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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

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

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

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

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

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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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自然灾害情况和救援救灾工作情况，为灾害防范救援救灾

等应急管理工作和其他有关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及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制定本制度。

（二）统计范围。

1．本制度以乡（镇、街道）为统计单位，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为上报单位。

原则上乡（镇、街道）灾情报送人员为乡（镇、街道）政府（办）负责应急管理相关工作人员，

行政村（社区）灾情报送人员为行政村“两委”成员、村（社区）灾害信息员，农场、林场等单

位灾情报送人员为本单位工作人员。

2．本制度所称的自然灾害是指洪涝、干旱等水旱灾害，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沙尘

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

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对于包括亚灾种（见附录“灾害种类术语解释”）的自然灾害，县级应

急管理部门以及相关涉灾部门须填报亚灾种；地（市）级和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涉灾部门须

填报一级灾种；同一灾害过程中多灾种并发时，以主要灾种为准。

（三）调查内容。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间、灾害种类、受灾范围、灾害造成的损失以及救灾

工作开展情况和受灾人员冬春救助情况，统计范围包括本级行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

以及农垦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华侨农场中的人员。

（四）调查方法。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采取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灾害发生初期，通过非全面

调查了解受灾地区的总体情况；在灾害基本稳定后或重特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期结束后，采用全

面调查法对受灾地区进行逐一调查并核定统计数据。

（五）组织实施。

1．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工作由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和管理，相关涉灾部门（行业）须

按照本制度要求提供本部门（行业）的灾情及其他相关数据，并接受同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

导。

2．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涉灾部门开展自然灾害情况统计报送工作，必须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本制度的规定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漏报、迟报，不得伪造和

篡改，必须严格执行本制度中有关自然灾害统计报表表式、统计指标、报送要求等规定。

3．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自然灾害情况的汇总工作，组织开展阶段性灾情和重特大灾情的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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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工作，向国务院报告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向国家减灾委员会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统一

发布灾情。

4．针对启动国家救灾 IV级以上（含 IV 级）应急响应的重特大自然灾害以及灾情年报，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表（主表）、救灾工作情况统计表、因灾死亡失踪和倒

塌损坏住房一览表的填报，相关涉灾部门负责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表（附表）的填报，相关涉

灾部门须及时将数据共享至应急管理部门汇总。

5．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建立健全灾情核查制度。根据灾情情况，分级负责，派出核灾工

作组。针对启动省级救灾Ⅳ级以上（含Ⅳ级）应急响应的自然灾害，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须组织核

灾工作组赴灾区核查核定灾情。重特大灾害稳定后、每月底及每年底，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

与相关涉灾部门及时会商核定灾情。

6．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应按照本制度有关要求，使用国家自然灾害灾

情管理系统报送灾情。遇网络通信中断或灾区条件受限无法登录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等特

殊情况，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及新媒体等手段报送灾情，待通讯恢复正常后，应及时通过国

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补报。

7．通常情况下，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工作要严格按照本制度中的报表进行填报；对于启动国家

Ⅰ级救灾应急响应或国务院作出特殊要求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工作应按照《特

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制度》进行填报。

（六）报送要求。

1．自然灾害快报。

主要反映洪涝灾害，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山体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

灾害发生、发展和救援救灾工作情况。

对于未启动国家救灾 IV级以上（含 IV级）应急响应的一般灾害，填报表式须使用《自然灾

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附表（1-5）》

为选填表；对于启动国家救灾 IV级以上（含 IV级）应急响应的重特大灾害，填报表式须使用《自

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附表（1-5）》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

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

门负责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附表（1-5）》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

门填报。

造成人员死亡（含失踪）的，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需填写《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并

逐级上报；造成房屋倒塌损坏的，需填写《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并在核报阶段由县级应

急管理部门向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备。

同时，还应上报反映相关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文字说明。灾情文字说明应包括灾害发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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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过程、灾情特点、现场情景描述、趋势预测等内容。救灾工作文字说明应反映灾区人民政府

及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已采取的救援救灾措施，包括投入的应急力量、资金、物资和

装备等，以及灾区需求、面临困难、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内容。对于启动国家或地方应急响应的自

然灾害，须附反映灾害情况和救灾工作的照片（不少于 3张）。

（1）初报。

本行政区域内发生自然灾害后，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的 2小时内，将反映灾害

基本情况的主要指标向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含分乡镇数据），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

受灾人口、因灾死亡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地（市）级应急管理

部门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在 2小时内审核、汇总数据，并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数据）

向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应在 2小时内审核、汇

总数据，并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向应急管理部报告。

对于造成 10人以上（含 10人）死亡失踪等灾情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敏感灾害信息、可能引

发重大以上突发事件的信息、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灾害事件等，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

在灾害发生后 2小时内，同时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应急管理部。报告方式可通过电话、传真、

微信、短信或报灾系统等上报。接到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信息的指令，地方各级应急管理机构应

及时反馈情况。对具体情况暂不清楚的，应先报告事件概要情况，随后组织调查反馈详细情况。

原则上，电话反馈应在接到指令后 30分钟内完成，书面反馈（包括传真、微信、短信等方式）应

在接到指令后 1小时内完成。

（2）续报。

在灾情稳定前，省、地（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均须执行 24小时零报告制度。24小时零

报告制度是指在灾害发展过程中，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每 24小时须上报一次灾情和救援救灾工

作动态，即使数据没有变化也须上报，直至灾害过程结束。

（3）核报。

灾情稳定后，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并逐级上报。县

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在 5日内将经核定的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数据（含分乡镇数据）向地（市）级

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在 3日内审核、汇总数据，

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数据）向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

级报表后，应在 2日内审核、汇总数据，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

向应急管理部报告。

2．干旱灾害情况报告。

主要反映干旱灾害灾情的发生、发展情况。在旱情初露，且群众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县级

应急管理部门应及时会商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确定灾害发生情况，向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进行初报（含分乡镇数据），地（市）级、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逐级将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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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乡镇数据）上报至应急管理部。在灾害发展过程中，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至少每 10日续报一

次，灾害过程结束后及时核报。核报数据中各项指标均采用整个灾害过程中该指标的最大值。

对于未启动国家 IV 级以上应急响应的旱灾，填报表式须使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表》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附表（2）》为选填表；对于启

动国家 IV级以上应急响应的旱灾，填报表式须使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自然灾害

损失情况统计快报附表（2）》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2）》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填报。

同时，还应上报反映相关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文字说明。灾情文字说明应包括灾害背景、灾害

过程、灾情特点、现场情景描述、趋势预测等内容；救灾工作文字说明应反映灾区人民政府及应

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已采取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抗旱救灾工作等方面的各项措施，以及灾区需求、

面临困难、下一步工作安排等内容。对于启动国家或地方应急响应的，须附反映受旱情况和旱灾

救助工作的照片（不少于 3张）。

3．自然灾害情况年报。

主要反映全年（1月 1日—12月 31日）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及救灾工作情况。分为年

报初报和年报核报，分别在当年 10月份和下年 1月份上报，填报表式使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

计年报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附表（1-5）》《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并对已有的《因

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进行相应核定。其中，《自然灾害损失情

况统计年报表》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附表（1-5）》由

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填报。

（1）年报初报。

9月下旬开始，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初次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的灾情和

救灾工作数据，于 10月 15日前上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含分乡镇数据）。地（市）级应急

管理部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及时核查、汇总数据，于 10月 20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

分县数据）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应及时进行核查、

汇总数据，于 10月 2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上报应急管

理部。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开展年报初报填报之前应与本级相关涉灾部门进行会商。

（2）年报核报。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应在当年 12月下旬开始组织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

的灾情和救灾工作数据，于下年 1月 10日前上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含分乡镇数据）。地

（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及时核查、汇总数据，于 1月 1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

总数据（含分县数据）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于

1月 20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上报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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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情况报告。

统计冬令春荒期间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冬令救助时段为当年 12月至下年 2月，春荒救助

时段为下年 3－5月（一季作物区为 3－7月）。冬春救助工作实施前，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组

织力量深入基层调查受灾困难人员的自救能力及生活困难等情况。

（1）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

每年 9月下旬开始，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着手调查、核实、汇总当年冬季和下年春季本行政

区域内受灾家庭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救助的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

情况统计表》（含分乡镇数据），于 10月 15日前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

理部门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及时核查、汇总数据（含分县数据），于 10月 20日前

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及时核查、

汇总数据（含分县数据），于 10月 25日前报应急管理部。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以户为单位填写《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并报上一级应

急管理部门备案。

（2）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

每年 5月下旬开始（一季作物区为 7月），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着手调查、核实、汇总本行政

区域内受灾家庭冬春期间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已救助的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

情况统计表》（含分乡镇数据），于 6月 1日前（一季作物区为 8月 1日）报地（市）级应急管理

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及时调查、核实、汇总数据

（含分县数据），于 6月 5日前（一季作物区为 8月 5日）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

门接到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及时调查、核实、汇总数据（含分县数据），于 6

月 10日前（一季作物区为 8月 10日）报应急管理部。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以户为单位更新补充《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并报上一

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七）统计资料公布与共享。

本制度所涉及的省级及以上统计数据通过国家减灾委会商制度按月核定，在月初通过互联网

公开发布上期核定数据；依申请向国家减灾委成员单位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八）质量控制

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调查单位应该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和归档等管理制度。

（九）使用名录库情况

本调查制度使用国家基本单位名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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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送期别
填报范

围
报送单位

页

码

报送日期

和方式

应急统表 1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快报（初报、

续报、核报）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
8

见总说明

应急统表 1

（附表 1）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1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

快报（初报、

续报、核报）

针对启动国家

救灾 IV级以

上（含 IV级）

应急响应的重

特大自然灾

害，为必填表；

达不到国家救

灾应急响应的

其他灾害，为

选填表。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会同相关

涉灾部门

13

应急统表 1

（附表 2）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2农林牧渔）
16

应急统表 1

（附表 3）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3工矿商贸）
18

应急统表 1

（附表 4）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4基础设施）
19

应急统表 1

（附表 5）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5公共服务）
21

应急统表 2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
快报（初报、

续报、核报）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
23

应急统表 3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

核报）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
25

应急统表 3

（附表 1）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附表 1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

年报（初报、

核报）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会同相关

涉灾部门

27

应急统表 3

（附表 2）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附表 2农林牧渔）
29

应急统表 3

（附表 3）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附表 3工矿商贸）
31

应急统表 3

（附表 4）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附表 4基础设施）
32

应急统表 3

（附表 5）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

（附表 5公共服务）
34

应急统表 4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

核报）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

35

应急统表 5 受灾地区基础指标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
乡、镇、

街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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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表号 表名 报送期别
填报范

围
报送单位

页

码

应急统表 6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

统计表
冬春救助

乡、镇、

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

40

见总说明

应急统表 7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

统计表
41

应急统表 8 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
快报（初报、

续报、核报）

乡、镇、

街道

42

应急统表 9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 44

应急统表

10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

口一览表
冬春救助

乡、镇、

街道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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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表 号：应急统表 1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灾害种类 A01001 ——

台风编号 A01002 年/号

地震震级 A01003 里氏级

灾害发生时间 A01004 年/月/日/时

灾害结束时间 A01005 年/月/日

受灾乡镇名称 A01006 ——

受灾乡镇数量 A01007 个

受灾行政村数量 A01008 个

受淹乡镇名称 A01009 ——

受淹乡镇数量 A01010 个

受灾人口 A01011 人

因灾死亡人口 A01012 人

因灾失踪人口 A01013 人

因灾伤病人口 A01014 人

其中：因灾重伤人口 A01015 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A01016 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A01017 人

其中：集中安置人口 A01018 人

分散安置人口 A01019 人

集中安置点数量 A01020 个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A01021 人

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 A01022 人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A01023 人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 A01024 人

因灾死亡大牲畜 A01025 头只

饮水困难大牲畜 A01026 头只

农作物受灾面积 A01027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A01028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A01029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A01030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A01031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A01032 公顷

草场受灾面积 A01033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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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草场过火面积 A01034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A01035 公顷

林地过火面积 A01036 公顷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A01037 公顷

倒塌房屋户数 A01038 户

其中：倒塌农房户数 A01039 户

倒塌房屋间数 A01040 间

其中：倒塌农房间数 A01041 间

严重损坏房屋户数 A01042 户

其中：严重损坏农房户数 A01043 户

严重损坏房屋间数 A01044 间

其中：严重损坏农房间数 A01045 户

一般损坏房屋户数 A01046 户

其中：一般损坏农房户数 A01047 户

一般损坏房屋间数 A01048 间

其中：一般损坏农房间数 A01049 户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A01050 个

受损商贸网点数量 A01051 个

受损学校数量 A01052 个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 A01053 个

受损公路长度 A01054 千米

阻断公路长度 A01055 千米

受损水库数量 A01056 座

受损堤防长度 A01057 千米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A01058 千米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A01059 个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A01060 千米

受损市政供排水管网长度 A01061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 A01062 千米

直接经济损失 A01063 万元

其中：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 A01064 万元

农林牧渔业损失 A01065 万元

工矿商贸业损失 A01066 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 A01067 万元

公共服务损失 A01068 万元

其他损失 A010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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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灾害种类：见附录（一）。

2．台风编号：采用中国气象局公告的台风编号填写，公历某年某号。

3．地震震级：采用中国地震局公告的地震震级填写。

4．灾害发生时间：指因自然灾害导致影响或损失出现的日期和时间，采用公历年月日和 24小时标准

计时方式填写。

5．灾害结束时间：指灾害过程基本结束，且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不再扩大的日期，采用公历

年月日填写。

6．受灾乡镇名称：指因自然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乡（镇、街道）名称。

7．受淹乡镇名称：因江河洪水或降雨产生严重内涝，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乡（镇、街道）名称。

8．受灾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因自然灾害

直接造成的伤亡人口、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损或其他家庭财产损失的人口、因自然灾害直接原因造成生

产生活遭受损失或影响的人口等。

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某受灾的乡（镇、街道），并已在该乡（镇、街道）办理常住户口登记的人（包括

户口在该乡/镇/街道，外出不满半年的人）；已在某受灾的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常住户口在该乡

（镇、街道）以外的人；在某受灾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但已离开常住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

自然灾害发生时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常住户口待定的人。非常住人口指自然灾害发生时在受灾地，但

不属于常住人口的人。以下同。

9．因灾死亡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对

于救灾救援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牺牲的工作人员，应一并统计在内。

10．因灾失踪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下落不明，暂时无法确认死亡的人员

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灾救援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失踪的工作人员，应一并统计在内。

11．因灾伤病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受伤或引发疾病的人员数量（含非常

住人口）。对于救灾救援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伤病的工作人员，应一并统计在内。其中，重伤指因灾伤病

需要住院治疗才能康复，或虽不需要住院治疗但需要多次门诊治疗才可以康复的人员。

12．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可能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如台风等），暂时

转移到安全地区，不需要由政府进行安置或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3．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遭受自然灾害或可能遭受较大自然灾害，导致不能在现有

住房中居住，需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因自然灾害导致

房屋倒塌、严重损坏（含应急期间未经安全鉴定的其他损房）造成无房可住的人员；或遭受自然灾害影响，

由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区域，不能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或处于较大自然灾害风险中，由高风险区域转移

至安全区域，不能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通常情况下，在同一时刻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不存在交集。

14．集中安置点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由政府统一安排集中搭建的帐篷区、避难场所、学校、体育场

馆和村（居）委会等集中安置场所数量。

15．集中安置人口：集中安置人口（含非常住人口），包括集中安置点内安置的人员数量，以及其他由

政府组织集中安置的人员数量。

16．分散安置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不是由政府统一安置，而是在政府帮助指导下通过分散搭建帐篷、

借住租住房屋或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分散安置的紧急转移安置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7．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遭受自然灾害后，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置，

但因灾造成当下吃穿用等发生困难，不能维持正常生活，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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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主要包括以下 6种情形：①因灾造成口粮、衣被和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毁坏、灭失或短缺，无法维持正

常生活；②因灾造成交通中断导致人员滞留或被困，无法购买或加工口粮、饮用水、衣被等，造成生活必

需用品短缺；③因灾造成在收作物（例如将要或正在收获并出售，且作为当前口粮或经济来源的粮食、蔬

菜、瓜、果等作物，以及近海养殖水产等）严重受损，导致收入锐减，当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④作为主

要经济来源的牲畜、家禽等因灾死亡，导致收入锐减使当前基本生活出现困难；⑤因灾导致伤病需进行紧

急救治；⑥因灾造成用水困难（人均用水量连续 3天低于 35升），需政府进行救助（旱灾除外）。通常情况

下，在同一时刻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与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不存在交集，既需紧急转移安置又需提供生活救

助的只列入需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统计。

18．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需政府在应急救

助阶段结束、恢复重建完成之前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9．因旱需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水、口粮、衣被等临时生活困难，需政府

给予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20．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属于因旱需救助人口其中一类。指本行政区域内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

水获取困难，需政府给予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日常饮水水源中断，且无其他替代水源，

需通过政府集中送水或出资新增水源的；日常饮水水源中断，有替代水源，但因取水距离远、取水成本增

加，现有能力无法承担需政府救助的；日常饮水水源未中断，但因灾造成供水受限，人均用水量连续 15天

低于 35升，需政府予以救助的等。因气候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常年饮水困难的人口不统计在内。

21．因灾死亡大牲畜：指本行政区域内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的牛、马、驴、骡、骆驼数量，

不含其它畜类及鸡鸭等家禽。

22．饮水困难大牲畜：指本行政区域内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饮用水获取困难的牛、马、驴、骡、

骆驼数量。

23．农作物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灾减产 1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

作物多次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只计算受灾最重的一次，要剔除重复受灾的面积。如果

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应累计统计。

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其中，粮食作物是稻谷、小麦、薯类、玉米、高粱、谷

子、其他杂粮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的总称；经济作物是棉花、油料、麻类、糖料、烟叶、蚕茧、茶叶、水果

等经济作物的总称；其他作物是蔬菜、青饲料、绿肥等作物的总称，以下同。

24．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灾减产 1成以上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

季农作物多次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只计算受灾最重的一次，要剔除重复受灾的面积。

如果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应累计统计。

25．农作物成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受灾面积中，因灾减产 3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

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只计算受灾最重的一次，要剔除重

复受灾的面积。如果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应累计统计。粮

食作物成灾面积同上。

26．农作物绝收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农作物受灾面积中，因灾减产 8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

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只计算受灾最重的一次，要剔除重

复受灾的面积。如果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应累计统计。粮

食作物绝收面积同上。

27．草场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牧草减产的草场面积。

28．草场过火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原因引发火灾导致草场遭受火烧的面积。

29．林地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防护林、用材林、生态公益林、经济林、薪炭林

等林地遭受毁损的面积。

30．林地过火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原因引发火灾导致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等林

地遭受火烧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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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水产养殖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水产品产量损失在 10%以上的养殖面积，其

中，水产养殖面积包括淡水养殖面积和海水养殖面积。

32．倒塌房屋：指本行政区域内因灾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承重构件多数倾倒或严重损坏，必须

进行重建的房屋，包括居住用途的房屋、工业用途的房屋、商业用途的房屋、政府办公和其他共用用途的

房屋、文体娱乐用途的房屋等。以户、自然间为计算单位；因灾遭受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牧区帐篷，每

顶按 3间计算。针对一些应用需求，可以参考 30平方米/间的标准进行间数折算。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

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其承重结构主要包括以下部位：①钢混结构：承重结构包括梁、板、柱；②砖

混结构：竖向承重结构包括承重墙、柱，水平承重构件包括楼板、大梁、过梁、屋面板或木屋架；③砖木

结构：竖向承重结构包括承重墙、柱，水平承重构件包括楼板、屋架（木结构）；④其他结构：土木结构，

主要承重结构为土墙、木屋架；木结构主要承重结构为柱、梁、屋架；石砌结构主要承重结构为石砌墙体、

屋盖。以下同。

33．严重损坏房屋：指本行政区域内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部分倒塌，需采取排险措

施、大修或局部拆除、无维修价值的房屋，包括居住用途的房屋、工业用途的房屋、商业用途的房屋、政

府办公和其他共用用途的房屋、文体娱乐用途的房屋等。以户、自然间为计算单位；因灾遭受严重损坏，

无法修复的牧区帐篷，每顶按 3间计算。针对一些应用需求，可以参考 30平方米/间的标准进行间数折算。

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34．一般损坏房屋：指本行政区域内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

重构件严重破坏；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的房屋，包括居住用途的房屋、工业用途的房

屋、商业用途的房屋、政府办公和其他共用用途的房屋、文体娱乐用途的房屋等。以户、自然间为计算单

位；因灾遭受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牧区帐篷，每顶按 3间计算。针对一些应用需求，可以参考 30平方米

/间的标准进行间数折算。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

在内。

35．受损工业企业、商贸网点、学校、社会服务机构等指标解释，详见附表 1-5。

36．直接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受灾体遭受自然灾害后，自身价值降低或丧失所造成的损失。包

括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农林牧渔业损失、工矿商贸业损失、基础设施损失、公共服务损失以及其他

损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总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基本计算方法是：受灾体损毁前的实际价值与损毁率的

乘积。救援救灾所发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因自然灾害导致停产、停业等所造成的产值、营业额

损失为间接经济损失，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37．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详见附表 1。

38．农林牧渔业损失：详见附表 2。

39．工矿商贸业损失：详见附表 3。

40．基础设施损失：详见附表 4。

41．公共服务损失：详见附表 5。

42．其他损失：未能包括在以上几方面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逻辑关系：

本表的逻辑校验公式：A01007≤A01008；A01007≥A010010；A01011≥A01012；A01011≥A01013；

A01011≥A01014；A01011≥A01015；A01011≥A01016；A01011≥A01017；A01011≥A01018；A01011≥

A01019；A01011≥A01021；A01011≥A01022；A01011≥A01023≥A01024；A01014≥A01015；A01016≥

A01017；A01017≥A01018；A01017≥A01019；A01018≥A01020；A01023≥A01024；A01027≥A01028；

A01029≥A01030；A01027≥A01029≥A01031；A01028≥A01030≥A01032；A01033≥A01034；A01035

≥A01036；A01038≥A01039；A01040≥A01041；A01042≥A01043；A01044≥A01045；A01046≥A01047；

A01048≥A01049；A01040≥A01038；A01041≥A01039；A01044≥A01042；A01045≥A01043；A01048

≥A01046；A01049≥A01047；A01063=A01064+A01065+A01066+A01067+A01068+A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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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1 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

表 号：应急统表 1（附表 1）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村居民房屋 —— ——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001 户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002 间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A02003 平方米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004 户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005 间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A02006 平方米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007 户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008 间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A02009 平方米

农村居民住宅用房经济损失小计 A02010 万元

二、农村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A02011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A02012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A02013 万元

农村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A02014 万元

三、城镇居民房屋 —— ——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015 户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016 间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A02017 平方米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018 户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019 间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A02020 平方米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021 户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022 间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A02023 平方米

城镇居民住宅用房经济损失小计 A02024 万元

四、城镇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A02025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A02026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A02027 万元

城镇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A02028 万元

五、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合计 A01064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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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本表适用于居民住宅用房和家庭财产受损情况统计。

2．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

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

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

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农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

3．本表含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各行业、系统的职工住宅用房，在建居民住宅用房。

4．本表中房屋统计不含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家庭

财产受损情况统计不含土地损失；文物（如，书画、古玩）等因实际价值难以准确衡量不作统计；个人贵

重物品（如，金银首饰等）因难以准确确定数量不作统计；宠物、金融资产等也不作统计；生产性固定资

产中农业机械等若只做家庭自用时，计入本表。

5．对于一户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倒损情况的，按照较重的倒损类型填报户数，不得重复统计（住房

的间数和面积分别进行统计）。例如，某户同时有倒塌住房和一般损坏住房，则统计户数时只统计在倒塌住

房户数一栏，在一般损坏住房的户数中不作统计；倒塌住房的间数和面积统计在倒塌住房一栏，一般损坏

住房的间数和面积统计在一般损坏住房一栏。

6.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

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倒塌住房：因灾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承重构件多数倾倒或严重损坏，必须进行重建的房屋

以及因灾遭受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牧区帐篷的数量。以具有完整、独立承重结构的一户房屋整体为基本

判定单元（一般含多间房屋），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

2．严重损坏住房：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部分倒塌，需采取排险措施、大修或局部

拆除、无维修价值的房屋以及因灾遭受严重损坏，需进行较大规模修复的牧区帐篷的数量。

3．一般损坏住房：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

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的房屋以及因灾遭受损坏，需进行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

继续使用的牧区帐篷的数量。

4．住房户数/家庭户数：指居民住房的家庭数量，以户口本户数为主。

5．住房间数：以自然间为单位统计的房屋面积，不含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

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牧区帐篷每顶按 3间计算。

6．住房面积：指住房的建筑面积，按住房的外墙计算。只知道使用面积的，则可用下面的公式换算：

使用面积（包括扩建的使用面积）÷0.7=建筑面积。

7．住房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城镇居民以居住为使用目的房屋因自然灾害倒塌或损坏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

8．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过程中使用年限较长、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

的资产。农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单位价值在 50元以上，

主要统计大中型拖拉机、小型和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联合收割机、农用水泵等。

9．家庭耐用消费品：使用寿命较长，一般可多次使用并且用于生活消费的物品。已经损坏不能使用

或者已长期不用并且以后也不打算继续用的不计入其中。主要统计家具，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机、电视

机、音响等家电，自行车、摩托车、家用汽车等。

10．其他财产：包括家庭装修、室内装饰品、家庭设备（除上述规定的家庭耐用消费品外，价格在 200

元以上的设备）等。

逻辑关系：

A02014=A02011+A02012+A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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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028= A02025+A02026+A02027；

A01064=A02010+A02014+A02024+A02028。



- 16 -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 2农林牧渔）

表 号：应急统表 1（附表 2）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业 —— ——

农作物受灾面积 A03001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A03002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A03003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A03004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A03005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A03006 公顷

受损农业生产大棚面积 A03007 公顷

农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08 万元

二、林业 —— ——

草场受灾面积 A03009 公顷

草场过火面积 A03010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A03011 公顷

林地过火面积 A03012 公顷

林业草原经济损失小计 A03013 万元

三、畜牧养殖业 —— ——

因灾死亡大牲畜 A03014 头

因旱饮水困难大牲畜 A03015 头

因灾死亡小牲畜 A03016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小牲畜 A03017 头（只）

因灾死亡家禽 A03018 只

倒塌或损毁圈舍面积 A03019 平方米

饲草料损失 A03020 吨

畜牧养殖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21 万元

四、渔业 —— ——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A03022 公顷

渔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23 万元

五、农村生活设施 —— ——

受损村道长度 A03024 千米

受损供水管网长度 A03025 千米

受损供电线路长度 A03026 千米

农村地区生活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3027 万元

六、农林牧渔业损失合计 A01065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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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农作物受灾面积：因灾减产 1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

或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

其中粮食作物是指稻谷、小麦、薯类、玉米、高粱、谷子、其他杂粮和豆类等粮食作物总称，经济作物是

指蔬菜、棉花、油料、麻类、糖料、烟叶、蚕茧、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总称，其他作物是指青饲料、绿

肥等作物（下同）。

2．农作物成灾面积：因灾减产 3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

或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

3．农作物绝收面积：因灾减产 8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

或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

4．农业生产大棚：能种植蔬菜、瓜类、花卉苗木、食用菌等作物的温室、大棚。

5．大牲畜：体型较大，须饲养 2至 3年以上才发育成熟的牲畜，如马、牛、驴、骡、骆驼等。

6．小牲畜：为了经济或其他目的驯养的中小型哺乳动物，主要包括猪、羊、兔等。

7．家禽：为了经济或其他目的驯养的禽类，主要包括鸡、鸭、鹅等。

8．水产养殖受灾面积：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水产品产量损失在 10%以上的养殖面积，其

中，水产养殖面积包括淡水养殖面积和海水养殖面积。

9．受损村道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损毁的村道里程。其中村路指直接为农村生产、生活服

务，不属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建制村之间和建制村与乡镇联络的公路。

10．受损供水管网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地区因自然灾害造成集中建设的供水管网遭受损毁的

里程数。

11．受损供电线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地区因自然灾害造成集中建设的供电线路遭受损毁的

里程数。

逻辑关系：

1．A03001≥A03002，A03003≥A03004，A03005≥A03006；

2．A03009≥A03010，A03011≥A03012；

3．A01065=A03008+A03013+A03021+A03023+A0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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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

（附表 3工矿商贸）

表 号：应急统表 1（附表 3）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工业 —— ——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A04001 个

工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2 万元

二、批发和零售业 —— ——

受损批发和零售网点数量 A04003 个

批发和零售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4 万元

三、住宿和餐饮业 —— ——

受损住宿和餐饮网点数量 A04005 个

住宿和餐饮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6 万元

四、金融业 —— ——

受损金融网点数量 A04007 个

金融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8 万元

五、工矿商贸经济损失合计 A01066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统计

范围为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工矿商贸业厂房、仓库、设备设施、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待售

商品等遭受损毁的企业和网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

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工业企业数量：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个数。

2．批发业：批发商向批发、零售单位及其他企事业、机关单位批量销售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的活动，

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济与代理的活动。

3．零售业：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活动。包

括以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同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

4．住宿业：有偿为顾客提供临时住宿的服务活动。不包括提供长期住宿场所的活动（如出租房屋、公

寓等）。

5．餐饮业：在一定场所，对食物进行现场烹饪、调制，并出售给顾客主要供现场消费的服务活动。

6．金融业：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

逻辑关系：

A01066= A04002+ A04004+A04006+ A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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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 4基础设施）

表 号：应急统表 1（附表 4）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交通运输 —— ——

受损公路长度 A05001 千米

其中：阻断公路长度 A05002 千米

受损铁路长度 A05003 千米

受损水运航道长度 A05004 千米

受损机场数量 A05005 个

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06 万元

二、通信 —— ——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A05007 千米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A05008 个

通信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09 万元

三、电力 —— ——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A05010 千米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 A05011 台/套

电力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12 万元

四、水利 —— ——

受损水库数量 A05013 座

受损水电站数量 A05014 座

受损堤防长度 A05015 千米

受损护岸数量 A05016 处

受损水闸数量 A05017 座

受损塘坝数量 A05018 座

水利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19 万元

五、市政 —— ——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 A05020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 A05021 千米

受损市政排水管网长度 A05022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 A05023 千米

市政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24 万元

六、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合计 A01067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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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化、水利、市政、电力等部门和

行业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

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受损公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损毁的国道、省道等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的里

程。

2．阻断公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桥梁、涵洞、高边坡等严重垮塌以及其他损毁，导

致公路阻断的里程。

3．受损铁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损毁的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的里程。

4．受损水运航道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损毁的水运航道里程。

5．受损机场个数：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机场受损个数。

6．受损通信线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通信光缆和电缆遭受损毁长度。

7．受损通信基站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通信基站遭受损毁的数量。

8．受损电力线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架空电力线路和电缆线路遭受损毁的长度。

9．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输电、变电、配电和各种特殊用途电气装备

遭受损毁的台套数。

10．受损水库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等部位因自然灾害损毁，影响正

常运行的水库座数。

11．受损水电站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等部位因自然灾害损毁，影响

正常运行的水电站座数。

12．受损堤防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渗水、滑坡、裂缝、坍塌、管涌、漫溢等影响防

洪安全的堤防长度。

13．受损护岸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损毁的保护防洪堤防的护岸工程的处数。

14．受损水闸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损毁、不能正常运行的防洪（潮）闸的座数。

15．受损塘坝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损毁的塘坝（含拦泥坝、淤地坝）的座数。

16．受损市政道路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市政道路遭受损毁的里程数。

17．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市政供水管网遭受损毁的里程数。

18．受损市政排水管网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市政排水管网遭受损毁的里程数。

19．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遭受损毁的里程

数。

逻辑关系：

A01067= A05006+ A05009+A05012+ A05019+A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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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 5公共服务）

表 号：应急统表 1（附表 5）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教育 —— ——

受损学校数量 A06001 个

公共教育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2 万元

二、文化体育 —— ——

受损文化体育机构数量 A06003 个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4 万元

三、医疗 —— ——

受损医院数量 A06005 个

受损卫生机构数量 A06006 个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7 万元

四、社会服务 —— ——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 A06008 个

社会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9 万元

五、广播电视服务 —— ——

受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 A06010 个

受损广播电视传输线路长度 A06011 千米

受损广播电视设施数量 A06012 处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经济损失小计 A06013 万元

六、公共服务经济损失合计 A01068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教育、文化和旅游、体育、卫生健康、民政、广电等部

门等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

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受损学校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高等教育、中

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学校、机构的数量。

2．公共教育服务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高等教育学校、中等教育学校、初等教育

学校、学前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的设施设备及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3．受损文化体育机构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图书馆、

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等机构的数量。

4．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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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等的设施设备及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5．受损医院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医院的数量。医

院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等。

6．受损卫生机构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卫生机构的

数量。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街道）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

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等。

7．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医院、卫生机构等的设施设备及办公

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8．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社会服

务机构的数量。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城乡社区服务站

点、街道乡镇社区服务中心、救助管理站、殡仪馆、公益性公墓等。

9．社会服务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社会服务机构的设施设备及办公用房等遭到损

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10．受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广播电视设施、办公用房等遭

到损毁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发射台、监测台、有线电

视网络公司（台、站）、乡镇广播电视站、广播电视服务网点等。

11．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的设备

设施、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12．公共服务经济损失：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教育、文化体育、医疗、社会保障与社会服

务等的设施设备及办公用房等遭到损毁的直接经济损失。

逻辑关系：

A01068= A06002+ A06004+A06007+ A06009+A06013。



- 23 -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

表 号：应急统表 2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本级启动响应时间 A07001 年/月/日/时/分

本级启动响应级别 A07002 级

投入救灾救援力量 A07003 人次

其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A07004 人次

专业抢险救援力量 A07005 人次

医疗卫生救援力量 A07006 人次

其中，现场应救援力量 A07007 人次

医疗机构救援力量 A07008 人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A07009 人次

干部群众 A07010 人次

社会应急力量 A07011 人次

其他 A07012 人次

本级财政已安排救灾资金 A07013 万元

本级已支出救灾资金 A07014 万元

其中：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A07015 万元

应急救援补助资金 A07016 万元

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 A07017 万元

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 A07018 万元

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 A07019 顶

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 A07020 套

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A07021 个/件/台/套

本级搭建的帐篷数量 A07022 顶

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 A07023 套

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A07024 个/件/台/套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

入救灾救援力量，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统筹汇总并提供应急管理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3．本级启动响应时间：指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时间，采用公历年月日填写。

14．本级启动响应级别：指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级别。应急响应根据响应级别，按照 I

级、II级、III级、IV级形式填写。

15．投入救援力量：指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时，投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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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救援力量、解放军、武警部队、干部群众、社会力量等人数。

16．本级财政已安排救灾资金：指本级政府财政列支的用于本地区救灾工作的资金数额。

17．本级已支出救灾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支出的救灾资金数额。

18．本级已支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支出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数额。

19．本级已支出应急救援补助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支出的应急救援补助资金数额。

20．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接收的来自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组

织向本地区灾区捐赠的各类资金数额。

21．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级政府所接收救灾捐赠资金中列支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数

额。

22．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指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帐篷数量（不包括上、下级安

排）。

23．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指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衣被数量（不包括上、下级安

排）。

24．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除帐篷、衣被外的其

他救灾物资数量（不包括上、下级安排）。

25．本级搭建的帐篷数量：指本级政府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搭建的帐篷数量（包括上级调拨下发的）。

26．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指本级政府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发放的衣被数量（包括上级下发的）。

27．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除帐篷、衣被外的其

他救灾物资数量（包括上级调拨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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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表 号：应急统表 3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受灾乡镇数量 B01001 个

受灾行政村数量 B01002 个

受淹乡镇数量 B01003 个

受灾人口 B01004 人

因灾死亡人口 B01005 人

因灾失踪人口 B01006 人

因灾伤病人口 B01007 人

其中：因灾重伤人口 B01008 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B01009 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B01010 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B01011 人

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 B01012 人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B01013 人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 B01014 人

因灾死亡大牲畜 B01015 头只

饮水困难大牲畜 B01016 头只

农作物受灾面积 B01017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B01018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B01019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B01020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B01021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B01022 公顷

草场受灾面积 B01023 公顷

草场过火面积 B01024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B01025 公顷

林地过火面积 B01026 公顷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B01027 公顷

倒塌房屋户数 B01028 户

其中：倒塌农房户数 B01029 户

倒塌房屋间数 B01030 间

其中：倒塌农房间数 B01031 间

严重损坏房屋户数 B01032 户

其中：严重损坏农房户数 B01033 户

严重损坏房屋间数 B01034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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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严重损坏农房间数 B01035 户

一般损坏房屋户数 B01036 户

其中：一般损坏农房户数 B01037 户

一般损坏房屋间数 B01038 间

其中：一般损坏农房间数 B01039 户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B01040 个

受损商贸网点数量 B01041 个

受损学校数量 B01042 个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 B01043 个

受损公路长度 B01044 千米

受损码头泊位数量 B01045 个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B01046 千米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B01047 个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B01048 千米

受损市政供排水管网长度 B01049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 B01050 千米

直接经济损失 B01051 万元

其中：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 B01052 万元

农林牧渔业损失 B01053 万元

工矿商贸业损失 B01054 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 B01055 万元

公共服务损失 B01056 万元

其他损失 B01057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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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附表 1 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

表 号：应急统表 3（附表 1）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村居民房屋 —— ——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B02001 户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B02002 间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B02003 平方米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B02004 户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B02005 间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B02006 平方米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B02007 户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B02008 间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面积 B02009 平方米

农村居民住宅用房经济损失小计 B02010 万元

二、农村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B02011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B02012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B02013 万元

农村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B02014 万元

三、城镇居民房屋 —— ——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B02015 户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B02016 间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B02017 平方米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B02018 户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B02019 间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B02020 平方米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B02021 户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B02022 间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面积 B02023 平方米

城镇居民住宅用房经济损失小计 B02024 万元

四、城镇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B02025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B02026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B02027 万元

城镇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B02028 万元

五、房屋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合计 B01052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 28 -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

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 1。



- 29 -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附表 2农林牧渔）
表 号：应急统表 3（附表 2）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业 —— ——

农作物受灾面积 B03001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B03002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B03003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B03004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B03005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B03006 公顷

受损农业生产大棚面积 B03007 公顷

农业经济损失小计 B03008 万元

二、林业 —— ——

草场受灾面积 B03009 公顷

草场过火面积 B03010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B03011 公顷

林地过火面积 B03012 公顷

林业草原经济损失小计 B03013 万元

三、畜牧养殖业 —— ——

因灾死亡大牲畜 B03014 头

因灾死亡小牲畜 B03015 头（只）

因灾死亡家禽 B03016 只

畜牧养殖业经济损失小计 B03017 万元

四、渔业 —— ——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B03018 公顷

渔业经济损失小计 B03019 万元

五、农村生活设施 —— ——

受损村道长度 B03020 千米

受损供水管网长度 B03021 千米

受损供电线路长度 B03022 千米

农村地区生活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3023 万元

六、农田基础设施 —— ——

受损农田面积 B03024 公顷

受损高标准农田面积 B03025 公顷

受损田间道路长度 B03026 千米

受损灌排沟渠长度 B03027 千米

受损灌排管网长度 B03028 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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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受损蓄水池等小型农田灌溉水源设施容积 B03029 立方米

受损农田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3030 万元

七、农林牧渔业损失合计 B01053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 2。

逻辑关系：

B01053= B03008+ B03013+ B03017+ B03019+ B03023+ B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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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附表 3工矿商贸）

表 号：应急统表 3（附表 3）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工业 —— ——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B04001 个

工业经济损失小计 B04002 万元

二、批发和零售业 —— ——

受损批发和零售网点数量 B04003 个

批发和零售业经济损失小计 B04004 万元

三、住宿和餐饮业 —— ——

受损住宿和餐饮网点数量 B04005 个

住宿和餐饮业经济损失小计 B04006 万元

四、金融业 —— ——

受损金融网点数量 B04007 个

金融业经济损失小计 B04008 万元

五、工矿商贸经济损失合计 B01054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统计

范围为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工矿商贸业厂房、仓库、设备设施、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待售

商品等遭受损毁的企业和网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

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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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附表 4基础设施）

表 号：应急统表 3（附表 4）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交通运输 —— ——

受损公路长度 B05001 千米

受损铁路长度 B05002 千米

受损水运航道长度 B05003 千米

受损码头泊位数量 B05004 个

受损机场数量 B05005 个

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5006 万元

二、通信 —— ——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B05007 千米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B05008 个

通信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5009 万元

三、电力 —— ——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B05010 千米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 B05011 台/套

电力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5012 万元

四、水利 —— ——

受损水库数量 B05013 座

受损水电站数量 B05014 座

受损堤防长度 B05015 千米

受损护岸数量 B05016 处

受损水闸数量 B05017 座

受损塘坝数量 B05018 座

水利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5019 万元

五、市政 —— ——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 B05020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 B05021 千米

受损市政排水管网长度 B05022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 B05023 千米

市政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B05024 万元

六、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合计 B01055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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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工业和信息化、水利、市政、电力等部门和

行业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

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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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附表 5公共服务）

表 号：应急统表 3（附表 5）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教育 —— ——

受损学校数量 B06001 个

公共教育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B06002 万元

二、文化体育 —— ——

受损文化体育机构数量 B06003 个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B06004 万元

三、医疗 —— ——

受损医院数量 B06005 个

受损卫生机构数量 B06006 个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B06007 万元

四、社会服务 —— ——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 B06008 个

公共社会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B06009 万元

五、广播电视服务 —— ——

受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 B06010 个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经济损失小计 B06011 万元

六、公共服务经济损失合计 B01056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健康、民政、广电等部门等组

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

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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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

表 号：应急统表 4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本级启动响应次数 B07001 次

其中：Ⅰ级响应次数 B07002 次

Ⅱ级响应次数 B07003 次

Ⅲ级响应次数 B07004 次

Ⅳ级响应次数 B07005 次

投入救援力量 B07006 人次

其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B07007 人次

专业抢险救援力量 B07008 人次

医疗卫生救援力量 B07009 人次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B07010 人次

干部群众 B07011 人次

社会应急力量 B07012 人次

其他 B07013 人次

已救助人口 B07014 人

需重建住房户数 B07015 户

其中：已重建住房户数 B07016 户

需重建住房间数 B07017 间

其中：已重建住房间数 B07018 间

需维修住房户数 B07019 户

其中：已维修住房户数 B07020 户

需维修住房间数 B07021 间

其中：已维修住房间数 B07022 间

本级财政已安排救灾资金 B07023 万元

本级已支出救灾资金 B07024 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B07025 万元

其中：已支出应急生活补助资金 B07026 万元

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B07027 万元

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 B07028 万元

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B07029 万元

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 B07030 万元

本级支出应急救援补助资金 B07031 万元

下级支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B07032 万元

其中：已支出应急生活补助资金 B07033 万元

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B0703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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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 B07035 万元

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B07036 万元

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 B07037 万元

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 B07038 万元

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 B07039 万元

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 B07040 顶

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 B07041 套

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B07042 个/件/台/套

本级搭建的帐篷数量 B07043 顶

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 B07044 套

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B07045 个/件/台/套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投

入救灾救援力量，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统筹汇总并提供应急管理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本级启动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次数。对于一次灾害过程启动

多级应急响应的，应分别计次数。

2．Ⅰ级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Ⅰ级应急响应的次数。

3．Ⅱ级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Ⅱ级应急响应的次数。

4．Ⅲ级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应急响应的次数。

5．Ⅳ级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的次数。

6．投入救援力量：指本年度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时，投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医疗救援队伍、

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部群众、社会力量等人数。

7．己救助人口：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遭受自然灾害得到应急生活救助、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过

渡期生活救助、恢复重建补助、旱灾救助等各类生活救助的人员总数。不包括冬春救助人数。

8．需重建住房户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居民住房中需要重建的

家庭数量。

9．已重建住房户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居民住房中已经重建的

家庭数量。

10．需重建住房间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居民住房中需要重建

的房屋间数。

11．已重建住房间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居民住房中已经重建

的房屋间数。

12．需维修住房户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一般损坏的居民住房中需要维修的家庭

数量。

13．已维修住房户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一般损坏的居民住房中已经维修的家庭

数量。

14．需维修住房间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一般损坏的居民住房中需要维修的房屋

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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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已维修住房间数：指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一般损坏的居民住房中已经维修的房屋

间数。

16．本级财政已安排救灾资金：指本年度本级政府财政列支的用于本地区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资金数

额。不包括冬春救助资金。

17．本级支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指本年度本级政府支出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数额。

18．本级支出应急救援补助资金：指本年度本级政府支出的应急救援补助资金数额。

19．下级支出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指本年度下级各级政府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支出之和。其中，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不统计下级指标；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统计该地（市）所辖县级行政单位指标之和；

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统计该省所辖地（市）级、县级行政单位指标之和。

20．已支出应急生活救助资金：指本年度已经用于受灾人员应急生活救助和紧急转移安置，解决受灾

人员灾后应急期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等临时生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21．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指本年度已经发放给因灾死亡人员家属的慰问金。

22．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指本年度已经用于帮助因灾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

来源、无自救能力的受灾人员，解决灾后过渡期基本生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23．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指本年度已经用于帮助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受灾人员重建基本

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灾人员维修损坏房屋的资金数额。

24．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指本年度已经用于帮助因旱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

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25．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已接收的来自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

社会组织向本地区灾区捐赠的各类资金数额。

26．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年度本级政府所接收救灾捐赠资金中列支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

资金数额。

27．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帐篷数量。

28．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衣被数量。

29．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除帐篷、衣被

外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30．本级搭建的帐篷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搭建的帐篷数量（包括上级调拨

下发的）。

31．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发放的衣被数量（包括上级下发

的）。

32．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除帐篷、衣被

外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包括上级调拨下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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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地区基础指标统计年报表

表 号：应急统表 5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丙 乙 1

是否为山区 B08001 ——

城镇人口 B08002 人

乡村人口 B08003 人

儿童人数（0-14 岁） B08004 人

老年人数（65 岁及以上） B08005 人

城镇住户 B08006 户

农村住户 B08007 户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钢混结构比例 B08008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砖混结构比例 B08009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砖木结构比例 B08010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其他结构比例 B08011 ——

常用耕地面积 B08012 公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 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崎岖的高原。

2. 城镇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3. 乡村人口：指居住在农村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4. 儿童人数：年龄在 14岁以下的全部常住人口。

5. 老年人数：年龄在 65岁及以上的全部常住人口。

6. 城镇住户：指城镇常住户。

7. 农村住户：指农村常住户。

8.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钢混结构比例：指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住房中钢混结构房屋间数占总房屋

间数的比例。

9.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砖混结构比例：指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住房中砖混结构房屋间数占总房屋

间数的比例。

10.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砖木结构比例：指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住房中砖木结构房屋间数占总房屋

间数的比例。

11.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其他结构比例：指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居民住房中土木结构房屋、木结构、石

砌结构房屋间数占总房屋间数的比例。

12. 常用耕地面积：耕地总资源中专门种植农作物并经常进行耕种、能够正常收获的土地。包括当

年实际耕种的熟地；弃耕、休闲不满三年，随时可以复耕的地；开荒利用三年以上的土地。在统计口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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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南方小于 1米、北方小于 2米宽的沟、渠、路和田埂；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 25度以上的坡

耕地；在河套、湖畔、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处于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内但

临时耕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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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表 号：应急统表 6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需救助人口 C01001 人

其中：需口粮救助人口 C01002 人

需衣被救助人口 C01003 人

需取暖救助人口 C01004 人

需其他生活救助人口 C01005 人

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 C01006 万元

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 C01007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需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

口粮、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须剔除重复统计人数。

2．需口粮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

予以口粮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3．需衣被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

予以衣被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需取暖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

予以取暖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需其他生活救助人口：指本行政区域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

春季予以口粮、衣被、取暖救助之外其他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6．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计划安排的受灾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7．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指本级政府解决受灾群众冬春生活困难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的资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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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表 号：应急统表 7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时间 C02001 年/月/日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文号 C02002 ——

已救助人口 C02003 人

其中：已口粮救助人口 C02004 人

已衣被救助人口 C02005 人

已取暖救助人口 C02006 人

已其他生活救助人口 C02007 人

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8 万元

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9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已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的口粮、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人

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2．已口粮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口粮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3．已衣被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衣被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已取暖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取暖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已其他生活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予以口粮、衣被、取暖救助之外其他生

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6．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7．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上级各级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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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

表 号：应急统表 8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与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

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姓名：指因灾死亡失踪人员户口本上的姓名。

2．性别：指因灾死亡失踪人员的性别。

3．年龄：指因灾死亡失踪人员的年龄。

4．民族：指因灾死亡失踪人口户口本上的民族。

5．户口所在地：指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户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

D0100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2 性别 □ 1.男 2.女

D01003 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4 民族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5 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6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7 死亡/失踪类型 □ 1.死亡 2.失踪

D01008 死亡失踪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9 死亡失踪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0
死亡失踪原因 □ 1 江河洪水冲淹 2 山洪冲淹 3 崩塌 4 滑坡 5 泥石流 6 地面塌陷

7 房屋倒塌 8 构筑物倒塌 9 落水 10 高空坠物 11 雷击 12 雪崩 13 低温 14 树木倒压

15救援救灾 16船只倾覆 17其他

D01011
灾害种类 □ 1 洪涝灾害 2 干旱灾害 3 地质灾害 4 台风灾害 5 地震灾害

6风雹灾害 7雪灾 8低温冷冻灾害 9沙尘暴灾害 10森林火灾 11草原火灾

12海洋灾害 13生物灾害

D01012 抚慰金发放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元

D01013 抚慰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D01014 领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5 领款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6 领款人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7 领款人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8 与死亡失踪人员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9 致灾过程简要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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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身份证号码：指因灾死亡失踪人员的身份证件号码。

7. 死亡/失踪：按实际情况标注死亡或失踪。

8．死亡失踪地点：指人员因灾死亡或失踪发生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组（自然村）。

9．死亡失踪时间：指人员因灾死亡或失踪的具体日期，包括年、月、日等。

10．死亡失踪原因：指自然灾害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的直接原因。死亡失踪原因可以多选。死亡失踪

原因包括：（1）江河洪水冲淹，指因江河洪水、中小河流冲淹直接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2）山洪冲淹，

指因山丘区洪水直接冲淹及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3）崩塌，指因山体坠落、

跳跃、翻滚等直接埋压或撞击及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4）滑坡，指因山体

滑坡直接埋压及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5）泥石流，指因泥石流直接埋压及

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6）地面塌陷，指因地面岩土体向下陷落形成凹陷、

坑洞或裂缝及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物倒塌等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7）房屋倒塌，指因自然灾害引发的供

人居住、工作、学习、生产、经营、娱乐、储藏物品以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工程建筑倒塌造成人员死亡

或失踪；（8）构筑物倒塌，指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围墙、道路、水坝、水井、隧道、水塔、桥梁、烟囱等构

筑物倒塌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9）落水，指因自然灾害导致直接人员落水溺死或失踪；（10）高空坠物，

指因强风、强降雨等自然因素导致建筑物的悬挂物、外层建筑材料、缺陷装饰品、搁置物等脱落造成人员

死亡或失踪；（11）雷击，指因雷电造成人员死亡；（12）雪崩，指因雪崩直接埋压及其引发的房屋或构筑

物倒塌造成人员死亡或失踪；（13）低温，指因连续寒潮低温导致人员死亡；（14）树木倒压，指因强风、

强降雨等自然因素导致树木倒伏造成人员死亡；（15）救援救灾，指在开展救援救灾时造成的工作人员死亡；

（16）船只倾覆：海上船只遇险造成人员死亡失踪；（17）其他：指除上述原因外，因自然灾害造成死亡或

失踪，填报时须在“备注”栏内注明具体原因。

11．抚慰金发放金额：指发放给因灾死亡人员家属慰问金的数额。

12．领款人姓名：指抚慰金领取人员的姓名。

13．领款人身份证号：指抚慰金领取人员的身份证件号码。

14．领款人联系方式：指抚慰金领取人员的固定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

15．领款人住址：指抚慰金领取人员的家庭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16．与死亡失踪人员关系：指抚慰金领取人员与死亡失踪人员的亲缘关系。

17．致灾过程简要描述：通过文字简要描述因灾死亡失踪事件的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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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

表 号：应急统表 9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户主姓名：指户籍上的户主姓名。

2．身份证号：指户主的身份证件号码。

3．户主联系方式：指户主的固定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

4．家庭人口：指家庭中有户籍的人口数和没有户籍但在此户居住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数。

5．家庭住址：指户主的家庭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6．住房间数：指家庭用于居住的住房间数。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

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7．住房面积：指家庭用于居住的住房面积。以平方米为计算单位，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

D02001 户主姓名_______

D02002 户主身份证号_______

D02003 户主联系方式_______

D02004 家庭类型 □ 1.特困供养人员 2.低保户 3.其他困难户 4.一般户

D02005 家庭人口_______人

D02006 家庭住址_______

D02007 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08
房屋结构 □ 1.钢混结构 2.砖混结构 3.砖木结构 4.其他结构（含土木结构、木结

构、石砌结构等）

D02009 受灾时间_______

D02010
灾害种类_____□ 1洪涝灾害 2干旱灾害 3地质灾害 4台风灾害 5地震灾害

6风雹灾害 7雪灾 8低温冷冻灾害 9沙尘暴灾害 10森林火灾 11草原火灾

12海洋灾害 13生物灾害

D02011 倒塌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2 倒塌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3 严重损坏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4 严重损坏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5 一般损坏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6 一般损坏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7 恢复重建资金发放金额_______万元

D02018 恢复重建其他投入折款_______万元

D02019 恢复重建资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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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9．受灾时间：指因自然灾害导致家庭住房倒塌或损坏的时间。采用公历年月日填写。

10．倒塌住房间数：指家庭住房中倒塌房屋的间数。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

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11．严重损坏住房间数：指家庭住房中严重损坏房屋的间数。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独立的厨房、牲

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12．一般损坏住房间数：指家庭住房中一般损坏房屋的间数。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独立的厨房、牲

畜棚等辅助用房、活动房、工棚、简易房和临时房屋等均不统计在内。

13．恢复重建资金发放金额：指受灾地区政府发放给受灾家庭的恢复重建资金数额。

14．恢复重建其他投入折款：指受灾家庭房屋在重建或修复过程中，由政府投入的人工、材料等非资

金类救助的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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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

表 号：应急统表 10

制定机关：应急管理部

填报单位（盖章）：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__省（自治区、直辖市）_市（自治州、地区、盟）_县（区、市、旗）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0〕19号

年 月 有效期至：2023年 2月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主要指标说明：

1．家庭人口：指家庭中有户籍的人口数和没有户籍但在此户居住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数。

2．家庭住址：指户主的家庭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3．需救助人口：指本家庭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下年春季予以口粮、

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已发放救助款：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政府已经直接发放给本家庭需救助人口的用于口粮、衣被、

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资金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已发放救助物资折款：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政府已经直接发放给本家庭需救助人口的用于口粮、

衣被、取暖、医疗等方面救助的救助物资折款金额（含非常住人口）。

D03001 户主姓名___________

D03002 户主身份证号___________

D03003 户主联系方式___________

D03004 家庭类型 □ 1.特困供养人员 2.低保户 3.其他困难户 4.一般户

D03005 家庭人口___________

D03006 家庭住址___________

D03007 需救助人口___________人

D03008 已发放救助款___________元

D03009 已发放救助物资折款___________元

D03010 救助资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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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一）灾害种类术语解释。

1．干旱灾害： 指一个地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降水异常偏少，河流、湖泊等淡水资源总

量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尤其是农业生产、人畜饮水和吃粮）造成损失和影响的灾害。

2．洪涝灾害：指因降雨、融雪、冰凌、溃坝（堤）、风暴潮等造成的江河洪水、渍涝、

山洪等，以及由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江河洪水、山区洪水、冰凌洪水、融雪洪水、城镇

内涝等亚灾种。

江河洪水：指因暴雨引起的江河水量迅增、水位急涨的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

然灾害。

山区洪水：指因降雨在山丘区引发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冰凌洪水：指由于冰凌阻塞形成冰塞或冰坝拦截上游来水，导致上游水位雍高，当冰塞

溶解或冰坝崩溃时槽蓄水量迅速下泄形成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融雪洪水：指形成由冰融水和积雪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的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

自然灾害。

城镇内涝：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镇排水能力致使城镇内产生积水，并造成

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3．台风灾害：指热带或副热带海洋上发生的气旋性涡旋大范围活动，伴随大风、巨浪、

暴雨、风暴潮等，及由其引发次生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社会功能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4．风雹灾害：指强对流天气引起的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等所造成的灾害，及由

其引发次生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社会功能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包括大风、冰雹、龙

卷风、雷电等亚灾种。

大风：指因冷锋、雷暴、飑线和气旋等天气系统导致近地面层平均或瞬时风速达到一定

速度或风力的风，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冰雹：指强烈对流云中降落的固态水，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龙卷风：指在强烈的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下由空气对流运动导致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

旋，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雷电：指强烈的对流性天气导致云中产生电荷并释放电能，击中人畜、建筑、设施等，

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5．低温冷冻灾害：指气温降低至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造成作物减产绝收，或因低

温雨雪造成结冰凝冻，致使电网、交通、通信等设施设备损坏或阻断，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的

灾害。

6．雪灾：指因降雪形成大范围积雪，严重影响人畜生存，以及因降大雪造成交通中断，

毁坏通信、输电等设施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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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沙尘暴灾害：指强风卷起大量沙尘导致地面能见度小于 1公里，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的自然灾害。

8．地震灾害: 指由地震引起的强烈地面振动及伴生的地面裂缝和变形，使各类建（构）

筑物倒塌和损坏，设备和设施损坏，交通、通信中断和其他生命线工程设施等被破坏，以及

由此引起的火灾、爆炸、瘟疫、有毒物质泄漏、放射性污染、场地破坏等造成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和社会功能破坏的灾害。

9．地质灾害：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且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

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亚灾种。

崩塌：指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山体崩落、滚动、撞击，造成生

命财产损失的灾害。

滑坡：指斜坡上的岩土体由于自然原因，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的软弱面整体向下滑动造

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灾害。

泥石流：指山区沟谷中或坡面上，由于暴雨、冰雹、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

石块的特殊洪流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灾害。

地面塌陷：指地表岩体或土体受自然作用影响，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凹陷、坑洞，造

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地裂缝：指在一定自然地质环境下，由于自然因素，地表岩土体开裂，在地面形成一定

长度和宽度裂缝，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地面沉降：因自然因素引发地壳表层松散土层压缩并导致地面标高降低，造成生命财产

损失的自然灾害。

10．海洋灾害：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在海上或海岸发生，造成生命财

产损失的自然灾害。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等亚灾种。

风暴潮：指由台风、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强烈天气系统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造成生命

财产损失的灾害。

海浪灾害：指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产生海浪作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通常

有效波高达 4米以上的海浪，称为灾害性海浪。

海冰灾害：指由海冰引起的影响到人类在海岸和海上活动和设施安全，造成生命财产损

失的自然灾害。

海啸：指由水下地震、火山爆发或水下塌陷和滑坡激起巨浪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灾害。

11．森林草原火灾：指在森林、草原燃烧中，失去人为控制，对森林或草原产生破坏作

用的一种自由燃烧现象所导致的灾害。

12．生物灾害：指病、虫、杂草、害鼠等在一定环境下暴发或流行，严重破坏农作物、

森林、草原和畜牧业的灾害。

（二）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规程。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19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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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送内容：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干旱、洪涝、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沙尘

暴、地震、地质、海洋、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的受灾情况。主要内容包括：

灾害发生时间、结束时间、受灾区域、人口受灾情况、农作物受灾情况、房屋倒塌损坏情况、

基础设施损坏情况、救援救灾工作开展情况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情况等，统计范围包括

本行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以及农垦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华侨农场中的人员。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报送灾情所使用的调查表式、指标解释可参考制度正文第

三部分相关内容。

2．报送要求。

（1）自然灾害快报。

反映干旱、洪涝、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沙尘暴、地震、地质、海洋、森林草原

火灾、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和救援救灾情况。填报程序分为初报、续报和核

报，并同时上报相关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文字说明。

初报：发生自然灾害，行政村（社区）应在灾害发生后的 1小时内上报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在接到灾情后半小时内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启动国家 IV级

以上应急响应的重大灾害，还须上报到县（市、区）相关涉灾部门。

续报：在自然灾害灾情稳定之前，需执行 24 小时零报告制度，即灾害发生后，每 24

小时须至少上报一次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动态，直至灾害过程结束。针对启动国家 IV级以

上应急响应的重大灾害，还须上报到县（市、区）相关涉灾部门。

核报：灾情稳定后，行政村（社区）应在 1日内核定灾情，上报乡（镇、街道），乡（镇、

街道）在 1日内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启动国家 IV级以上应急响应的重大灾

害，还须上报到县（市、区）相关涉灾部门。

对于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和倒塌损坏房屋情况，行政村（社区）要同时填报《因灾死亡失

踪人口一览表》和《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并会同自然灾害快报上报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2）干旱灾害情况报告。

反映干旱灾害灾情的发生、发展情况和救灾工作情况，分为初报、续报和核报，同时上

报相关灾情文字说明。在旱情初露，群众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行政村（社区）上报乡（镇、

街道），乡（镇、街道）汇总情况后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旱情发展过程中，行政村

（社区）、乡（镇、街道）至少每 10日续报一次，灾害过程结束后及时核报。核报数据中各

项指标均采用整个旱灾过程中该指标的最大值。针对启动国家 IV级以上应急响应的重大灾

害，在初报、续报、核报时还须上报到县（市、区）相关涉灾部门。

（3）年报。

反映当年（1月 1日—12月 31日）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及救灾工作情况。行政

村（社区）应在每年 9月下旬开始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灾害情况和救灾工作情况，



- 50 -

于 9月 30日前将年报（初报）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于 10月 10日前汇总上

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于 12月 31日前将年报（核报）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

道）于次年 1月 5日前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4）冬春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报告。

统计冬春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冬春救助时段为每年的 12月至次年的 5月（一季作

物区至次年的 7月）。

每年 9月下旬开始，行政村（社区）应着手调查、核实、汇总当年冬季和下年春季本行

政区域内受灾家庭口粮、饮水、衣被等方面困难且需救助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

府救助人口一览表》，于 9月 30日前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在接到行政村（社

区）报表后，应及时核定本地区情况、汇总数据，于 10月 10日前将本地区汇总数据上报到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在下年的 3－5月（一季作物区为 3－7月）期间，冬春救助工作完成后，行政村（社区）

应对本行政区域内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汇总，填写《受灾人员

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于 5月 20日（一季作物区 7月 20日）前报乡（镇、街道）。

乡（镇、街道）在接到行政村（社区）报表后，应及时核定本地区情况、汇总数据，于 5

月 25日（一季作物区 7月 25日）前报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以户为单位汇总《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于 6月

份（一季作物区为 8月份）上报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3．报送方式。

行政村（社区）向乡（镇、街道）报送灾情时，有条件的应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

系统上报；条件不具备的，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报告，电话报告时应做

好电话记录备案。

乡（镇、街道）向县级上报灾情时，应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特殊情况

下，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上报。

4．报送人员。

原则上乡（镇、街道）灾情报送人员为乡（镇、街道）政府（办）负责应急管理相关工

作人员，行政村（社区）灾情报送人员为行政村“两委”成员、村（社区）灾害信息员。

（三）附则。

1．应急管理部建立灾情统计评估和通报制度，对各地报灾情况进行监督。对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调查、统计、核定、报告灾情的，予以表扬；对报灾不实或延误报灾时间，造成后

果的要追究责任，依法查处。

2．如实报告灾情受到阻拦时，应急管理部门在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

可越级报告。对如实反映情况者进行打击报复的，提请纪检监察部门查处。

3．本制度由应急管理部制定，国家统计局批准，由应急管理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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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制度发至乡（镇、街道）级。

5．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四）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1．年度、季度、月度灾情汇总数据。

（五）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

1．年度、季度、月度灾情汇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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