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尼泊尔、西藏
地震紧急救援行动



● 4·25尼泊尔地震，带给我国西藏和尼泊尔人民巨大的灾难，在灾难面前，以中

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中国NGO组织积极响应灾害救援，为中国的民间救援写

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扶贫基金会凭借13年的国际国内灾害救援工作经验，及

汶川、玉树、雅安，鲁甸等国内重大地震灾害救援工作经验，依托组建的中扶

人道救援队、人道救援网络、人道救援志工委三位一体的救援专业组织，在第

一时间奔赴尼泊尔和西藏重灾区，与联合国、国际NGO组织、当地政府、当地

NGO、当地华人华侨等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灾区需求的救援工作，所开展的相关

项目将使得尼泊尔近20万人次、西藏近4万人次受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人道救

援工作，不仅为灾区民众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更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带给尼泊

尔、西藏灾区民众恢复家园、恢复生活的希望。

● 因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在昭示：尼泊尔、西藏，我们和你在一起。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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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投入

尼泊尔、西藏地震救援共计投入460人次4600余小时，进行60天不间断救援工作。

尼泊尔

西藏

● 西藏救援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4人、中扶救援队6

人、人道救援网络（厦门曙光救援队、韶关乐善义工

会）5人、人道救援志工委6人。结合当地志愿者，共

计投入322人次2000余小时开展救援工作。

● 尼泊尔方面：中国扶贫基金会12人、人道救

援网络（彩虹公益社）2人、中扶救援队1

人、蓝天救援队84人。结合当地志愿者，共

计投入138人次2600余小时开展救援工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12人

人道救援网络（彩虹公益社）2人

中扶人道救援队1人

人道救援网络战略合作伙伴蓝天救援队84人

当地志愿者

中国扶贫基金会4人

中扶人道救援队6人

人道救援网络（厦门曙光救援队、韶关乐善义工会）5人

人道救援志工委6 人

当地志愿者

项目执行及款物支出

尼泊尔西藏地震救援行动共开展15个项目，救灾款物支出668.42万元

● 西藏：灾情排查、物资采购发放、 志愿者服务站、板房援建等6个项目262.06万元。

● 尼泊尔：生命救援、灾情排查、供餐、卫生消杀、医疗健康、物资发放、博叠社区、国际合

作、美慈家庭包等9个项目406.36万元。

生命救援

灾情排查

供餐

卫生消杀

医疗健康

物资发放

博叠社区

国际合作

美慈家庭包

灾情排查 物资采购发放 志愿者服务站 板房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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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筹集资金86万元

委托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执行的尼泊尔供餐项目
为5733个家庭28665人提供为期10天的食物。 

截至6月30日，在人人公益平台申报救灾项目18个，募集资金133.75万元

综上，已确定支出救灾款物共计888.16万元。其中尼泊尔

564.26万元，西藏323.90万元

尼泊尔救援

尼泊尔救援申报12

个项目，7个项目

执行中，募集资金

71.91万元。

西藏救援

西藏救援申报6个

项目，3个项目执

行 中 ， 募 集 资 金

61.84万元。

救灾款物支出数据统计

（截止6月30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匹配项目资金（元）  已拨付项目资金（元） 

 A  西藏救援项目 3,485,956.90 2,620,641.50

 A1  板房援建项目 1,050,000.00 315,000.00

 A2  紧急救援物资采购项目 2,064,282.90 2,064,282.90

 A3  志愿者服务站项目 148,000.00 107684.6

 A4  中扶救援队灾情排查项目 90,000.00 70,000.00

 A5  曙光救援队发放执行项目 83,000.00 43,000.00

 A6  志工委服务项目 50,674.00 20,674.00

 B  尼泊尔地震救援项目 4,063,569.68 4,063,569.68

 B1  美慈家庭包发放项目 1,381,700.02 1,381,700.02

 B2  营地供餐项目 458,528.48 458,528.48

 B3  大米发放项目 60,987.00 60,987.00

 B4  紧急救援备灾物资发放项目 1,692,298.67 1,692,298.67

 B5  博叠社区营地管理项目 333,334.44 333,334.44

 B6  国际合作协调项目 17,386.39 17,386.39

 B7  卫生消杀项目 20,902.22 20,902.22

 B8  医疗健康项目 23,376.50 23,376.50

 B9  灾情排查项目 75,055.96 75,055.96

小计 7,549,526.58 6,684,211.18

C 人人公益平台 1,337,454.87 1,337,454.87

D WFP尼泊尔救灾项目 859,966.34 859,966.34 

E  尼泊尔灾后重建项目 1,007,986.03 0.00

 合计 10,754,933.82 8,881,632.39



地震救援行动

高山之国尼泊尔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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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了谁？

what  have we  done?
我们做了什么？

Our partner

Our plan

尼泊尔 篇



8700人

五至十年

死亡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数百处
修复需

历史遗迹成为废墟

我们做了什么？
what  have w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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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过以及正在做的事儿

灾情排查与生命搜救

社区卫生医疗与防疫

安全饮水及食品保障

临时安置社区建立与营造

灾后重建调研及项目推进

物资采购及发放

供餐
梯队84名队员

搜救、医疗、药品、净水等物资

后方应急指挥中心投入

无人机空中排查200余小时，1300余公里的灾情排查

破拆工作面60余处，挖掘遗体24具

灾情排查与生命搜救

3个
十余吨

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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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餐项目

6个
81800人次

供餐点，

提供服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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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医疗与防疫

11处医疗点

服务民众

专业的医疗照护

药品

1600
2000

人次

人次

余盒60余种340

余处临时安置区提供消杀服务

22个喷雾器 袋消杀液60
10

10个防护服

为

巴德岗杜巴广场、6个供餐点等

2台大型净水设备

2台中型净水设备，24台小型净水设备

安全饮水及食品保障

直饮水

近万人次
500吨直饮水

1402袋21030公斤覆盖大米
14个村庄
1402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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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帐篷 个家庭包

件雨衣

搭建安置帐蓬

搭建安置帐蓬发放家庭包

695
2000

1900
200 件篷布

中国扶贫基金会何道峰执行会长为尼泊尔灾区群众发放家庭包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秘书长助理安建荣为灾区群众发放家庭包

帐篷学校

帐篷学校

救灾帐篷发放接收情况

S/NO 数量 物资接收地/单位 签收人

1 102 加德满都，巴德岗，博德，安置营地 库玛。歇任肆踏

2 10 猴子山安置营地 TITHA MAHANZEN

3 1 皇宫博物馆营地 洛桑

4 10 生度巴骄克，麦郎几，海隆布1村。 尼玛降次

5 4 佛学院 拉格喇嘛

6 6 汤姆主席 汤姆

7 2 残疾人医院 ANJU POUDEL

8 2 脊椎医院 医院

9 2 科技部办公室 K.K POUDEL

10 6 P.K.G 洛桑

11 5 巴德岗供餐点 比结西

12 10 尼瓦拉学校 尼拉校长

13 1 孤儿院 吴老师

14 2 库存 洛桑

13 237 美慈11所小学 学校

合计 400 　 　

（截止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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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安置社区建立与营造

被联合国评估组评估为“低风险安置社区”

安全设备社区正门 医疗点 水箱, 供安置社区

民众使用

巴特岗博叠安置社区  开营
持续接收1100余名受灾群众

尼泊尔首相

苏希尔·柯

伊拉腊向何

道峰执行会

长表示感谢

何道峰执行会长与刘文奎秘书长

为安置区儿童发放爱心包裹

尼泊尔前首相普拉昌达 (毛派主席)参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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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安置社区建立与营造

1.美国国际开发署

2.英国国际开发署

3.国际移民组织

4.红十字会

5.联合国

6.美国大使馆

7.芬兰大使馆

8.以色列大使馆

9.澳大利亚大使馆

10.摩洛哥大使馆

11.韩国大使馆

12.国际人权组织

13.锡金救助基金会

14.泰国救助基金会

15.印度救助基金会

16.中国国家减灾中心

● 6月4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国际美慈组织尼泊尔办公室、Prakriti Ko Ghar Nepal、尼泊尔阿尼哥协会、彩虹公

益社、shree bhairab kunda youth club、SOS NEPAL等7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成立“尼泊尔人道救援网络”，共同

签署《人道救援网络加德满都宣言》，至此人道救援网络走出国门，带动尼泊尔NGO开展灾害救援。

1.苏希尔·柯伊拉腊 总理

2.普拉昌达 (毛派) 主席前总理

3.马达夫 · 库马尔 · 尼泊尔 (UML) 前总理

4.帕苏帕提 塞布 瓦纳 RPPN 前主席

5.Hon-larkel 国会议员  喇嘛 (毛派)

1. 昆达青年俱乐部

2.PKGN 

3.尼泊尔COS求救会

4.美国冲浪协会

5.三杰腾英救助团队

6.国际福祐机构

7.喜马拉雅十字有限公司

8.心理咨询机构

9.哥伦比亚西那特医疗中心

10.桥羽医院

11.国际医疗组织

12.泰国医疗治疗

13.慈济

14.尼泊尔运动会

为安置区提供服务的
各国 NGO 组织

来访安置区的各国机构来访安置区的尼泊尔政要

安置区孩子们表演民族舞

安置区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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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调研及推进

与阿尼哥协会一行调研考察 与国际美慈组织在巴德岗县进行灾后重建调研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专家

到尼泊尔做灾后重建调研

陈红涛副秘书长与美慈副总裁交流并听取灾后重建规划

我们遇到了谁？
Our partner与国际美慈组织开展杠巴广场学校重建调研安建荣秘书长助理带队抵达加德满都后

立即向当地受灾群众了解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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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及尼泊尔本地组织及个人

国内合作组织及个人

还有：WFP、UNICEF等等

组织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召开每日工作协调会

尼泊尔地震救援工作期间，

中国、印尼、新加坡、加拿大、尼泊尔等

6个国家的志愿者提供了138人次，

2600小时的志愿服务！

与中国驻尼泊尔领事馆交流救灾工作

志愿者

6个国家 138人次 26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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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及国际媒体报道

国际：
尼泊尔三大新闻集团
Kantipur TV、  
The Himalayan、
Katmandu
共10家媒体的多次报道

CCTV3次专题报道
新华社等国内媒体上
百次传播报道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Ou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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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方向1
学校重建
解决学生上学问题

重建方向2
社区医疗救助
缓解缺医少药看病难题

在尼泊尔地震灾区，经常可见的

美丽的尼泊尔天使，带着微笑的阳光，给人力量。

在尼泊尔的救援工作，

仍在继续

……

尼泊尔，我们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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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你在一起
4.25西藏地震救援行动

应急响应01

生命保障 03 过渡安置04

紧急救援02

中扶人道救援队、人道救援网

络成员、人道救援志工委迅速

集结

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建立前线

指挥部并进行救灾工作整

体部署

灾情排查

疏散群众

信息收集与政府对接

物资采购

物资发放

人道救援网络联合响应

人道救援志工委提供人力保障

建立联合工作站探索安置点服务新模式

聂拉木县3000平米过渡板房建设

西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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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

01 ◆ 地震发生5分钟，中扶救援队所有微信群、QQ群发出了地

震信息通报。救援队信息部全体进入行动状态。

◆14时30分左右给出初步灾情研判报告。

◆15时，执行队长向全体直属队员下达救援行动准备指令。

◆16时，总队长批准行动请求。向西藏灾区派出第一支救援

行动小队。第一梯队携带卫星电话一部、班组用急救箱

一个、移动指挥部办公和宿营模组，个人高原用品一批出

发，连夜前往拉萨机场集结。

◆ 4月26日12时第一组队员6人到达拉萨贡嘎机场集结。

中扶人道救援队反应迅速——第一个进入震中的非属地救援队

人道救援网络成员、人道救援志工委迅速集结

◆ 4月26日12时，人道救援网络成员厦门

曙光救援队第一批3人从厦门出发，27

日凌晨抵达拉萨，完成集结后迅速投入

灾情排查工作。

◆ 4月27日晚，人道救援网络成员韶关乐善

义工会2人抵达拉萨，迅速开展救灾后勤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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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中午，中国扶贫基金会

工作人员4人抵达拉萨，第一时

间建立西藏地震救灾指挥部，召

开救灾工作部署会议，建立西藏

救灾执行架构，理顺救援队、救

援 网 络 、 志 工 委 工 作 内 容 ， 自

此，从拉萨前线指挥部到日喀则

大本营，从储备物资调运到就地

采购、发放，所有环节都有条不

紊，有效开展工作。

◆ 4月27日，人道救援志工委第一批6人抵达拉萨，迅速建立

临时办公室，并启动志愿者招募。

中国扶贫基金会迅速建立前线指挥部

并进行救灾工作整体部署

紧急救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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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排查

◆ 28日1时到达西藏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吉隆镇。向县救灾指挥部了解

到全县共9313人受灾，并帮救灾指挥部重新梳理灾区的物资需求。

疏散群众

◆ 4月29日下午，中扶人道救援队进入4·25大地震孤岛樟木

镇，救援人员协助解放军某部紧急转移被困三天的4000多

名群众到安全地点。

◆ 4月2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抵达拉萨后，迅速与

当地志愿者了解灾情，并且立即赶往西藏自治区救灾指

挥中心与副总指挥了解整体灾情及需求情况。

信息收集与政府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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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保障

03 基本理念：
灾区需求是行动的方向

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东西按照正确的方式发放到正确的人手里

挑 战：
高原缺氧反应严重

物资运输路途遥远

当地采购货源不足

群众需求变化迅速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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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采购

◆ 5月1日，指挥中心成立采购小组进行需求评估与调研、物资验收、询价、采购等工作，

并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物资运输和发放工作。发放点包括：日喀则联合救灾服务站、吉隆

物资发放点、拉孜物资发放点、聂拉木物资发放点等发放点。

◆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6名志愿者，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物资采购相关规定执行救援物资采

购及调运任务。截至20日，采购小组共完成价值1,135,584.00元物资紧急采购，采购

内容包括面粉、糌粑、酥油、茶砖、打茶机、高压锅、碗筷等7个大类物资，并经物流

组协调运至物资发放点进行发放。 

物资发放

西藏地震物资调运与采购统计表

　 物资名称 发放数量 出库物资总价值 受益人次

备灾

单帐篷A 133顶 179,816.00

14813

单帐篷B 67顶 93,572.20

防雨布 1999块 177,111.40

棉被 999床 144,855.00

应急箱 364个 97,916.00

备灾 汇总 693,270.60 14813

拉萨自采

餐具 5000套 29,500.00

19695
厨具 1474套 534,170.50

粮油包 875套 546,403.50

糌粑 590袋 25,510.00

拉萨自采 汇总 1,135,584.00 19695

日喀则自采
酥油及食品 138包 16,500.00

1910
糌粑 2440斤 12,500.00

日喀则自采 汇总 29,000.00 1910

曙光救援项目 发放与执行 43,000.00 -

志工委服务项目 发放与执行 20,674.00 -

志愿者服务站 服务帐篷 148,000.00 -

中扶救援队 排查与执行 70,000.00 -

板房项目 板房 1,050,000.00 763

总计 3,189,528.60 37181

（截止6月30日，不含执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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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厦门曙光救援队将中国

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第一批物资发

放到吉隆县吉隆镇，随后建立吉隆

工 作 站 ， 先 后 完 成 物 资 发 放 价 值

99.55万元。

人道救援网络联合响应

◆ 韶关乐善义工会两名成员参与拉萨指

挥部后勤和采购工作、物资装卸和车

辆押运工作。

◆ 志工委建立拉孜和聂拉木两个工作站，共计发放物资价值84.68万元

◆ 为一线指挥部、采购组、押车组及物资发放点提供志愿者322人次。

人道救援志工委提供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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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合工作站探索安置点服务新模式

对于生命保障阶段，我们除了为受灾群众提供急需的物资保障外还能做些什么？

在日喀则灾民安置点建成后，我们很快发现，尽管安置点规划已非常完善，但由于安置人员过多，很多细节方面并不能满

足需求，比如孤寡老人照顾、热水供应及孩子看管问题就比较突出，因此在与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充分沟通后，决定在安置

点建立联合工作站，招募志愿者，为安置点群众提供服务和帮助。

◆ 开展义诊、照顾孤寡老人

工作站的志愿者们每天在安置点寻访，对近20位生病群众和孤残

老人进行义诊，并长期进行照顾。

◆ 设立开水供应点

工作站于5月8日在安置点设立了开水供应点，供水点日均接待打水群众450人，目前已为18000人次提供服务。

◆ 建立帐篷学校

工作站在安置点建立了快乐帐篷学校，并开设了兴趣班、辅导班、心灵放映

室及快乐园，目前已为100余名儿童提供服务。



过渡安置

04

经聂拉木县政府申请，中国

扶贫基金会救援人员与该县

多次沟通，决定实施援助，

经与县政府、供应商主要负

责人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为

江林、多噶、塔杰林、扎西

宗、充堆、江东6个受灾严

重村150户建设过渡板房，

受益人口763人。

聂拉木县 3000 平米过渡板房建设

雪域高原，世界屋脊

纯朴的人民，可爱的孩童

我们愿为你们的每一次真心地微笑，喜悦的目光

而努力工作

……

西藏，我们和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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