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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韧性城市理论在各国城市规划和管理领域 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上海市浦东新区正在规划建设全球城市的核心城 

区，安全是全球城 市建设的基本保障和重要 目标。通过对浦 东新 区城 市特征及 面 临安全 问题的分析 ，结合上 海城市 总体规 划 

纲要 ．构建 了以城 市综合防御体 系和社会应对体 系建设 为核 心 的浦 东新 区城 市安全 与综合 防灾 系统框 架 ，在 此基础 上，提 出 

了核心安全 带、强韧性城市基础设施 系统和智 能化社会应对体 系的规 划恩路 和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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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安全不仅取决于城市 自然环境 ，还与城市 

物理系统和城市社 会系统密切 相关。城 市的脆弱 

性程度直接影响城市安全状态 。一个安 全的城市 

是既能有效防御和减轻灾害事故 的发生 ，又能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及时应对 、灾害发生后快速恢复 的强 

韧性城市。本研究 以风 险管理 理论和 韧性 城市理 

论为指导 ，结合浦东新 区建设全球城市 核心城 区的 

2035远景规划，对浦东新区城市安全和综合防灾系 

统规划进行研究。 

1 风险城市和韧性城市理论 

1．1 风 险管理 理论 和风 险放 大效 应 

风险管理 的核心是从原有 的 以灾 害应 急为 中 

心的灾害应对体制 向灾害预防、灾害减 轻的全过程 

风险管理转变 ，并且实现从单一灾害应 对模式转化 

为全灾害风险管理模式。城 市是一个 由外显 的建 

筑设施 、内隐的生命 线工程 、活动其 中的人 、经济行 

为共同构建 的关联 系统。而伴 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 

大 ，不同系统之 间的相互依赖性 就越来越强 ，一旦 

其中某一个系统受到了损害，就会使得其关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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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影响 ，扩大灾 害损失 ，甚至造成 整个 城市系统 

的瘫痪和崩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电力系统 ，一 

旦电力设施设备发生大规模故 障，那么可能首先会 

影响交通运输、通信通讯，乃至引起连锁反应，影响 

到更多的经济系统 、生命支持系统。城市灾害风险 

取决于城市 自然状况、城市系统的脆弱性和灾害风 

险的暴露性 ，而气候变化增加了未来灾害风险的不 

确定性 ，贫 困和环境 退化将导致城市脆 弱性增加 、 

而缺乏规划的发展将大大增加城 市社会 灾害风险 

的暴露性 。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 城市灾害风 

险的放大 。 

系统防御 的优点在于每个 系统各条线 的运营 

链条 、技术标准 、责任部门非常清晰 ，缺点是对 于灾 

害的认知过于单一 ，忽视 了灾害爆发时的综合破坏 

力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城市规划 ，则需要关注城 

市体系的相互关联性 ，以系统化 的方式分析评估风 

险，降低城市脆弱性 和灾 害风险 的暴露度 ，提高防 

御灾害的能力 ，以确保城市社会远离风险。 

1．2 韧性城 市理论和规划实践 

1．2．1 韧性城市理论 

韧性城市理论来源于物理学 的韧性(resilience) 

概念 ，由生态学家 Holling引入 ，并 且扩展到生态 

系统研究之外 ，已经成 为不 同学科研究 内容，包括 

自然灾害和风险管理、气候变化适应、工程以及规 

划。面对环境、社会经济不确定性 和风 险，“韧性 ” 

也成为了城市规划建设 和发展的核心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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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韧性 的概念 ，不 同的学 者有不 同的理解 ， 

从最初的生态恢复 ，到和城市硬件建设相结合的工 

程韧性 ，再到经济社会 的韧 性 ，融合 经济和社会 

影响的韧性理解是 目前 学术界 的主 流 。这种视 

野下 的“有韧性 的城市”，是指在外界干扰下能够采 

取灵活的应对措施 ，保存 自己 ，保持发展的活力 ，吸 

引资源集聚 ，通过社会 系统 的 自组织学 习，避免潜 

在损失 ，应对挑战和变化。Ahern 将韧性城市的特 

征概括为五点 ：1)多功能性 ，强调城市功能 的混合 

和叠加；2)冗余度和模块化，强调在时空上分散风 

险 ；3)生态和社会的多样性 ；4)多尺度的网络连结 ； 

5)有适应能力的规划和设计。总体而言 ，韧性 的基 

本含义是面对外 界的 冲击 ，能够有效缓解 其影响 ， 

维 持 其 主 要 功 能 的 运 转 ，并 能 迅 速 从 危 机 中 

恢复 。 

1．2．2 韧性城市理念在国外的实践 

国际上已有相关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设 ，但多 以 

发达国家为主且具有较强 的地方特点 ，如美 国纽约 

的《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英国伦敦的《管 

理风险和增强韧性》和 日本 的《强韧 化 国土计 

划》等 ⋯ 。 

美国纽约《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 

从对整体气候变化 的分析人手 ，分析了影响纽约安 

全的海平面上升、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列举了包 

括海岸线防护 、建筑 、经济恢复 、社 区防灾 预警 、环 

境修复等在 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及人居 环境建设详 

细的行动计划 ，并给予资金保障。 

英国伦敦《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 13 3则要求建 

设韧性城市需 要 ：1)明确潜在灾害 ；2)设立韧性 目 

标 ；3)实施项 目；4)定期评估更新项 目和 目标 。伦 

敦明确提 出韧性伦敦 ，核心是要评估 伦敦可能要 

发生的重大灾害事故风险 的应对能力 和措施 ，当重 

大事故发生 时 ，城 市可 以适应 承受 和快 速决 策响 

应 ．减少损失。 

日本将 “强 韧化 国土”概念分解 为 4个基本 目 

标  ̈：1)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生命；2)保障国家及 

社会重要功能不受致命 损害并能继续运作 ；3)保证 

国民财产与公共设施受灾最小化；4)迅速恢复的 

能力。 

1．2．3 我国城市防灾规划理论与实践 

我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法 

律法规中，都强调了规划需要考虑到公共安全 的需 

要 ，需要编制防灾规划。但是 防灾规 划更多停 留在 

单灾种如人防和防震 ，城市多灾种综 合防灾规划有 

一 定 的探 索，但 没 有形成 规 范 。而 从 “韧 性 城 

市”的视角 ，基础设施布局 、冗余度 和承载力 ，人 口 

和经济活动的分布 、流动和脆弱性 ，避难场所 的布 

局 ，具有危险性设施设备 的布局等都会影响到城市 

面对灾害时的承受能力和恢 复能力 ，这些也都应该 

要纳入防灾规划 的考量范 围。有学者提 出需要 结 

合韧性城市的理念，从_T程技术、空间防御和社会 

治理层面进行综合防灾规划 。 

1．3 浦东新区城市灾害风险特征 

浦东新区沿 江滨海 ，区域 面积大 ，土地利用 复 

杂 ，人 口分布不均 ，产业功能布局集 中，是 由多个 特 

殊功能区域构成 的超复杂城市 系统。不 同功 能区 

域具有各 自的风险特征，特别是当人流物流的集 聚 

和危险源叠加时 ，城市风险将可能进一步放大。综 

合分析浦东新区 自然环境 、城市发展状况 以及历 史 

灾害特征 ，浦 东新区主要面临气象灾害、地质灾害 、 

地震 、火灾事故 、危险化学 品事故 、交通事故 、环 境 

污染事故 、传染性疾病 、食品安全事故 、动植物疫情 

事件 、恐怖袭 击事件 、群体性事件 等灾害风险。这 

些灾害风险将可能不 同程度 引发城市积水 、洪涝 、 

交通瘫痪、大面积停电、房屋损毁、通信中断、人员 

疏散和救援困难 、大面积感染 、社会秩序混乱 、人 员 

伤亡等城市安全问题 ，极端灾害事故将可能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浦东新 区城市安全运行 

造成严重影响。 

2 规 划建 设全 球卓 越 安全 城 区——安全 

浦东 

2．1 安全浦东的建设 目标和规划任务 

浦东新 区正在规划建设全球城市核心城区，安 

全是其基本保 障和重要 目标。基于风险管理 和韧 

性城市理论视 角 ，借鉴东 京、纽 约等 国际安全城 市 

规划和建设经 验 ，结合上海 城市总体规 划纲要 ，研 

究提出浦东新 区城市安全和综合 防灾系统建设 的 

总体 目标 ： 

从提高城市 工程防御能力 和社 会应对能力 战 

略视角进行城市安全规划与建设 ，争取到 2035年将 

浦东新 区建成具有 国内领先 、世界先进水平的全球 

安全城 区。以打造全球 安全城 区为总 目标 ，将城市 

安全与综合防灾系统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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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市综合防御体系和新 区社会 应对体 系为 内 

容 ，努力将浦东新 区建设成为既能有效 防御和减轻 

灾害事故的发生 ，又 能在 突发事 件发 生 时及 时应 

对 、灾害发生后快速恢复的强韧性的“安全浦东”。 

“安全 、舒适 、便捷 ”是城 市发展 的 目标。安全 

城市的重要 目标任务为 ：“减轻城市灾 害风 险的危 

险性 、降低城市承灾体 的易损性 (脆弱性 )、提 高城 

市 的自适性 、提高城市的可恢复性”，具体表现为城 

市系统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 ，即 

便在遭受重特大 自然灾 害或突发事件后 ，城市不应 

瘫痪或脆性 破坏，部分设施 可能受到破 坏，但城 市 

能够承担足够的破坏后果 ，具备较强 的 自我恢 复和 

修复功能，能快速地从灾难 中恢复。因此 ，在 全球 

气候变化的自然环境 和事故灾害多发的背景下 ，城 

市安全和综 合防灾系统建设应该 以韧性能力建设 

为主线 ，通过加强城市抵御灾 害能力建设和城市社 

会应对灾害能力建设 ，提升城市系统综合预防灾害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图 1)。 

基于此 ，浦东新区城市安全和综合防灾系统规 

划任务聚焦于下列八个方面的能力建设 ： 

(1)强韧性城市基础设施——确保城市基本功 

能安全运行 ； 

(2)高安全房屋建筑体系——确保房屋建筑不 

易遭受灾害损毁 ； 

(3)最优化重点区域规划——有效减少事故灾 

害及其影响 ； 

(4)全覆盖安全保 障设施——确保特大灾害时 

安全避灾 、快速救助； 

(5)智能化综合防灾系统——智能化的应急指 

挥和决策辅助 ，科学决策 ； 

(6)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实施快速有效 的 

救援和应急处置 ； 

图 1 浦东新区城 市安全 与综合 防灾 系统构建框图 

图片来源 ：作 者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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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多层次应急管理体制—— 多层次网络化管 

理 ，确保管理责任全覆盖； 

(8)多元化安全治理体 系——多元 参与 、社会 

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 

2．2 聚集核心区域安全规划与建设 

浦东新区城市安 全 孑综 合防灾 系统的构建关 

注风险管理的全灾害 和伞过程 ，在韧性城市的理念 

融人城市硬件规划 和软件建设中，将浦东新 作 为 

一 个整体实施安 规 划，尽可 能分散风 险，增加生 

态和 I：会的多样性 特别关注城市功 能叠 加区域 

的安全，通过增加重点 域 的安全性来带动全区的 

安全建设。 

浦东新区集金融 、贸易、科技 、加工制造 、旅游度 

假 、航空航运等多种功能为一体，是一个超复杂的城 

市系统 ，核心区域的安全问题和矛盾尤 为突f 根据 

风险管理标准 ”，在对城市风险进行分析排序的基 

础 ，需要确定I父L险管理优先等级，通过风险减缓 、风 

险控制、风险转移等管理方法 ，有效降低风险等级 ，减 

少灾害事故及其造成的损失。因此，风险管理理论视 

角下的城市安全规划，需要建立整体规划观，将分散 

在不同专项规划 、不同安全管理职能部门中的职责分 

T进行统筹考虑，关注核心 域的功能卺加和风险叠 

加的重合，聚焦核心安全地带的规划和建设 ，以建设 

核心安全区域为规划重点，有效降低城市风险等级 ， 

提升安全管理的效果。 

本研究在对新 区灾害风险特 、脆弱性 、及空 

间特 分析基础 上，提 m核心 安 全地带 的规 划思 

路 ，即率先对重要地段 和核心区域进行 安全规划 ， 

确保核心 域的安全，在此基础上 ，以点带 面，全面 

辐射，全方位规划 建设安全浦 东。因此 ，提 f“了浦 

东新f义=需要重点规划建设人流密集重要通道 、滨江 

商 务文化休 闲、新 型城镇综合 治理 、南北 创新产业 

发展 、东部沿海物流生 态等五条核心安 全带 ，以及 

高桥转型发展区域 、临港物流仓储 域二个重要安 

全 ，即聚焦 “五带二区”的区域安全规 划建设 ，如 

图 2所 示 ． 

3 综合防御体系建设 

韧性城市 建设要 求在灾害来临时 能够有强韧 

性的基础设施以有效抵御灾害风险，不扩 大灾害 的 

影响；并且通 过分散风险 、建构多尺度 的网络连结 

体系，在处置灾害时，能够 迅速恢复城 市的基本功 

图 2 浦东新区核心区域安全规划示意图 

图片来源 ：作者 自绘 

能。本规划研究以建设强 切性城市设 施为主要任 

务 ，探讨浦东新 区重 大设施布局和规模 ，重点就防 

汛排涝系统 、危 险化学 晶产业及 没施 、消防及救援 

系统 、避难场所等提 “{了适合未来浦东新 发展的 

规划思路和政策建议 。 

3．1 建设 高标准防汛排涝系统 

水灾是浦东面临的最大的 自然灾害风险之一， 

洪涝灾害将会影 响城 市各 系统 的运行 。韧性城 市 

理念下的 防汛规划 ，关注 域 整体排涝 能 力的提 

升 ，而非局部的修补。 

浦东新 区建设“高标准防汛排涝系统”，一是需 

要把河道水网恢 复、海绵城市建设 、雨水管 网设计、 

地下大型蓄水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二是通过海绵城 

市建设。充分合理 利用水资源 ，保 障上海城市水安 

全 ；i是提高 防汛排 洪设施建设标准 ，科学规划防 

汛排涝没施 ，减轻极 端气候条件下城市 内涝 问题， 

确保重要区域 、重要设施 的防洪排涝安全 ；四是利 

用沿江沿海低洼地建设 湿地 、林地结合的水绿转换 

区，生态景观湿地与抗洪 防汛功能相结合。防汛总 

体规划参 图3。 

3．2 科学管理与优化布局危险化 学品产业及设施 

天津港“8·12”瑞海公 司危险化学品仓库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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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浦东新 区防汛综合规划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 者 自绘 

重大火灾爆 炸事 故和广东深圳光 明新 区渣土受纳 

场“l2·20”特别重大滑坡 事故 ，说明城市安全规划 

和风险管理一旦缺失 ，城市社会风险将被放大。浦 

东新区是危险化学品生产 、存贮 、使用 、运输 的重要 

地区，同时，也是上海重要的垃圾和同体废弃物中 

转处置场所。因此，加强对危 险化学品和固体废弃 

物生产 、存储 、运输等科学管理和优化布局 ，减少灾 

害事故 发生 ，确 保浦东 新 区危 险化 学 品产业 安全 

运行。 

首先需要完善现有垃圾处置设施 的安全管理 ， 

对已经封场的老港填埋场 1— 3期和仍在使用的黎 

明填埋场加强设施周边气体排放 、液体渗漏和水质 

的环境监测，并有效收集 和处理填埋地 区产生物。 

对老港再生能源利用 中心 、黎明垃圾焚烧厂和御桥 

垃圾焚烧厂三处垃圾 焚烧厂 ，需要规范相关的管理 

制度 、操作流 程，加 强生 活垃 圾处 理设施 臭气 、尾 

气 、飞灰等 的二次污染控 制项 目技术升级 ，提升生 

活垃圾能源利用率和转化率。 

其次针对区 内危 险化学 品重点单位分布较 为 

分散的特征 ，需要通过合理规划布局，有效管理 ，以 

减少对周边人群 的影响。同时，新规划 的危险化学 

品园区应该避 开低洼地区和易受海潮 、江潮 、内涝 

影响的地区，以避免因严 重积水而导致危化物品的 

泄漏事故。在浦东新 区沿海地区规划建设危化 品 

运输专用通道 ，连接各大工业 园区，提高危化 品运 

输安全水平。 

3．3 构建全覆盖的消防设施 

火灾是浦东新区常见 的事故灾害之一，如果叠 

加危险源或脆弱性 区域 ，将造成更大危害。浦东新 

区既有高楼林立 的陆家嘴金融城 ，又有居住、商 贸 

密集的中心城区，也有较大规模 的老旧房屋及农 村 

自建房屋 ，现代城市形态与低端生产生活状态相互 

交织。同时，浦东新 区的城市功 能相对复杂 ，既 有 

金桥、高桥等工业和危险品区，又有临港、机场等物 

流和贸易区，也有 国际旅 游度假区等人流集 聚区。 

这些城市特征都加大了火灾风险，而复杂 的城市 空 

间结构也增加了应急救援 的难度，更需要有适应能 

力的规划来降低风险。 

对照《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 51080—20l5) 

标准 ，浦东新 区存在消 防站 数量 不足 、消防救援 活 

动相对单一等 问题 。为了确保浦东新 区实施快 速 

有效的应急救援 ，根据各区域人 口密度和消防服务 

面积 ，在现有 24座消防站的基础上，建议新增 49座 

消防站。此 外，在 陆家嘴、高桥 、机场 、临港等重 点 

地 区，针对不同的房屋结构 、产业特征 ，设立应对 高 

层建筑火灾、危险化学品爆燃 等不同类型火灾事故 

的专业消防站。 

针对浦东新区高层集 中分布的特征 ，应根据不 

同高层建筑的特点 ，制定火灾发生时 的灭火措施 、 

供水方式 、抢救被困人员和输运贵重物资的通道或 

方式等应急救援方案，包括考虑高层建筑顶层停机 

坪的建设 ，以配合消防直升机高空灭火和救援 。同 

时，在消防规划中，需要结合各功能分 区规划，提升 

消防队伍在水上 、地下 、化工等方 面救援 的特种 应 

急装备、人员的配备，提高消防队伍的综合应急救 

援能力。 

3．4 构建三级避难场所网络系统 

避难场所 的合理分布、避难 道路的疏通连结 ， 

是城市安全的重要保 障，是城市韧性 的重要体现 。 

本研究通过分析浦东新 区面临 的灾 害趋势 以及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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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场所现状 ，提出将避雌场 所全覆盖 和安全管理 

元最点 局相结 合，科学 规划 、规 范建 设浦东新 

避难场所。 
‘

先结合浦东新 基层 应急管川! 元建设 ，对 

于币嘤的市 、 级基层应急管理单元 以及人流密集 

等重 域 ，特别针埘 陆家嘴区域 、 际旅游度 似 

区和浦东机场 、规划 j：海铁路 东站等人流密集的情 

况 ．规划建设 I类避难场所 为此 ，选择 世纪公 、 

迪 f 』 、东站铁路楸 纽 、森 绿地 、源 深休育 巾心 、 

临港 6处作为 l类成急避难场地 ，确保浦东新区 

可能巡受重大灾害 扛敝时长时间大规模避难之门Jll 

j 次每个街镇至 少规划建 没 1个 Ⅱ类避难场 

所。 时 冉针对 世博 、愉港 、张 江 、高侨 、老港 等物 

流 、人流和危化品集 聚的情 况，选择 陆家嘴 lf】心绿 

地 、后滩公 、滨汀森林公同 、老港郊野公同等地符 

建设一个 Ⅱ类 急避 难场地 ，共规划建没 Ⅱ类避 难 

场所 39处(图4) 满 足就近避难 、科学避难之需 ． 

此外 ，各街镇需要根据实际人 口、建筑 、空地 分 

布情况 ，规划建设符 f：个 Ⅲ类应急避难场 地，用 丁 

本街镇的紧急避难 、 

4 社 会应对体 系建设 

完 善的基础设施 是建 没韧性城 『1 的基础 ，但 

会应x,j-rJ~力的全面提升才能使浦尔新 建没成 为 

球安令城市 韧性城 市要求面对 灾害能够快速 

恢复 ，整个社会的能 力秆I意识 的挺高足降低灾害风 

险、提丁卜经济社会韧性 的保障。社会应对体系建 没 

强调防灾软实力的构建 ，尤其 以大数据综合防灾平 

台为基础的智能化安 全管理建设，以及能确保不I州 

部¨ 、不同管理主体能有效地开展心急符理T作 多 

层次的心急管理机制建设为核心 

4．1 构建智 能化城 市安 全 与防 灾 系统 

城 市安全管理一 方面涉及到多层 次多领域 的 

数据信息，既包括传统的各类基础统训‘信息和灾害 

管理信息，也包括 日常生活 中被 动十成 、自动化收 

集 、町 持 续 分 析 的 各 种 即 时 数 据 ，也 即 “大 数 

据” ， 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 动纲要》巾，提 

“将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的重要 手段 ， 

通过高效采集 、有效整 合、深化应川政 府数据和礼 

会数据 ．提升政 府决策和风 险防范水平 ，提高社会 

治理 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另一方 面，也需要 实现 

对数据信息 的智慧 处理 ，通过智能 化 手段 ，确保 

图4 浦东新区避难场所规划示意图 

图片来源 ：作者 自绘 

安全管理过程 rfl，政府 、爷 会和1市民能 做ff| 加明 

智的、快速有效的决策 币̈行动、 

城m安全与综 合防灾智慧 系统是政府 急 管 

理建没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基本功能 _F使不同管 

理部门和管理人 员能红一个平台 上有效一致地 开 

展应急管理 一r：作 智慧 系统 仅将应急管理各项 

内容有效集成，更重要 的是将 不同管删层级 、部  ̈

之间有效链接 ，能有效实施心急联动和指挥决策支 

持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集情报信息、分 析 

评估 、监测预警 、应急指挥 、快速处置为一俸的浦 东 

新区智能化城f订安全与综 合防灾系统 ，将 l】常管理 

(预案管理和生成 、资源管理 、风险评估 、情景模拟 ) 

和突发事件 动态 管理 与应急 处置(监测预报 、预测 

预警 、决策指挥 、应急联动 )等决策辅助功能融为一 

体，使不 层级 、小同职能 部门在统一 的智能 系统 

下有效开展 |1 作 ，以实现浦 东新 常态化的城 市安 

全与综合防灾管理 、紧急状态下的智 能化应急管理 

的统一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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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浦东新区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智慧系统示意图 

图片来源 ：作者 自绘 

4．2 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城市安全涉及城市的各个 系统 ，综合 防灾智慧 

系统建设 的宗 旨是通过智能化系统 ，打破各利益相 

关主体管理上的壁垒 ，通过更透彻 的感知 、更 广泛 

的互联互通 、更深入 的智能化 ，达到城市安全 管理 

的“深度整合 、协同运作 、智能服务”。然而 ，目前浦 

东新 区的应 急管理体 系主要 是以职能部 门为主体 

的专业管理和以街 镇为主体 的属地管理 的“井”字 

形管理体系。这种常态化的公共管理模式无法适 

应城市迅速发展、灾 害影响 日益复杂的应急管理现 

状。尤其是浦东新区，地域辽阔，城市组成错综复 

杂 ，不仅 由大量 的基 础设 施和重要设 施构成 ，也 是 

由不同功能单元 、特殊 区域构成 的相互 叠加、相互 

影响的城市复杂系统 。 

本研究提出了构建以浦东机场 、自贸 区等市级 

基层应急管理单元，陆家嘴、高桥等区级基层应急 

管理单元和重要 区域为主要管理对象 ，以此辐射链 

接各相邻街镇或村居委社 区、学校 、企事业单位 的 

多层级安全管理单元体系，在此基础上将浦东新区 

应急 、公安、消 防、卫生 、安 监、交通 、民政 、教育 、气 

象、新闻宣传等职能部门、各开发区、街镇等既有应 

急处置联动单位构建的应急联动立体式网络体系， 

通过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智慧系统有效 连接 ，以此 

构建浦东 新 区横 向到边 (街 镇全覆盖 )，纵 向到底 

(专业全到位 )、重点突出(核心单元化 )、社 区托底 

的相互交汇，多层次、立体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 

浦东新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 

5 结语 

城市安全管理不仅仅是对已经发生 的灾害进 

行处置和管理 ，更重要 的是在发展过程 中预防和避 

免产生风险和累积风 险。浦东新区 2035城市安全 

与综合防灾 系统规 划将 在建设全 球城市核心城 区 

的总体目标下，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以风险管理和 

韧性城市理论为指导 ，在综合防御体系和社会应对 

体系两方面，全 面规划 ，整体发展。首先聚焦重点 

核心区域 的风险叠加效应 ，重点规划 ，确保城市的 

核心区域和重要功能安全运行 ；其次 ，综合提升城 

市“韧性”为规划理念和建设 目标，系统规划、高标 

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防灾系统 ，有效防御 和减轻 

灾害事故的发生；再者，构建“更透彻的感知、更广 

泛的互联互通、更深入 的智能化 ”的城市智能防灾 

系统，提升城市复杂系统的深度整合和互联互通能 

力 ；最后 ，建立多层次 、立体化、多元 主体协 同治理 

体系 ，提升城市社会预防和应对灾害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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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 Securi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silience Theory：A Case of Pudong New Area 

District，Shanghai 

TENG Wuxiao，LUO Xiang，WAN Beilei，MAO Yuanyuan 

【Abstract】Urban Resilience Theory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Pudong 

New Area District， Shanghai， is aiming at building into the core area of the global city， which would look upon safety as the 

c0rnerst0ne and constructing goa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security problems of Pudong，this paper has designed an 

urban securi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for Pudong，which regards urban comprehensive defense system and social response 

svstem as core parts． Besides，combin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Outline of Shanghai Master Plan(2015—2035)”，an integrated 

planning outline and a set of practical strategies，such as core security management belts，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intelligent 

social response system ，is carefully and innovationally designed． 

【Keywords】Resilient Cities；Urban Security；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Intelligent System；Shanghai Pu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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