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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2017年 08月 08日 21时 19分 46秒在四川省北部阿坝州九寨沟县

发生 7.0 级地震，震中位于九寨沟核心景区西部 5 公里处比芒村，震

中东距九寨沟县城永乐镇 39 公里、南距松潘县 66 公里、东北距舟曲

县 83公里、东南距文县 85 公里、西北距若尔盖县 90 公里，东偏北距

陇南市 105 公里，南距成都市 285 公里。此次地震最大烈度为九度，

六度区及以上总面积为 18295 平方千米，共造成四川省、甘肃省 8 个

县受灾，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若尔盖县、红原

县、松潘县，绵阳市平武县，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甘南藏族自治州舟

曲县、迭部县(8 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图 1 九寨沟 7.0 级地震示意及剧烈度图 

 

 (二)项目目标 

“8·8”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教育助学领

域开展项目，主要包含农房改造补贴项目、平武县水晶幼儿园项目、

溪桥工程项目、visa 培训项目、爱心包裹项目、美丽乡村项目、校园

减灾教室项目、社区第一救援人项目、电商扶贫、暖冬行动等项目，

期望帮助地震灾区的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计，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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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 

（一）项目调研 

为准确、有效地了解灾区群众的实际困难，了解灾后重建的真实

需求，掌握一手资料，科学制定重建策略，提高善款使用效率，助力

灾区做好灾后重建工作，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西南科技大学相关专家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专业项目人员组成联合调研评估工作组，于 2017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9日前往灾区进行了灾后重建需求调研和评估。评估

工作组一行 9 人先后走访了九寨沟县、文县和平武县部分灾区，通过

现场勘查、农户访谈、当地政府部门交流，以及资料分析和研究，对

受损情况、灾区群众的重建需求、经济和社区发展、目前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评估，并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其他社会组

织介入灾后重建工作提出了建议，为未来灾后重建的项目规划提供参

考。 

图 2 灾后重建调研 

 

（二）项目执行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筹集九寨沟地震善款

3310.34万元，项目支出 448.72万元，待支出资金 2861.62 万元。 

1.农房改造项目 

为有效助推地震受灾地区的灾后重建及脱贫攻坚任务，我会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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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及过渡安置阶段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扶九寨沟县、平武县建

档立卡户及房屋因灾受损户，对农户危（破）旧房屋进行改造，具体

实施内容包括房屋内外墙体粉刷、木结构打磨上漆、屋内地面硬化、

贴地砖、堂屋和房间吊顶、部分墙体拆改为砖墙、院坝硬化、改厨改

厕等。项目主要在平武县和九寨沟县执行，根据项目县的实际情况分

别设置了项目标准。共提供项目资金 4348360.22 元，其中九寨沟县

2362860.22元，平武县 1988500.00 元。 

平武县资助标准及资金匹配表 

资助标准 
资助标准 

（元/户） 
数量（户） 合计（元） 备注 

一类标准 16000 26 416000 / 

二类标准 8500 185 1572500 / 

合计 1988500 / 

九寨沟县资助标准及资金匹配表 

资助标准 
资助标准 

（元/户） 
数量（户） 合计（元） 备注 

一类标准 20000 45 900000 / 

二类标准 10000 138 1380000 / 

三类标准 5000 18 90000 / 

合计 2370000 
资金不足部分由

县财政补足 

3 月 6 日至 3 月 15 日，为检查验收项目实施质量，九寨沟县扶贫

局邀请农工办、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前往项目点组织开展了

县级验收工作。 

5 月 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管理部主管李芬和赵楠

一行与九寨沟扶贫局前往项目点进行实地验收，同时对农户资料填报

情况进行初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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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房改造验收 

截至目前，九寨沟县受益农户农房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7 月完成

九寨沟县农房改造项目第一批共计 95户的材料收集和款项拨付，拨付

资金 1310000 元；8月完成九寨沟县农房改造项目第二批共计 106户的

材料收集和款项拨付，拨付资金 1052860.22 元。 

8 月完成平武县农房改造项目第一批共计 154 户的材料收集和款

项拨付，拨付资金 1459000.00 元；9 月完成平武县农房改造项目第二

批共计 57 户的材料收集和款项拨付，拨付资金 529500.00 元。 

2、平武县水晶幼儿园项目 

根据捐赠方对于善款的使用意向及受灾地区实际需求，为改善平

武县水晶镇的教育硬件设施现状，我会计划在水晶镇援建一所幼儿园。

项目于 2018 年 1 月中旬进行了第一次选址考察，但由于未完成征地进

行了二次选址，于 2018 年 4月完成最终选址。目前已完成项目可研批

复，项目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造价预算、财评、招标工作，待进

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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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幼儿园设计方案图 

 

 
图 5 平武县水晶幼儿园公开招标随机抽取现场会 

 

3.溪桥工程项目 

九寨沟地震受灾地区多为山区，地形崎岖、水系众多、基础设施

建设薄弱，民众出行难度大，多雨时期生产、出行都会受到影响，对

溪桥的需求较为明显。为改善灾区群众出行现状，目前已确认在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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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援建 14座溪桥。其中，广发证券在平武县援助的 2座溪桥已完工，

正在竣工结项；湘财证券在平武县的 10 做溪桥已完成选址、图纸设计

以及预算编制等工作，正在通过比选方式确定施工企业，计划 10月份

开工建设；山西证券在平武县援助的 2 座溪桥已完成选址工作，正在

做地勘及图纸设计，计划 10 月份开工建设。 

 

图 6 溪桥地勘现场 

4.visa 培训项目 

九寨沟景区因 6 月暴雨再度关闭至今。在此期间，我会根据项目

实施方案及项目地实际情况开展了如下工作： 

（1）7 月 24-26 日与四川旅游学院讲师柴念赴九寨沟县开展项目

深度调研，期间与九寨沟县副县长周江蓉、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欧娅就

项目推进座谈，针对拟培训对象开展深度调研，了解深度培训需求； 

（2）8 月初完成《Visa 援助九寨沟灾后重建项目深度调研情况》

并及时反馈资源发展部与捐赠方；8 月中下旬完成第一期、第二期培训

课程设计，已反馈资源发展部与捐赠方； 

（3）9 月初与九寨沟县旅游局副局长沟通了解九寨沟景区恢复情

况，探讨是否可以先期开展针对臧家乐协会会员（会员基本为九寨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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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的培训，但是了解到九寨沟闭园期间，协会会员大多外出

打工，不能保证参训人数。随后也将这一情况及时给资源发展部和捐

赠方进行了反馈； 

（4）9 月底，捐赠方与资源发展部就项目推进事宜进行了沟通，

根据九寨沟目前情况，拟将培训内容替换为灾后旅游规划和相关政策

制定，提供专家支持和国际经验，根据捐赠方意愿，待项目人员与九

寨沟县旅游发展局沟通了解需求后再做反馈。 

5.爱心包裹项目 

根据捐赠方善款使用意向及受灾地区实际需求，为平武县高村乡

中心小学等 24所小学生发放价值 200元的学生型温暖包裹共 2250个，

2017年 12 月 31 日完成所有包裹发放工作。 

受益学校名单及发放照片如下： 

 

广发证券捐赠 45 万元九寨沟地震温暖包受益学校名单 

序号 省 市 县 学校名称 学生数量 

1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豆叩镇中心小学校 219 

2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高村乡中心小学 177 

3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虎牙藏族乡中心小学 88 

4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黄羊关藏族乡中心小学 12 

5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旧堡乡中心小学 69 

6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中心小学 11 

7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木座藏族乡中心小学 38 

8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南坝镇高庄中心小学校 28 

9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南坝镇石坎中心小学校 100 

10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平南乡中心小学校 51 

11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平通镇桥头中心小学校 46 

12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水观乡中心小学校 34 

13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水晶镇水柏中心小学校 69 

14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水晶镇叶塘中心小学校 62 

15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水晶镇中心小学 619 

16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水田乡中心小学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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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泗耳藏族乡中心小学 3 

18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锁江乡赤水中心小学 30 

19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锁江乡中心小学 132 

20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土城乡海河中心小学校 24 

21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土城乡中心小学 102 

22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响岩镇中心小学校 163 

23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徐塘乡中心小学 60 

24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古城镇中心小学校 36 

总计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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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丽乡村项目 

中国三星集团通过我会向九寨沟灾区捐赠善款，用于九寨沟地震

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平武县为九寨沟地震的严重受灾县，经过多

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在平武实施美丽乡村项目，以期实现平武县灾

后重建与生计恢复发展相结合。 

经过我会的积极推进，目前完成项目村庄规划设计初稿，并于 6

月向平武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做了总规第一次汇报；另外完成合作

社房屋样板院的流转工作；并积极引导运营团队进入，组织了国内知

名的借宿运营团队对项目点进行了第一轮的考察调研。 

虽然各项工作均有所进展，但是 7 月 11 日，平武县再次发生特大

洪水灾害，造成九环线中断一个月，进入村庄的道路时断时通，道路

危险系数较高。这些对项目的现场测绘、房屋场地勘察等工作带来了

十分不利的影响。 

道路抢通后，我会于 8 月份根据总规第一次会议的修改意见，第

一时间重新协调开展了伊瓦岱惹村地形测绘以及上壳子社样板院的房

屋测量工作，并于 9 月 3 日组织召开了规划设计及民宿样板院设计方

案第二次汇报。汇报通过后，设计单位已于 9 月底将样板院的施工图

方案完成，并提交平武县相关单位组织图审、造价、招投标等相关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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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9 月 5 日，我会组织召开校园减灾教室项目采购竞争性谈判会，由

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外部专家、媒体代表、志愿者代表等 7 人组成

的评审团与 5 家供应商进行竞争性谈判，中国扶贫基金会采购督导官

全程监标。经过评委独立评分，最终选定北京森霖木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为我会校园减灾教室项目的供应商。 

9 月 18 日至 29日，项目组工作人员和北京森霖木教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赴茂县、九寨沟、平武对 12 所项目学校教室进行

实地调研和测量，根据测量情况绘制《中国扶贫基金会校园减灾教室

项目测量报告》，并对每个学校提出整改意见。 

 

2018校园减灾教室项目竞争性谈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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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人员和供应商赴项目学校开展实地调研和测量 

 

8.第一救援人项目 

2018 年 7 月至 9 月，茂县、九寨沟第一救援人项目完成项目

执行机构招募工作，评审出攀枝花援助少年儿童志愿者协会、成

都故事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徐州恩典公益发展中心、盘州义工

联合会作为此项目的执行机构。 

4家项目执行机构的 18名教官于 9月 25日至 30日在四川成

都防灾减灾教育馆参加了“第一救援人项目执行机构能力建设培

训会”，来自天虎救援队的 7 名教官围绕“团队建设、灾害与应

急管理体系、灾害信息管理、灾害现场协调控制、救援技能训练”

等课程，让学员全面了解救灾组织体系和技能以及救灾管理制度。

18 名项目执行教官除巩固专业灾害知识之外，还进行现场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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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并接受教官专家组的专业考评。 

 

第一救援人项目执行机构能力建设培训会 

 

9.电商扶贫项目 

依据本项目的目标-通过恢复农村生计、培育当地农民合作经营组

织、提高组织自我生产与恢复能力并建立其与市场的链接，综合推动

九寨沟地震地区地震灾区社区的经济恢复，与受灾地区的需求，通过

前期的深入调研，按照项目管理要求选定平武县木皮乡小河村养蜂专

业合作社作为首个项目扶持的产业生计发展合作社，之后项目会逐步

加大对周边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覆盖和扶持。 

项目团队于 2017 年 9 月与 2018 年 2 月对当地进行两次项目调查

并确定了实施方案。2018 年 3 月正式立项启动，按照项目方案实施项

目。根据合作社的实际情况，组织社区动员大会，让更多村民了解产

业与生计发展以及合作社的重要性，让更多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并参与

合作社的管理与运营。从 3月至 9月，经过不下 10 次的讨论会议，合

作社选出了理事团队、执行监事等岗位，并于 8 月拿到了新的合作社

《营业执照》，完成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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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项目的支持下，合作社逐步完善了内部管理组织架构，并

根据发展需要设立四个事务小组以提高社员参与度、为有意愿的社员

设置更多的工作岗位。 

此外项目还推动合作社对蜂蜜生产相关的标准进行梳理，制定了

统一的生产标准并成立了蜂蜜生产品质控制管理小组负责蜂蜜日常生

产的质量把控与记录。 

2018 年的收获季，质量保障小组的成员参与了每一个合作社蜂农

的割蜜与过滤过程，于 9 月 10 日召开小组总结会议，对以往制定的制

度和操作流程进行修正，总结遇到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以保证合

作社出品蜂蜜的高品质。 

合作社采购小组则走遍每一家合作社养蜂户，严格按照合作社产

品标准采购蜂蜜。现场检测波美度均在 40~41度、杂质少、透亮。 

在进一步完善合作社的管理、保障产品质量后，接下来计划是帮

助合作社进行产业升级。现阶段，蜂蜜产业还处于生产和销售初级原

料的阶段。原蜜品质再好，加工过程无法把控，加工后的产品质量无

法保证、市场竞争力低、产品附加值低。如果改变现状？计划①完善

蜂蜜初级加工的设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蜂蜜公益加工厂②开

发蜂蜜周边产品，丰富合作社的产品，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 

10 月 17日 99 重阳，将推动合作社在社区内开展敬老活动，组织村

上的老年人共同度过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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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每月生产记录表，由质量保障小组统一管理、统一回收入档。 

图二：割蜜中 

图三：合作社动员大会               

图四：帮助合作社拍摄产品宣传视频，采访现场 

 

10.暖冬行动项目 

根据捐赠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该项目将于 2018 年 10

月以后在甘肃省文县为当地受灾及贫困群众 1000户家庭发放家庭保障

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