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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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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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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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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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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6日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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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7日至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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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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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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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九寨沟县受益农户农房改造工作全部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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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0 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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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工作，待进场施工。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中午，平武县水晶幼儿园新建项目在平武县水

晶镇举行了开工仪式，但因征地问题未完全解决，截至 2019 年 3 月底

霜冻期结束还未动工，目前正在加紧处理中。

图 4 幼儿园设计方案图

图 5 平武县水晶幼儿园新建项目开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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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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受灾地区援

建 14座溪桥已全部竣工。其中，广发证券在平武县援助的 2座，湘财

证券 10座 。

图 6 平武县五龙便民桥竣工图

4.visa 培训项目

结婚捐赠人意愿及九寨沟县实际需求，剩余项目资金将用于九寨

沟县卫生扶贫救助资金配套、白马藏族协会成员培训及缝纫机配备、

九寨沟县受益人外出培训三方面。

（1）1 月 25 日至 28 日，项目管理部岳代福前往九寨沟县就 Visa

援助九寨沟县地震灾后重建项目新需求展开调研工作，期间与九寨沟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威，县民政局局长周建国及相关单位沟通、讨论

妇女创业及卫生健康需求及援助事宜。

（2）3 月 12 日至 17 日，灾害救援与项目管理部岳代福前往九寨



8

沟县，与九寨沟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威，县民政局、县慈善总会、县

就业局、县白马协会相关工作人员对接 VISA 援助九寨沟县地震灾后重

建新项目需求落地事宜。

5.电商扶贫项目

5.1 项目识别与设计

项目团队于 2017 年 9 月与 2018 年 2 月对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农

村经营组织情况以及生计恢复需求等情况进行了两次项目调查，撰写

了项目实施方案。

5.2 项目启动

2018 年 3 月，项目正式立项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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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项目执行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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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合作社内部架构进行了优化与调整。

表 1 优化后合作社组织架构表

管理角色 姓名 性别 年龄 具体分工

理事长 冯天旭 女 54 合作社管理、蜂蜜收购工作

理事 唐金春 女 35
周边产品开发、社区活动开展

等

理事 唐素琼 女 48 合作社出纳

理事 陈小琼 女 40 市场小组、部分采购工作

理事 陈顺平 男 38
质量保障小组，生产技术专研

指导工作

执行监事 杨斌 男 40 村书记

财务人员 刘虹 女 外聘兼职专业会计

5.4 项目进展（2019 年 1 月-3 月）

5.4.1 项目名称

九寨沟地震灾后生计恢复项目-平武中蜂产业扶贫项目（前身为电



9

商扶贫项目）

5.4.2 项目实施地点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乡小河村

5.4.3 项目帮扶对象

平武县小河养蜂专业合作社社员及本村其他养蜂农户

5.4.5 项目活动-生产

1 月-3 月，天气比较寒冷，最后一场降雪发生在 2 月底。本期内

一个重要的项目活动即开展蜂场蜂箱的保暖工作，方法是采用本土的

做法，使用牛粪等材料作为蜂箱的保温层敷设在蜂箱外部。此外合作

社计划增加今年的养殖蜂箱数量，制作了一批蜂箱。

5.4.6 项目活动-新年计划

2 月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合作社召集社员开展座谈会，商讨新

年的发展计划，准备筹建蜂蜜加工厂，确定了由合作社理事长冯天旭

主要负责，并牵头成立工作小组推动加工厂前期的选址工作。

此外会上大家回顾了 2018 年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蜂场消毒与蜜

蜂饲喂的问题，也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 2019 年的工作

计划与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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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项目活动-妇女节活动

3 月 6 日，合作社组织全部社员与全村老人、妇女和儿童开展了妇

女节庆祝活动，提高了社区凝聚力。

6、茂县、九寨沟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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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正在验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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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平武县豆叩小学 平武县豆叩镇 23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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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武县大桥小学 平武县大桥镇 334 59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样板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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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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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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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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预计 4月 15-16 日举行最后的装备库物资发放仪

式。

乡镇学员进行灭火演练

三、资金使用情况

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表（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项目类型 规划资金(元) 已使用资金(元) 待使用资金(元)

紧急救援项目 4170987.57 2314928.21 1856059.36

电商扶贫项目 3971290.50 98718.86 3872571.64

农房改造项目 4351360.22 4351360.22 0.00

溪桥工程项目 1260000.00 1260000.00 0.00

学校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4499730.00 2022.04 4497707.96

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项目 1355920.20 482147.55 8737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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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9609288.49 7969176.88 6240111.61

计提项目执行资金 2284553.47 794856.23 1489697.24

合计 21893841.96 8764033.11 125898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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