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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功富： 这是我们人防部门在履行战略职能过程中必须

要加强的一项工作。 人防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搞好国防建

设和人防发展。 人防工程是我们国家城市防空袭过程中必备

的手段。 不管现在兵器发生怎样的改变、战争形态发生怎样

的改变，从近几次局部战争来看，包括朝鲜半岛开展的延平

岛的军演来看， 人防工程仍然是减少战争损失的重要手段。

还有科索沃战争保存了 86%战争实力，这主要是靠铁托集团

动员全民建设的防空地下室来保护的战争潜力。 在回答人民

网记者的问题时，我提到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社会招商

引资建设人防工程的力度，动员社会力量来鼓励和支持人防

工程建设，人防工程一个重要属性就是社会公益性。 我们现

在投资建设的人防工程在作为地下车库，商场等时体现人防

工程的经济属性，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它在取得合理经济

利益时， 这些工程更多的还是在履行它们的战备和国防职

能。 我们国家对人防工程建设一直给予鼓励政策。 包括免收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使用税，并享受所得税、营业税、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水电增容、用电、用水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 在城市土地资源这么紧张、城市土地出让费这么高的

情况下，有眼光、有经济头脑的开发商应该更多去开发城市

地下空间，这样不但他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对国

防建设和人防事业发展做了贡献，是一项“一种投资、多个收

益”的利国利民的事业。

省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卜功富

解读新《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和我省人防工程相关情况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 于今年 5 月 27 日经湖南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通过， 并于 2011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近日，省人防办党组书

记、主任卜功富就新修订的《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

法》 和我省人防工程的相关情况为公

众做了详细解读。

�������卜功富：这次《实施办法》的修改可以

说是建国以来人防法制建设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里程碑。据我所知，我省新的《实施

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部具有典型代

表意义的地方性法规。 在这里我们要由

衷的感谢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民政府和

省直相关部门给予我们的关心支持和积

极配合。 我省的《实施办法》有几个特点：

1、是充分体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我国的

防空体系包括要地防空、 野战防空和城

市防空袭斗争， 人防部门的工作主要是

围绕城市防空袭斗争展开。 2、是注重将

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次《实施

办法》 可以说是人防六十年建设经验的

总结和升华。 3、注重改革创新。 4、注重解

决我省人防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5、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总的来讲这次

《实施办法》修改涉及的范围几乎覆盖原

《实施办法》所有条款，幅度大、范围广、

内容多。首先是在篇幅上，条目数量从 28

条增加到 43 条， 文字篇幅由 3541 字增

加到 5672 字， 增加了 2131 字。 其中，20

条作了重大修改包括我们还删除 1 条原

有的规定，增加了 16 条，有 8 条作了文

字技术调整和个别字句修改。

具体来说修订后的《实施办法》和旧

的《实施办法》相比主要有八个方面的不

同。 1、新增了人民防空的方针和原则。在

《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人民防空贯彻

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

坚持人民防空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与现代城市建设相结合，坚持战时防

空与平时防灾救灾、 发展经济和服务人

民生活相结合。 ”这一方针和原则，充分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 体现了以人

为本、人民安危至高无上的执政理念，体

现了人防改变过去孤立的， 封闭起来搞

建设的格局，而是以开放的、融合的发展

路径，走进经济主战场，经济中心的新模

式。 2、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防空工作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

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人民政

府负主要领导责任。 3、新增和强化了政

府组织领导责任，包括了若干要求，协调

机制、领导关系、工作机制、单建式人防

工程建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

人民防空重点防护目标单位， 应当指定

机构或者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人民

防空工作。 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和

高校园区等各类园区应当依法开展人民

防空工作。 4、新增和强化了人防职能部

门的主体责任， 这方面的规定在我们分

发的材料中都有，这里我就不展开讲。 5、

明确和新增了相关部门的配合、 监管责

任。 6、新增和完善了防空地下室建设管

理制度，强化了人防工程质量管理。 7、拓

宽了人民防空平战结合领域。 8、强化了

法律责任的追究力度，具体来讲在《实施

办法》 第四十一条分四个方面作了比较

详尽的规定。 应该说，这次《实施办法》的

修订的范围广，内容多，比原来的《实施

办法》更加严格、更加规范。 ”

�������卜功富：现有人防工程的建设情况，经过六十年的建设，人

防工程有了长足的发展。 人防工程的建设可以分两个阶段来

讲。 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当时我们面临着前苏联对我国边境的骚扰和其它战争威协，

人防工程主要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 组织人民群

众修建的早期人防工程，包括疏散干道工程、单位人防工程以

及社会全体成员参与修建的大型人防工程。 这些人防工程建

设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战争威协。 当时之所以没有爆发大

规模的战争， 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人防工程的防御能力对前

苏联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作出了

调整，人防建设经费由政府和社会共同负担，必须结合民用建

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我们现在讲的人防工程，大量的是结建人

防工程即：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 当然还有部分指

挥所工程、单建人防工程。 这么多年来，我们湖南省人防工程

建设也取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有很多的遗憾，比如现有人防

工程的保护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相符的地方，这

也是今天我们完善法律及各项制度建设的出发点。 基于保密

的要求全省人防工程的数量，在这里我不便回答。 大致上，我

省人防工程总面积约占全国平均水平的 60%， 我们湖南省就

是这个水平，当然在中西部地区，我们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在这里我还可以欣慰的告诉记者，我省的指挥所工程、单建式

人防工程在广州战区、在中部地区是位居前列的。 所以说我省

的人防工作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在广州战区有重要地位。

分析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我国并不是一个很

安全的国家，比如中越的边界矛盾、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

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西化和分化一刻也没有停止。所以我

们人防部门感到使命很光荣、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这也是

我们修订这部法律来严格管理的初衷所在。我们下一步的人防

工程建设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第一，继续加强指挥所

工程建设，这也是我们履行战备职能的要求，包括我们的地面

指挥所、基本指挥所、机动指挥所还有我们疏散指挥基地的建

设。第二个要运用法律管理好结合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

室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就是每一年的建设面积要突破 100万平

米以上。 到现在我们全省 10年间大概修建了 72万平米。 我们

大家都很关注的许多楼盘下面都有停车场位，它们平时可以停

车，战时则是一个掩体，我们按战术和技术要求对它们进行了

防护。 包括我们的工业园区、开发区、高校园区、经济开发区都

要无封闭管理，全面的覆盖。说到这里，我们人防部门有很多的

苦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落实法律中要调整许多利益

关系，增加了很多成本。而且开发商有一个很错误的认识，认为

修建防空地下室这笔钱是他们出的，其实这笔钱最终转嫁给了

业主和房产购买人，开发商只是一个房屋的建设者。 第三个方

面就是要继续加大引进社会资本建设人防工程的力度。通过这

些年的发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

任务。 城市发展中会面临拥堵、污染、土地利用低等问题。 这些

年来，我们人防部门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通过我们的

人防规划，通过我们努力引进社会资本建设了大量城市地下工

程，如长沙的黄兴北路金满地、韶山南路的大都市、雅礼中学的

过街通道、湖南宾馆的二号楼工程、枫林三路涉外经济学院和

第一师范的过街通道、郴州市的五陵广场、岳阳市的东茅岭地

下商城、娄底的长兴街工程、株洲的人民路工程等等。其中岳阳

市的东茅岭的地下商城去年招商引资接近四个亿，建设了四万

平米，把原来的阻塞交通的步行街全部移到地下去了。 在引进

社会资本建设人防工程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我们作了一

个规划，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引进的开发城市地下空间的社会

资本争取突破 60亿。

第二个问题，下一步我们的打算，十二五期间，我们争取将

我省人防工程建设面积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达标。

第三个问题，我省人防工程建设是否有个进程表？ 人防工

程建设有数量方面的要求，但是要列一个进程很困难。 因为人

防工程的建设面积是按照城市防护面积和城市防护等级来确

定的。城市建设规模越快，城市人口越多，城市总体的人防工程

面积就要增加，我们只能按照过去周总理确定的全国城市人口

人均一平米的标准来配建人防工程，而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时

间表。

第四个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

我们的城市规划和现实中的城市建设是脱钩的， 规划赶不上

变化。 过去我们只注重平面建设，更多关注地面部分，这是我

们城市建设中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作为我们人防部门，现在一

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管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做好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过程中兼顾人防工程的整体规划。 我们想是这

样的，在老城区的改造过程中，我们会积极的向政府提出要求

和建议，但是能左右这项工作是各级政府而不是人防部门，所

以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 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了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的一篇文章，说现在我们唱红歌很好，歌颂党是必

要的，我们党领导我们取得的辉煌成就必须歌颂，他讲了一个

观点我非常受教育，他讲，增强忧患意识更有利于我党长期执

政。 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不要养成一种倾向，过多的或

者是一味的宣传我们的辉煌， 因为我们的辉煌是一种苦难辉

煌。 像美国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国家，地理位置很特殊，是一个

战略进攻型的国家，我国是一个战略防御型的国家。 美国所有

的民用建筑都配建了防空地下室， 它的指挥场所有 60 万个，

按照它的进攻能力， 应该是其他国家要建设大量的防空地下

室，殊不知他的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都很强。 我们现在要建设

两型社会，但是两型社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安全。 如

果没有安全，那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能都只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加大对老城区改造过程中结合民用建筑修

建防空地下室的落实力度。 另外我可以欣喜的告诉大家，现在

我们城市地下工程建设的力度很大，包括我们的过江隧道、地

铁、城市轻轨都很好落实了我们现在防空工程的建设问题，还

有长沙即将开通的湘江综合枢纽工程， 我们人防部门都做了

大量的前期工作。

�������卜功富： 在我们新建的民用建筑当

中普遍的违反《人民防空法》和《实施办

法》 的规定的典型行为主要有以下几

种，一是报建程序不到位或者是违反了

人防工程建设管理的规定。 国家的法

律、《实施办法》、省政府 204 号令还有物

价财政部门的 87 号文件都规定了所有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在设

计过程中都要进行防空地下室初步设

计审查， 有的违反规定不按程序报建

（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而且在过去政

府的服务窗口没有建立，这样导致防空

地下室在报建环节没有落实到位。 二是

由于我们政府各职能部门职责的交叉

和重叠，有些人防前置审批的规定没有

到位，比方说按照规定，没有人防部门

的审核同意，规划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没有人防部门的审核同

意， 建设部门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没

有人防部门的审核同意，房产部门不得

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发放房屋所有权证

书。 这些导致我们有些地方出现的逃

建、漏建、逃缴、漏缴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是审查不到位。 按照总体建筑面积，

不同的楼层，不同构架、构造，包括我们

的群楼，10 米以上的建筑主体， 面积计

算上往往有减少防空地下室建设面积现

象的发生。 四是因地质、地形原因（新的

《实施办法》列举了 5 项条件）不宜修建

防空地下室或者建设单位向人防行政主

管部门易地建设申请， 而要向人防部门

交纳易地建设费时， 不缴、 少缴的违法

行为大量存在。 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贯彻

《实施办法》，制定有关配套措施过程亟

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上述问题我就作这

个简要的回答，谢谢。

�������新修订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与原有的《实施

办法》有哪些区别？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目前在人防工程建设， 特别是住宅小区的人防工程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违法

现象。 那么在人防工程建设中违法现象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 有什么典型案例？

�������目前我省人防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怎么样？ 省内是否还会建设大型平战结

合人防工程？ 我省人防工程建设有没有一个进度表，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种

类、什么规模的人防工程？ 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区几乎没有建设人防工程，下一

步人防部门打算怎么样改善这种状况？

�������新的《实施办法》中提出要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投资

修建人防工程，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优惠政策？

省人防办党组书记、主任卜功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