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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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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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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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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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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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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在平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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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两县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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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36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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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所在地村委会、乡镇组织专门力

量严格对照《农户破旧房屋改造维修实施方案表》《农户破旧

房屋改造维修预算审核表》对农房改造项目所有农户房屋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后报县扶贫局、住建局进行复核，形成《农户

破旧房屋改造维修竣工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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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房改造项目验收抽查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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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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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0月，九寨沟县和平武县共计412户受益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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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房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共计拨付项目资金4351360.22

元，拨款方式为从中国扶贫基金会账户直接打款到受益农户个

人账户，至此九寨沟农房改造项目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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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水晶镇援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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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完成了项目可研批复，项目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

造价预算等工作。

图 4 幼儿园设计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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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3日完成了财评工作。

2018年7月27日进行了挂网招标。

2018年8月28日项目正常开标。

2018年9月5日在平武县科教局完成了招标单位的选取。

图 5 平武县水晶幼儿园财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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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招标挂网截图

图 7 平武县水晶幼儿园公开招标随机抽取现场会

但在2018年9月14日办理开工手续时发现了新的问题，平

武县水晶幼儿园建设项目用地属性还未完成变更，水晶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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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无合法依据。经多次与平武县扶贫开发局沟通后，平武县

扶贫开发局按照目前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出具了《关于水晶镇幼

儿园新建项目土地属性及征地情况的说明》、《水晶幼儿园项

目甘特表》,以尽快推动项目进展。

2018年10月10日，在平武县科教局会议室完成了与中标单

位成都齐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合同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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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关于水晶镇幼儿园项目用地属性和征地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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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平武县水晶幼儿园项目甘特表

2018年11月27日平武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率队到四川省国

土勘测规划研究院（四川省土地统征整理事物中心）催促平武

县土地规划调整（修改）多个方案的编制进度，并与省中心主

任就平武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的进度进行沟通。

2018年12月17日，我部收到了平武县扶贫开发局提交的

《绵阳市国土局关于调整平武县水晶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6-2020年）的函》。



13

图 10 绵阳市国土局关于调整平武县水晶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 年）函

2018年12月21日，平武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在省国土资源厅

完成用地手续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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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4日中午，平武县水晶幼儿园新建项目开工仪

式在平武县水晶镇举行。仪式由水晶镇党委书记张仁斌主持，

百胜中国代表刘晶，平武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学义，平武

县扶贫开发局局长陈廷斌，县科教局局长陈凤春，县住建局质

检站站长龚贤斌，水晶镇镇长龙昌武、水晶镇中心小学校长张

雄等代表、项目管理部伍晨晨参加开工仪式。

图 11 开工仪式现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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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开工仪式现场 2

图 13 开工仪式现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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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开工仪式现场 4

相关报道链接：

http://mob.zbmy.mynt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1&id=16797

0&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直播平武/平武县广播电视台）

http://sc.china.com.cn/2018/mobile_yuanchuang_1228/303618.html（中国网）

https://mianyang.scol.com.cn/m/jy2/201812/56778768.html?from=timeline（四川在线

）

http://my.newssc.org/system/20181228/002584818.html（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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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ob.zbmy.mynt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1&id=167970&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mob.zbmy.myntv.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1&id=167970&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c.china.com.cn/2018/mobile_yuanchuang_1228/303618.html
https://mianyang.scol.com.cn/m/jy2/201812/56778768.html?from=timeline
http://my.newssc.org/system/20181228/0025848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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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确认在受灾地区援建14座溪桥。其中，广发证券在平武

县援助的2座溪桥已于11月份竣工结项；湘财证券在平武县的

10座溪桥、山西证券在平武县的2座溪桥已于12月开工建设。

图 15 广发证券高家沟溪桥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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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山西证券杜家院溪桥开工图

4.visa培训项目

九寨沟景区因6月暴雨再度关闭至今。鉴于九寨沟景区一

直处于闭园状态，为推动项目进展，结合地方需求，我会积极

与捐赠方沟通，在捐赠方的大力支持下成功于2018年12月

11-15日在成都举办了重建四川九寨沟，共筑世界旅游目的地

--旅游扶贫干部领导力培训班。Visa公司中国区企业传播部总

经理郑静娴，中共九寨沟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治波出席活动并

讲话，Visa公司中国区普惠金融及教育负责人、高级总监王东，

九寨沟县旅游发展局副局长欧娅及九寨沟旅游扶贫相关单位、

县域旅游企业负责人共计36人参加培训班。此次培训班邀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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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规划学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中国工商

银行四川省分行多位业界专家为学员授课，此次培训讲授了旅

游监测体系建设与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新理念、新业态、

新举措，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等课程，授课老师给学员们授课并

针对学员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与答疑。课后学员们表

示：此次培训班内容针对性强，互动式的教学方法让大家更容

易理解并接受授课内容，除了知识上的提升，也增强了大家对

九寨沟灾后重建工作的信心。

图 17 重建九寨沟，共筑世界旅游目的地旅游扶贫干部培训班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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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培训班现场

图19 Visa公司中国区企业传播部总经理郑静娴女士与学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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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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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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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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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爱心包裹发放

6.百美村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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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在平武白马藏族乡伊瓦岱



23

惹村实施百美村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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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完成项目村庄整体规划设计，

并先后与于6月、9月、12月先后三次向平武县人民政府及相关

部门做了总规以及民宿设计方案汇报，得到了当地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认可；另外项目完成白马藏族乡伊瓦岱惹村旅游专业合

作社的组建、注册工作，选举村内能人到任理事、监事，发挥

能人的积极带动效果；项目本年度内完成了项目改造房屋的流

转工作；并先后引导4个潜在民宿运营团队进行了调研考察，

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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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8月份，召开项目推进会

虽然各项工作均有所进展，但是由于本年度7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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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10月份伊

瓦岱惹村上壳子社老房屋被列入白马文化保护村落，当地政策

发生变化，导致11月份开始项目将民宿改造区调整到伊瓦岱惹

村驮骆加一二社，因而重新开展民宿房屋测量及设计工作。截

止目前，伊瓦岱惹村驮骆加一二社总体规划以及民宿设计方案

已经得到当地政府认可，规划设计单位目前正在绘制施工图。

预计2019年开春以后，可以开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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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2月份，召开伊瓦岱惹村骆驼加一二社规划设计汇报会

7、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通过公开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2018年九寨沟校园减灾教

室项目供应商。确定九寨沟、平武8所受益项目学校，并进行

实地调研和测量。12月2日，完成校园减灾教室样板间与验收

工作。项目支出711029.6元，直接受益师生3858人。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受益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在校学生 面积

1 九寨沟县永和小学 九寨沟县永和乡 149 50

2 平武县阔达小学 平武县阔达藏族乡 249 42

3 平武县北山小学 平武县县城 813 50

4 平武县涪江小学 平武县县城 838 50

5 平武县南坝小学 平武县南坝镇 770 54

6 平武县平通小学 平武县平通镇 47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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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武县豆叩小学 平武县豆叩镇 232 49

8 平武县大桥小学 平武县大桥镇 334 59

图 22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样板间

8、第一救援人项目

“第一救援人”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借鉴国际社区减

灾建设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社区减灾建设的紧迫需求而推出

的本土化扶贫减灾能力建设项目。该项目针对社区减灾教育这

一软档，培养具有家园安全意识、社区备灾防灾知识和医疗急

救等救灾技巧的志愿者或社区骨干，使其具有平时投入减灾社

区建设、灾时能进行即时、就地的非专业救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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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九寨沟第一救援人项目累计支出842180元，项目

覆盖九寨沟县漳扎镇、大录乡、玉瓦乡、黑河乡、保华乡、永

和乡、罗依乡、郭元乡、勿角乡九个乡镇，直接受益人数2051

人，培养第一救援人教官培50人，43名教官通过考试取得国际

应急管理学会师资认证，受益社会组织超过25家。接受过培训

的教官在九寨沟的9个乡镇及行政村开展第一救援人培训，直

接参加培训人次300人，间接受益村民超过2.5万人。

图 23 乡镇学员进行灭火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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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教官向乡镇学员演示不同打法的绳结

图 25 教官组织开展学员实操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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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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至12月，合作社进入年底总结与生产收尾的阶

段。随着冬季的来临，蜂农们在蜂箱的缝隙处涂抹牛粪给蜂箱

保温，帮助蜂群顺利的过冬，也期待来年蜂蜜的好收成。合作

社于12月20日召开全社员大会，理事会向社员汇报近期的工

作、公益资金的使用方向与使用情况，会议现场征求社员的意

见，是否要尝试改良生产方式，一起探讨新的技术，经过社员

的同意，现场统计加入生产改良的养蜂户名单，由生产小组组

长陈顺平负责采购。开年后，将以报名情况发放，并合作社内

部定期组织新技术交流活动，为周边养蜂户提供服务做好技术

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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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项目支持内容和本地的产业发展需求，经过多方协调

和沟通，选定合作社建造蜂蜜加工厂地址、寻找咨询公司，年

后正式启动蜂蜜加工厂建设工作。2019年蜂蜜加工厂的建设将

为周边3~4个社区（500~600户）的养蜂产业带来产业升级的机

会，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地的蜂蜜品牌。为合作社培养人

才的同时，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区青年人的返乡制造机

会。

为了扩大项目收益范围，并支持周边蜂蜜产业的发展，走

访临近的新驿村与金丰村考察了解社区的养蜂情况，走访社区

带头人调研的同时说明电商扶贫项目的初衷，建立联系，为后

续项目开展做铺垫工作。

图 26 传统的“棒棒巢”取蜜时只能连带蜂卵一起取出，对蜂群数量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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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选用“格子箱”降低对蜂卵的伤害。也需要合作社养蜂户摸索出随之而来的

新的养蜂技术。

图 27 使用牛粪封住蜂箱的缝隙保温，帮助蜂群顺利过冬。

资金使用情况：

支出项 支出 使用说明

2018

年使

用

差旅费 15,583.86 项目工作员差旅费用

捐赠协议（首付款） 81,000.00

合作社捐赠协议中的第一笔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合作社

办公室建设、基地标识标牌

制作、技术改良支持等方面

预计

2019

年使

用

捐赠协议(余款) 189,000.00

建设加工厂 600,000.00

营销推广及品牌打造 500,000.00 通过支持社会企业执行。

严格按照项目建议书约定的

资金使用方向执行。

运营管理能力建设 500,000.00

运营支持 235,645.25

总计 2,121,229.11

10、暖冬行动项目

我会于2018年4月完成家庭保障箱采购招标工作，确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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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百隆家纺有限公司为我会2018-2019年家庭保障箱中标供应

商，广发证券捐赠的1136个家庭保障箱于2018年9月开始生产，

并于2018年10月完成验收入库工作，计划于2019年完成物资发

放工作。

11、弘慧行知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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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弘慧行知教育项目“，

计划通过”积极心理学大咖西部行“组织国内幸福教育积极心

理学教育名师为120名九寨沟的教师进行教学交流和实践；并

选拔组织区域骨干成员到行知教育发达地区的学校进行参访；

提高教师的幸福感和学会培养幸福的学生；促进校长建立幸福

的教育体系和校园文化。项目资金43.2万元。目前处于项目书

确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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