止由于预警分级体系的纷繁复杂与人为因素而贻误应急响应最佳战

机，随着公共卫生风险事态的变化亦可下调响应等级或终止响应。

（十）制度学习原则

新发传染病疫情蔓延是深度不确定性风险演化的非常态公共危机，大量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组织临

机应对决策与响应行为，亟待通过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过程的组织学习，以反思现有应急响应体系缺陷，

并将相关事件处置过程的经验与教训转化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制度成果。

三、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以联防联控作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体制结构基础

已有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在应对常规突发事件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新发传染病疫情应该被定位为重大

风险和非常规突发事件，总结联防联控实践经验，借鉴应急指挥系统的运行规则，进一步规范新发传染

病应急响应体制的内部结构。从“甲流”应对到“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国所普遍采取的联防联控即

是在较大范围内串联不同主体进行应急合作，以中央疫情领导小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各级指挥

部为临时性综合协调机构，随着疫情响应终止，相关协调指挥机构亦会停止运作。应当使联防联控走向

机构常设化并采取首长负责制，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中进行功能延展，将其作为一种标准化组织

结构规范应用于整个应急响应体系建设之中。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基本结构应当至少由综合协调、预

案编制管理、应急处置、后勤保障、舆论宣传、社会联动要素构成，在各地各级启动响应时期必须以标

准规范组织架构为基础，并结合地区与疫情特殊情境形成内部机构安排，保障各级各类应急响应工作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在常态期加强制度建设，联防联控结构内部各小组分别做好相应应急准备工作，疫情

发生时依据需要对相应小组进行结构扩张和重组，还要进一步理顺不同层级应急响应组织结构关系，确

保中央与地方各级联防联控结构之间的合理分工与有序转换。

（二）以专业疫情防治作为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的机制功能图景

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的结构基础使其并不能够形成更为专业和针对性的处置，当前很多地方公

共卫生应急预案亦只设计到结构安排层面，但不同类型突发事件有其特殊性，需要更进一步从专业领域

应急管理角度加以完善。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应当充分吸纳疫情防治功能特点，形成以“联防联控 + 专

业防治”为主体的应急响应体系。在具体功能上至少应该包括：社区脆弱性识别，包括对疫病易感群体、

流动人口、重点场所的掌握；疫情应急响应分级及标准化运作，简化新发传染病疫情分级标准，明确相

应的响应操作措施、规范与流程；疫情及时发布与沟通，统一发布疫情公共信息与预警，及时回应各类

公众关切；疫情信息共享，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强化疫情监测、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医疗资源与人力

储备、调动程序及管理更新，明确医疗资源与人力的储备状况、水平及调动程序，及时更新相关资源，

做好医疗物资使用后处理；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确立超常规防疫医疗需求情形下的区域间互助支援的

基本程序及运行保障措施；应急响应人员安全与健康保护，提高应急响应者的安全防控意识、能力、操

作规范及相关资源保障；诊断治疗指导与流行病学调查，以卫生医疗专业为基础进行病患治疗与流行病

学调查；社会资源合作，确定社会组织与单体化志愿参与的合作方向、方式并保障其自身安全；公共卫

生事件社会救助，有效识别新发传染病引致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需要，整合部门资源与政策，实施新发传

染病疫情社会救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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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遍建立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专项预案

在现有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框架下，新发传染病作为重大传染病，与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

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事件合并进行预案编制与管理，但公共卫生事件种类繁多，难以突出新发传染病管

理的特殊性。同时，应急预案普遍被定位成类法规文本而缺乏操作性和实用性，a 这共同导致新发传染

病应急响应的“空心化”。为此，应当普遍建立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专项预案，在专项预案的定位上应

当侧重于操作性与实用性。首先要明晰新发传染病专项预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关系，专项预案应是以相关法律为基础而形成的政策指导及处置主体运

行规则，府际间的专项应急预案亦存在差异性。b 其次是要充分开展风险评估与应急资源调查以形成专

项预案，评估本地疫情风险及影响，掌握本地应急响应资源的“底数”及调动程序，将新发传染病应急

响应专项预案真正与应急响应专业处置实践相结合。最后是要做好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专项预案内容架

构的操作化，如强化联防联控组织结构安排，有针对性梳理疫情防治的各类环节和需要，通过事前组织

与部门沟通来编制各类应急功能小组职责，进一步将应急响应功能与部门职责落实、落细。此外，针对

重大疫情还应当做好扩大响应与区域协同响应。

（四）推动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制的府际关系变革

走向系统化、制度化运行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趋向，而以“联

防联控 + 疫情防治”为主体的运行架构仍嵌壤在政治—行政体系之中，为更好发挥制度效能，还应当做

好应急响应的府际关系改革配套支撑。其一是要做好纵向府际应急响应分工与协同配合。合理分配中央

与地方政府应急响应职责，中央政府应当承担起巨灾性、跨区域性以及因地方能力短缺而难以承担的应

急管理事务。积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并建立责任关联机制，在建立强化属地原则的责权体系的同时，

还应支持指导地方开展新发传染病应对能力培育。其二是要强化制度化权威来推进横向府际合作。同步

提升地方政府新发传染病应急管理机构的职务权威和组织权威，在由地方首长负责的应急机构基础上，

再以一系列制度化手段使相关应急管理机构拥有稳定、有效的协调与管理权威，保障常态期新发传染病

应急管理工作的有序展开。

（五）落实应急准备以夯实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能力

从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迁来看，从政府应急办模式的应急管理走向实体化综合应急管理的变化，体

现出应急管理力量“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调整过程。新发传染病应急响应体系根植于公共卫生管

理体系，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关键，但在应急准备层面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应当从人力资源体系、

储备体系、科技支撑体系、财政保障体系、能力评估与提升等方面综合发力、夯实基础。一是要充实各

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人员队伍，大力培养卫生应急人才，完善提升卫生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知识结构与专

业化水平。二是要在国家储备制度架构下建立健全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确保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

体系科学有序运转。三是要引入科技支撑体系增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方式与思维纳入应急响应决策和处置过程。四是注重加大公共卫生财政投入，建立对公共卫生应急

响应体系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五是要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组织能力动态评估体系，针对重大新发传

染病风险源、影响及应对能力开展综合评估与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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