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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报服务机制构建
谢瑶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0
摘要：构建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报服务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提高政府决策效
率、降低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危害。本文阐述了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报服务战略定位，分析
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对情报服务提出的要求，提出从关键词聚类、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资源开发及应
急管理决策保障 3 个层级构建情报服务机制；最后提出了 3 点优化策略，即有效识别突发公共事件情报
信息、介入与融合应急管理体制、培育和提高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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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for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XIE Yao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250010,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build an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for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which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reduce the harm
of public emergency.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analyzed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service,
constructe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mechanism for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from three levels: keyword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decision suppor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re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public emergency management: effectively identify
emergency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intervene and integrat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cultivate and
improve service guaran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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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是指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

府的完备措施，我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问题

亡、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危害等灾难的突发事件。

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我国还积

按照发生原因和影响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公共卫

极参与到国际疫情防控工作中。由此可见，我国在

生、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四类。2006 年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已经形成了联动机制，能够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过标志着

短时高效地建立起应急体系，对应突如其来的意

我国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达到了法律化、

外。

[1]

制度化的程度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研

在此背景下，情报学的融合与介入既是大势所

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一些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对应

趋，也是必要的，在意外发生时，情报的收集、整

急管理和应急预案进行分析研究。2020 年，新型冠

理和传递显得至关重要，准确而及时的情报能够为

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成为当年最严重的突发

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可以阻断负面连锁

公共事件，基于较为完善的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级政

反应，对社会秩序起到正向引导与维稳作用。因
此，突发公共事件的事前、事中与事后，都需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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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报服务战略定位

理中。这样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开放透明。一

1.1 基础定位

方面，开放性应急管理能够确保政府的政务公开，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情报服务既要与公共

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使公众了解突发公共

部门如医疗机构、媒体等密切配合，从公共部门获

事件的实际情况，更好地支持政府决策和工作；另

取一手资料，还要对获取的资料进行分析，并与已

一方面，开放性应急管理能够集中公众的建议和智

有资源进行链接，形成适用于当下情况的资源信息

慧，为政府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推动突发公共事

产品，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情报系统是一个

件应急管理全员参与的进程。

综合性系统，涵盖公安、消防、医疗、民政等方

2.3 即时性

面，当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情报系统可以充分发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当下，情报系统必须第

挥信息优势，通过信息收集与传播形成联动效应，

一时间进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充分体现出即时性

[2]

助力政府决策 。因此，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

的特点。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

理，情报服务具有信息基础平台的定位。

体的发展趋势，情报系统如果能在事件恶化之前通

1.2 战略资源定位

过信息技术和数据算法捕捉到这些细节，就可以及

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情报服务还

时消除隐患，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5] 。因此，情报系

要根据自身优势和劣势进行战略资源定位的分析，

统的即时性能够充分发挥预判能力，从根本上降低

这需要从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 2 个方面进行衡量。

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危害与损失。

从人才资源看，情报服务加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

3 情报服务机制构建

理，需要各部门形成协调联动机制，这就需要数据

基于上述论述，构建面向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

处理人员、信息管理人员、参考咨询人员等人才的

理的情报服务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其构建层级分为

支持；从信息资源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信息

以下 3 级：关键词聚类、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资源开

的快速高效流通至关重要，只有信息及时传递才能

发及应急管理决策保障。

为决策部门提供准确的数据，情报服务的应急信息

3.1 关键词聚类

[3]

建设与突发公共事件资源库可以提供保障 。

突发公共事件出现后，公众通过关键词获知信
息，情报服务需要将关键词进行聚类整合，在关键

2 情报服务特点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词图谱中，结点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

政府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加快响应速度、提高决策

依据关键词图谱情况，情报服务部门可以运用资源

能力，成为政府部门当务之急。情报服务以其资源

优势，整合现有资源与突发公共事件关键词，同

优势、人力优势和信息传播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

时，加强与突发公共事件相关部门的合作，全面获

保障与支持，因此，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情报服务

得一手数据，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突发公共事件资源

应该具备立体性、开放性、即时性的特点。

库，为后续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 [6] 。在这一环

2.1 立体性

节，情报服务系统通过关键词聚类和突发公共事件

情报服务要打造立体化的布局，即在不同层

资源库的建设，向政府提供应急情报，也为公众提

面、不同区域上，将信息资源跨级联系起来，使信

供可信的资源获取渠道。

息之间形成知识网络，一旦某一领域暴发突发公共

3.2 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资源开发

事件，可以在信息资源层迅速形成连锁效应，知识

突发公共事件信息资源开发是情报服务机制构

网络触及到的信息及时响应。立体性情报服务体系

建的第二层级，情报部门具有丰富信息资源，能够

避免了人为的隐瞒与谎报，同时保证突发事件应急

将即时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与已有的历史数据进行

[4]

管理全过程的信息供给，实现全程化的信息衔接 。

关联整合，调用已有的案例，对解决当下突发公共

2.2 开放性

事件提供帮助与参考。通过数据关联进行突发公共

开放性指的是情报体系对社会开放，允许公众

事件应急管理的策略更有针对性，因此被认为是一

获取和咨询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例如，新型冠状病

项优质战略。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更新及智慧

毒疫情期间，公众可随时关注疫情动态，掌握疫情

应急情报资源的深度开发，情报服务系统在突发公

的发展情况，同时还可以参与到突发公共事件的处

共事件信息分析方面已经超越了传统范畴，更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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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感知和深层次计算的格局，对突发公共事件信

及时有效地引导社会公众，情报服务要开发新技

息分析的密度更大、加工更深，逐步形成了应急监

术，提高情报资源的主导能力。具体而言，情报服

测信息、事件评估信息、应急预案信息等模块，能

务要加强对网络信息资源流通的监管力度，对一些

够从整体上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把握和预测，也是

与突发公共事件关联性强的关键词及时进行收集和

[7]

情报服务机制的核心优势 。

分析，不断补充突发公共事件资源库，为政府部门

3.3 应急管理决策保障

提供最新的情报 [8] 。同时，情报服务要注重舆论导

笔者认为，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情景-应

向，对突发公共事件涉及到的地区和人群进行及时

对”的决策模式更加科学高效，也更符合应急管理

地疏导和帮助，以维护社会秩序。总之，情报服务

逻辑。因此，情报服务机制构建的第三个层级即应

既面向政府决策部门，也面向公众，要扮演好保障

急管理决策保障。情报服务系统通过对突发公共事

者的角色，不断培育和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

件的识别和分析，形成模拟的决策模型，为政府部

5 小结

门提供辅助和理论指导。这种模型按照一定的计算

尽管国内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起步

方式生成，对一些变量因素缺乏具体考量，因此不

较早，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将突发公共事

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实际操作过程中，但应急管理

件与情报服务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还较少。随着交叉

决策模式是基于一系列客观数据生成的，因此在理

学科的兴起和大数据环境的到来，二者的融合是必

论层面上具有参考性，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帮助。

然趋势，运用情报服务的优势降低突发公共事件的

4 情报服务优化策略

破坏性、提高政府的响应速度和决策能力，是图书

情报服务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过程

情报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笔者认为，从情报学的角

中，扮演“吹哨人”、信息提供者、保障者等多重

度开展面向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能够提

身份，具有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三点情报服务优化

升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策略，以提高情报服务的效率。

和深远的影响。

4.1 有效识别突发公共事件情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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