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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摄氏度情形下的亚太风险全貌：次区域加强适应力和复

原力的途径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在亚太区域，尤其是在每个次区域中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地区，风险

仍然高于复原力。鉴于温度每升高一点都会转化为额外风险，本文件介绍了最

新的区域风险全貌，显示了如果全球气温上升 1.5摄氏度或者更多，人民和经济

面临的灾害风险程度。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 77/1 号决议以及减

少灾害风险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成果(其中建议扩大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战略的规

模，应对多重危机同时发生)，建议采取以下五项次区域合作行动，以缩小适应

力方面的差距：加强预警系统，使水资源更具复原力，使新的基础设施具有复

原力，保护红树林，以及改善旱地农业作物生产。 

鉴于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恒河-雅鲁藏布江-梅克纳流域的孙德尔本

斯三角洲日益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湄公河下游流域洪灾加剧，咸海灾难，以及

西南亚、北亚和东亚的沙尘暴走廊等特定次区域背景，提出了加速各次区域提

高适应力行动的途径。 

经社会不妨审议本文件中所载的调查结果、可能利用的解决方案以及政策

建议，并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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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过去的两年中，亚太区域在多波 2019 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中

连续遭受灾害。虽然本区域在过去 20 年间在管理灾害风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但这一大流行病加上持续的气候变化现实，正在重塑亚太灾害风险全貌(即本区

域在一系列灾害中面临的灾害风险程度)，
1
  并要求采取更系统的风险管理方

法。 

A． 充满极端天气的一年 

2. 2021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历了多重级联风险情景。南亚受灾最为严重；印

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受到洪灾和气旋的严重影响，导致 COVID-19 病毒的德尔

塔变体引发了一个新的感染和死亡高峰。印度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遭受了五

次气旋风暴--气旋陶克泰、亚斯、古拉卜-沙欣和贾瓦德。在东南亚，印度尼西

亚受灾害影响最为严重，而泰国、缅甸和菲律宾出现了由一些台风引发的大规

模洪灾。在东亚和东北亚，中国河南省和俄罗斯联邦伏尔加斯克区和萨马拉州

均受到严重洪灾的影响。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了地震，热海市的降雨引发了大

规模山体滑坡。太平洋岛屿国家因风暴和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严重洪灾。汤加最

近于 2022年 1月 14日发生的火山喷发引发的海啸席卷了浩瀚的太平洋，最远到

达日本和美洲海岸。一些岛屿消失了，另有许多岛屿被火山灰尘覆盖，导致空

气、水和食物的毒性水平上升。汤加的海底光缆遭到严重损坏，使民众与可靠

的全球通信中断达数周之久。与此同时，汤加正在努力应对 COVID-19 病例的暴

发，这使得封锁成为必要，造成运送关键的水和食物供应更加复杂。汤加的火

山喷发说明了一种级联风险的情景，即一场灾难引发另一场灾难，暴露并加剧

了多种关键的脆弱性。 

3. 与天气、气候或水灾有关的灾害，平均每天造成 115 人死亡，导致 2.02 亿

美元的损失。在 50 年的时间里，受到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增多以及报道改进的

推动，灾害数量增加了五倍。
2
 

B． 人类的“红色警报”：极端气候是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 

4. 气候变化是广泛、迅速和不断加剧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 2021

年 8 月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时间框架内，目前一些趋势是

不可逆转的。
3
  秘书长特别指出了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警告说人类将面

临红色警报。该《报告》介绍了耦合模式比较项目第 6 阶段的新情景，并使用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来描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五个广泛叙述。到 2100 年温度上

升的幅度从估计的最佳情况即低于 1.5 摄氏度直到超过 4摄氏度。 

 
1
 《2019 年亚太灾害报告：亚太区域的灾害风险全貌：加强复原力、包容性和赋权的途径》

(联合国出版物，2019 年)。 

2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和经济损失图集(1970-

2019)》第 1267 号(2021 年，日内瓦)。 

3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1 年气候变化：物理科学基础》(剑桥，英格兰，剑桥大

学出版社，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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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该报告的主要调查结果之一是全球变暖 1.5 摄氏度与 2 摄氏度之间的差异

是巨大的：温度每升高一点都会转化为额外风险。因此，适应温度升高 1.5 摄

氏度及以上的情景，对亚太区域建设复原力和加速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至关重要。2021 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

届会议上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特别指出这一观点。 

6. 在此背景下，本文件所载的信息介绍了本区域最新的风险全貌，重点指出

了在两种不同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下，气温上升 1.5 摄氏度及以上的

主要区域和次区域特殊性，其中一种是情景 2，即如果继续一切照旧，则会出现

的温和的中间道路情景；另一种是情景 3，是最糟糕的情况，之所以选择这种情

况进行分析，是因为它将带来相当大的缓解和适应挑战。本文件旨在确定次区

域的优先事项，并提出采用各种工具，包括从新技术中产生的工具以及亚太风

险和抗灾能力门户网站提供的工具，以支持建设抗灾能力和适应气候变化。最

后，本文件重点指出次区域合作的机会，特别是通过亚太抗灾能力网络进行合

作的机会。 

二． 1.5 摄氏度及以上情景下的亚太风险全貌 

7. 利用新的耦合模式比较项目第 6 阶段模型，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将全球变暖趋势缩小到亚太区域及其次区域。该分析重点

指出，尽管整个区域存在着总体风险，有必要开展全区域合作，但也存在着次

区域特殊性，最好通过次区域合作来加以应对。 

8. 图 1 比较了四种与气候有关的极端天气，即表面风(可导致海洋中出现更频

繁、更强烈的热带气旋和陆地上更频繁、更强烈的沙尘暴)、陆地上的强降水、

陆地上的极端高温和农业/生态旱灾在升温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的两种社会经

济情景下的不同影响，即情景 2(中间道路)和情景 3(对适应和缓解都造成很大

挑战的崎岖道路)。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情景下，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本区

域受强降水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由于热带气旋的加剧产生的农业旱灾、高温/热

浪，以及暖风。虽然强降水在所有情景下都产生最大影响，但在升温 2 摄氏度

的情景 3下农业旱灾将略高，而在升温 1.5摄氏度的情景 2下，表面风和极端高

温将略高。这些趋势也反映在本区域最新的气候变化研究中。
4
 

  

 
4
 吴 庆 元 等 著 ， “Asian summer monsoon responses to the change of land-sea 

thermodynamic contrast in a warming climate： CMIP6 projections”，《气候变化研究

进展》，第 13 号(2022 年)，第 205-217 页。可查阅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article/pii/S167492782200007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0barticle/pii/S1674927822000077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0barticle/pii/S16749278220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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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在共同社会经济途径情景 2 和情景 3 下，全球变暖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时，

气候灾害对亚洲及太平洋的不同影响 

 

资料来源：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第一工作组交互图集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查阅 https://interactive-atlas.ipcc.ch/ 

(2022 年 2 月 11 日访问)。 

注：极端天气的测量单位：表面风/热带气旋强度(米/秒)、强降水(毫米)、陆地极端

高温(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的天数)、农业/生态旱灾(干旱天数)。结果基于区域最大单位与全

球平均值的标准差。 

9. 然而，区域分析掩盖了次区域的特殊性，这在考虑人口和生计的复原力时

是很重要的。例如，与其他次区域相比，在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升温 1.5 摄氏度

还是升温 2 摄氏度，太平洋地区都受到表面大风的过度影响。与其他任何次区

域相比，这可能导致太平洋地区的热带气旋更加频繁和强烈。 

10. 此外，在两种情景下，无论是升温 1.5 摄氏度还是升温 2 摄氏度，每个次

区域都会有自己的风险变化，它在未来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图二显示了下述各

个次区域的趋势。 

11. 在东亚和东北亚，在温和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的情况下，强降水和农业

旱灾将是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如果该次区域进入最糟糕情景(情景 3)，无论

升温 1.5摄氏度还是升温 2摄氏度，它将更多地受到带来更频繁和更强烈的热带

气旋的表面大风的影响。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将面临陆地上越来越大的地表风，

可能会导致更频繁和更强烈的沙尘暴。该次区域在所有气候情景下也仍然受到

农业旱灾和极端高温的严重影响。如上所述，太平洋次区域将受到海上海表风

的过度影响，增加热带气旋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如果太平洋进入情景 3 升温

1.5摄氏度或情景 2或情景 3升温 2摄氏度的情况。在东南亚，在升温 1.5摄氏

度的情景下会出现更潮湿的气候，在升温 2 摄氏度的情景下更潮湿的气候将继

https://interactive-atlas.ipc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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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下去，导致湄公河流域的洪灾风险可能增加。
5
  该次区域还将受到更频繁的

热带气旋的影响，特别是在温和情景 2升温 2摄氏度的情况下。最后，南亚和西

南亚次区域将受到所有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所有情景下，它将同时受到极端降

水和干旱天数的影响，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洪灾以及旱灾强度的增加，而这又

有可能增加世界上最脆弱的地理区域之一——恒河—雅鲁藏布江—梅克纳流域

的级联灾害。
6
  此外，在情景 3 升温 1.5 摄氏度及以上的情况下，该次区域还

将受到更频繁的热带气旋和极端高温的影响。这些次区域趋势也反映在最近关

于气候变化情景的研究中。
7
 

图二 

在共同社会经济路径情景 2 和情景 3 下，全球升温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时，

亚太各次区域极端天气的相对强度 

 

 
5
 世界自然基金会，“大湄公河”。可查阅 https://greatermekong.panda.org/challenges_ 

in_the_greater_mekong/climate_change_in_the_greater_mekong/(2022年 2月 7日访问)。 

6 P F Uhe and others, “Enhanced flood risk with 1.5ºC global warning in the 

Ganges-Bhramhaputra-Meghna bas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vol. 14, 
No. 7, 16 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 

1748-9326/ab10ee. 

7
 Yang Liu and others, “Changes in climate extremes in Central Asia under 1.5 and 

2ºC global warming and their impa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Atmosphere, 

vol. 11 (2020), No. 10, p. 1,076; and Greenpeace East Asia, “5 ways the climate 

crisis will change Asia”,18 August 2021. 

https://greatermekong.panda.org/challenges_in_the_greater_mekong/climate_change_in_the_greater_mekong
https://greatermekong.panda.org/challenges_in_the_greater_mekong/climate_change_in_the_greater_mekong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b10ee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b10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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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交互图集的数据计

算的结果(见图一)。 

注：极端天气的测量单位：表面风/热带气旋的强度(米/秒)、强降水(毫米)、陆地极

端高温(温度超过 35 摄氏度的天数)、农业/生态旱灾(干旱天数)。结果基于次区域最大单位

与区域平均值的标准差。 

12. 极端气候的强度日益增加，将为病媒传播疾病和其他疾病创建新的小生

境，增加传播时间和地理区域等风险的可变性。与气候有关的危害，如热带气

旋、洪灾、旱灾和极端高温，本身就会造成疾病的暴发，如疟疾和登革热(由于

洪灾和热带气旋)、营养不良(由于旱灾)、热晕厥和中暑(由于极端高温)以及呼

吸系统问题(由于沙尘暴)。《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指出了与气候相关的生物

和自然灾害的交叉风险的具体组合，在每个次区域，在 1.5摄氏度和 2摄氏度的

气候变化情景下，这些风险都会增加(见表 1)。 

表 1 

在 1.5 摄氏度和 2 摄氏度的气候变化情景下，与气候有关的生物危害和自然危

害相互交织的风险在增加 

次区域 突出的极端气候 相关生物和健康风险 

东亚和东北亚 旱灾和土地荒漠化 钩端螺旋体病、登革热、疟疾、蜱传脑炎

和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及感染性胃肠炎和外

伤 

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 

北亚和中亚 旱灾和极端高温/沙尘暴 营养不良、营养不足、热昏厥、中暑、热

浪造成的过度死亡、呼吸系统疾病 

太平洋 热带气旋 钩端螺旋体病、登革热、疟疾、蜱传脑炎

和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及感染性胃肠炎和外

伤 

东南亚 热带气旋和强降水 钩端螺旋体病、登革热、疟疾、蜱传脑炎

和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及感染性胃肠炎和外

伤 



ESCAP/78/13 

 

2 B22-00235 

南亚和西南亚 强降水和旱灾 

极端高温和热带气旋 

钩端螺旋体病、登革热、疟疾、蜱传脑炎

和其他病媒传播疾病及感染性胃肠炎、营

养不良和营养不足 

热昏厥、中暑、热浪造成的过度死亡、钩

端螺旋体病、登革热、疟疾、蜱传脑炎和

其他病媒传播疾病 

资料来源：《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在风险更大的世界中加强抗灾能力—管理生物危

害及其他自然危害的系统性风险》(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13. 虽然这些具体的次区域风险意味着每个次区域必须确定自己的一套定制的

适应优先事项来应对，但这些风险也具有跨界性质，因此需要次区域合作努力

和方法来建设复原力。表 2提供了一些次区域在 1.5摄氏度气候情景下的跨界风

险及其影响的重点问题。 

表 2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 2和情景 3升温 1.5摄氏度情况下的跨界风险和灾害

及其次区域影响 

聚焦次区域 跨界风险 对人口、生计和经济的影响 

东亚和东北亚 在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情

况下的旱灾和荒漠化 

蒙古约 58%的农业生产(数量)、俄罗斯联邦

19% 和中国 18%的农业生产将面临日益加剧的

荒漠化风险。 

北亚和中亚 在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情

况下咸海流域的干旱程度 

干旱天数的增加会影响水电站发电能力；例

如，在哈萨克斯坦，这将在今后 20 年影响约

4%的水电站。 

太平洋 在情景 3 升温 1.5 摄氏度情

况下的热带气旋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面临表面

风/热带气旋的增加；以下国家可能面临年风

速增加的问题： 

法属波利尼西亚(高百分比的增加)、美属萨

摩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

罗门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中等百分比)；

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低百分比)。 

东南亚 在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的

情况下，湄公河下游的洪灾

和热带气旋 

湄公河下游明显变得降雨更多(洪灾)，并受

到热带气旋日益增加的影响 

南亚和西南亚 在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的

情况下，广泛的干旱现象 

在情景 2 升温 1.5 摄氏度的

情况下，恒河-雅鲁藏布江

—梅克纳流域的多重危险 

受极端高温和旱灾增加影响的人口估计如

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占总人口 77.2%)，其

次是阿富汗(61.3%)、巴基斯坦(59.9%)、印

度(2.0%)和土耳其(1.2%)。 

恒河-雅鲁藏布江-梅克纳流域将遭受越来越

强烈的风险；由于阿拉伯海产生的气旋，印

度西北部(包括沿海地区)和巴基斯坦东南部

地区将成为风险热点地区。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交互图集的数据计

算的结果(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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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适应升温 1.5摄氏度及以上所带来的灾害-气候-健康关系的

级联挑战 

14. 上一节概述了次区域一级因全球变暖 1.5 摄氏度及以上而产生的新风险。

鉴于亚太区域已经感受到升温 1.5 摄氏度情景下极端天气日益增多的情况，在

落实减缓目标的同时增加对关键适应措施的投资十分重要。 

15. 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提出了加强适应

力方面的前进方向，为加强适应力供资制定了新的全球目标。目前的愿望是在

减缓和适应之间实现50:50的平衡，将更多的适应力资金提供给最脆弱的国家。

目前，在所有资金来源中，适应力供资的份额仍为 20%至 25%。
8
 

16. 此外，《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为加强适应力和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指

明了方向。特别是，促进具有抗灾能力的基础设施联盟发起了具有复原力岛屿

国家基础设施倡议，旨在解决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系统相关的多方

面问题。在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还启动了一个关于全球适应目标的

两年期方案。 

17. 秘书处正在通过分析工作支持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建设区域和次区域抵御

气候变化的能力，其重点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和全球适应问题委员会的主

要适应优先事项，
9
  即加强预警系统，使水资源更具复原力，使新的基础设施

具有复原力，保护红树林，以及提高旱地农业作物产量。在建设抵御热带气

旋、强降水、极端高温和农业旱灾的能力方面，这五项措施将提供最高的成本

效益比。根据《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本区域这些适应措施的总成本估计为

2 020 亿美元，另外还有 6 800万美元用于适应与气候有关的生物危害。适应成

本最高的将是东亚和东北亚，接下来分别是太平洋、南亚和西南亚、东南亚以

及北亚和中亚。
10
 

18. 此外，2021 年秘书处推出了亚太风险和抗灾能力门户网站，以使亚太抗灾

能力网络投入运作。
11
  该门户网站是一个关于气候变化对亚太区域、其次区域

和各国影响的易于使用、全面的信息库。注意到各次区域极端天气的特殊性，

门户网站根据新的气候情景，为各次区域和各国制定了一个加强适应力优先事

项的矩阵。例如，在太平洋次区域，像保护红树林这样的旨在加强适应力的措

施是势在必行的，因为红树林不仅提供了抵御热带气旋的物理保护，也为沿海

民众提供一个关键的生态生计系统。同样，在南亚和西南亚，例如在恒河-雅鲁

藏布江-梅克纳流域，改进综合预警系统可以支持弱势人群建设抵御洪灾、旱灾

和相关生物危害的复原力，同时保护红树林并改善水资源管理。同样，推进有

关洪灾和热带气旋的综合预警系统将支持湄公河流域下游的民众。 

 
8
 更 多 信 息 ， 请 查 阅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 

the-glasgow-climate-pact/cop26-outcomes-finance-for-climate-adaptation#eq-2。 

9
 更多信息，请查阅 https://gca.org/about-us/the-global-commission-on-adaptation/。 

10
 《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在风险更大的世界中加强抗灾能力–管理生物危害及其他自然危害

的系统性风险》(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 

11
 可查阅 https://rrp.unescap.org/。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glasgow-climate-pact/cop26-outcomes-finance-for-climate-adaptation#eq-2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glasgow-climate-pact/cop26-outcomes-finance-for-climate-adaptation#eq-2
https://gca.org/about-us/the-global-commission-on-adaptation/
https://rrp.unesc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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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适应级联风险的次区域举措 

19. 加强适应力和复原力的途径是使亚太区域做好准备应对危机的气候行动的

关键。由于风险仍然高于复原力，尤其是在每个次区域中的脆弱地区，秘书处

正在努力开展次区域行动，以弥合在日益面临下列灾害背景下的适应力缺口：

(a)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热带气旋，(b)恒河-雅鲁藏布江-梅克纳流

域和湄公河下游流域的洪灾，(c)东南亚的旱灾和缓发灾害，(d)咸海灾难，以

及(e)西南亚以及北亚和东亚的旱灾、荒漠化、土地退化和沙尘暴风险走廊。亚

太经社会秘书处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秘书处正在开展的关于《2021-2025年

东盟适应干旱行动计划》的倡议，可以在其他次区域的多灾种风险热点地区推

广。 

20. 由于一些脆弱的次区域存在着特定灾害、气候和健康因素相互作用的风险

热点，
12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也正在扩大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战略的规模，将灾害

(包括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和对相关健康问题的看法结合起来，以补充各国在实

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努力。在此方面，根据减少灾害风险委员

会第七届会议的建议，秘书处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正在组织与成员国的磋

商和专家会议，以形成适当的政策工具和指导，从而支持落实《2015-2030年仙

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卫生层面的工作，包括注意到支持落实《2015-2030年仙

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卫生层面工作的曼谷原则以及其他相关区域和次区域框

架和倡议。 

21. 2022年 1月 15日在影响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太平洋火山喷发后，秘

书处立即与《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区域方案》的成员联系。亚太经社会的

合作伙伴联合国卫星中心分享了超过 20千兆字节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和 10份评

估损失的分析报告。 

22. 为了支持它在所有次区域为执行《亚太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30 年)》所开展的工作，秘书处一直在与成员国合作，以便使数字创新

和诸如地球观测、全球导航系统和天基服务等空间应用先进技术能够对旨在加

强适应力的数据驱动和循证政策制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23. 此外，亚太风险和抗灾能力门户网站利用地理空间和多部门数据，为各次

区域和各国确定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成本和适应力方面的优先事项。这项工作是

对减少灾害风险委员会的回应，该委员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重点指出了《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分析结果的重要性，请秘书处进一步深化其分析研究，并通

过门户网站传播研究结果。 

24. 在情景 2 和情景 3 升温 1.5 摄氏度的情况下，升温的一个主要结果是沙尘

暴也会增加。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是亚太经社会的区域机构和

联合国防治沙尘暴联盟的成员，按照大会和经社会决议的授权，与其他联盟伙

伴和成员国合作，促进南北、南南和三角合作，以减少沙尘暴的风险和对社会

经济的不良影响。在这方面，该中心与合作伙伴和成员国协商，正在制定一项

关于沙尘暴的区域行动计划。 

 
12
 《2021 年亚太灾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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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扩大了其伙伴关系。它与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和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三个伙伴与气象组织和其他合

作伙伴一起，分别编写了以亚洲和西南太平洋为重点的两份气候状况报告。此

外，秘书处与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经济合作组织、中亚应急

和减灾中心以及亚洲和非洲多种灾害区域综合预警系统缔结的谅解备忘录将有

助于秘书处扩大和深化其次区域活动。秘书处与亚洲理工学院、环太平洋大学

协会和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术机构建立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秘书处缩小与加强适

应力和复原力有关的研究与业务实践之间的差距。 

五． 供经社会审议的问题 

26. 考虑到在共同社会经济途径情景 2和情景 3升温 1.5摄氏度或 2摄氏度情况

下灾害-健康-气候的相互作用关系中新出现的风险，并借鉴第四节讨论的主要

解决方案，秘书处将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和采取次区域办法，包括在亚太抗灾能

力网络的背景下采取上述行动，来应对迫在眉睫的跨领域挑战。 

27. 经社会不妨就秘书处今后的工作、包括本文件所列的优先领域和伙伴关

系，向秘书处提供指导，以期加强减少灾害风险领域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