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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整体情况

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信息，7 月 17 日以来，河南大部出

现暴雨、大暴雨。郑州、焦作济源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卫河、

贾鲁河、沙颍河、洪汝河、白河、双洎河出现涨水，巩义、

登封、新密等地受灾严重。据省气象消息，7 月 20 日至 21

日，河南省黄河以北和郑州、洛阳、开封、平顶山等地仍有

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特大暴雨，防汛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

7 月 21 日 3 时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河南 7.20 特大暴雨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扶贫基金会

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响应预案，迅速开展紧急救援行

动，着力帮助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根据各地汛情，经研判，中国扶贫基金会对此次河南水

灾救援分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两个阶段进行，并发出倡

议，倡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本次救援行动中，根据灾区需

求进行援助。

（二）年度执行概述

河南灾情几度告急，牵动国人心弦，中国扶贫基金会自

7 月 20 日启动灾害响应以来，共派出 3 批 58 人赶赴灾区现

场，在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建立“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水灾

救援前线指挥部”，并成立 5 个中心，包括救援中心、反馈

与传播中心、筹资开发中心、重建规划中心、后勤中心。同



时，在新乡市辉县、新乡市凤泉区、巩义市、荥阳市、洛阳

市、新密市、鹤壁市建立 7 个一线工作站，开展一线物资接

收发放、受灾群众转移、险情排查、灾情调研、环境消杀、

热餐供应、清淤等工作。

截至 12 月 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河南洪涝灾害救援

行动得到超过 215 家企业、6 家公益平台支持，累计爱心捐

赠人次超 254 万，筹集款物超 4.07 亿元，惠及郑州、新乡、

鹤壁、洛阳、许昌等 7 市 20 县（市、区）。

同时，联合 13 家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动员 30 支救援队伍、

267 人，携带救援车、橡皮艇、水下声呐等若干水域救援装

备开展救援任务，共转移、救援群众 2200 余人；累计在河

南省发放粮油包、面油包、挂面、矿泉水等食品类物资超过

22 万份，人道救援应急箱、折叠床、凉席凉被、胶鞋、女性

用品等生活应急物资超过 10 万套，还为多个安置点配备手

电筒、移动电源、发电机、净水器、弥雾机等应急设备超过

7 千件，多角度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根据灾区恢复家园实际需求，创新设计【重振家园行动

—灾后以工代赈家园清理项目】，覆盖河南省 624 个项目村，

通过劳务补助的方式组织村民开展村庄清理、公共服务等家

园清洁工作；【重振家园－设备援助项目】累计配备了 80

套挖掘机、装载机，助力灾后清理家园；为受灾村庄安装 3

套净水设备，助力灾后饮水安全；6 个热餐供应点为受困群

众、抢修工人等提供中餐、晚餐，累计服务群众超 10.73 万

人次；为预防灾后疫情，在街道、社区等开展消杀防疫工作，



覆盖消杀面积 215.61 万平方米。

此次洪涝灾害强度大、范围广、周期长、灾种多、损失

大，村庄的道路、桥梁、农房、农田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

损，产业基础受损，脱贫攻坚期成果受到冲击，给当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带来挑战。我会

根据受灾地区实际需求，结合捐赠人意愿，开展溪桥工程、

阳光跑道、卫生室、农房补贴及扶贫项目援助等项目，帮助

项目区基础设施恢复、农房等生产生活恢复重建；开展校园

减灾教室、乡镇备灾库及韧性乡村项目，提升受灾地区民众

灾害预防与应对的能力，提升减灾意识和能力。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一）项目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洪涝灾

害救援行动得到超过 215 家企业、6 家公益平台支持，累计

爱心捐赠人次超 254 万，筹集款物 427774285.98 元。

2.支出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洪涝灾

害救援行动，支出救灾款物共计 186,338,366.02 元。

（二）项目管理

1.紧急救援阶段

截至 12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共派出 3 批 58 人赶

赴灾区，联合 13 家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动员 30 支救援队伍、

267 人，携带救援车、橡皮艇、水下声纳等若干水域救援装



备开展救援任务，共转移、救援群众 2200 余人；累计在河

南省发放粮油包、面油包、挂面、矿泉水等食品类物资超过

22 万份，人道救援应急箱、折叠床、凉席凉被、胶鞋、女性

用品等生活应急物资超过 10 万套，还为多个安置点配备手

电筒、移动电源、发电机、净水器、弥雾机等应急设备超过

7 千件，多角度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根据灾区恢复家园实际需求，创新设计【重振家园项目】。

其中【重振家园行动—灾后以工代赈家园清理项目】，已在

河南水灾期间支持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新乡市、鹤壁市、

许昌市、焦作市、安阳市 7 市 18 县 65 镇 624 个受灾严重村，

通过劳务补助的方式组织村民开展村庄清理、公共服务等家

园清洁工作，项目直接受益104万人次，间接受益人数112.77

万人；【重振家园-设备援助项目】累计配备了 80 套挖掘机、

装载机，助力灾后清理家园；为受灾村庄安装 3 套净水设备，

助力灾后饮水安全；6 个热餐供应点为受困群众、抢修工人

等提供中餐、晚餐，累计服务群众超 10.73 万人次；为预防

灾后疫情，在街道、社区等开展消杀防疫工作，覆盖消杀面

积 215.61 万平方米。惠及郑州、新乡、鹤壁、洛阳、许昌

等 7 市 19 县（市、区）。

2.灾后重建阶段

（1）河南水灾救援-溪桥工程项目

在河南省 5 地确认援建便民桥 104 座（其中巩义 30 座，

辉县 23 座，卫辉 20 座、洛阳 16 座、新密 15 座）。目前完

成 7 家企业选址反馈确认；完成与巩义市、洛阳市、新密市、



卫辉市、辉县项目援助协议签署；完成新浪微公益平台 11

月度反馈；完成阿里巴巴公益平台 8、9、10、11 月度反馈。

（2）河南水灾救援-阳光跑道工程项目

在河南省 4 县（区）确认援助跑道项目，其中浚县 4 条、

淇县 3 条、卫辉 5 条、辉县 3 条。目前已完成 866.4 万资金

匹配，完成 4 家企业选址反馈确认；完成浚县、淇县、辉县、

卫辉项目协议签署。

（3）河南水灾救援-农房补贴项目

在河南省 10 个县（区）确认援助 398 户农户房屋的受

损重建（栾川县 5 户，卫辉市 76 户，辉县市 43 户，扶沟县

24 户，武陟县 16 户，修武县 13 户，温县 8 户，浚县 114 户，

淇县 80 户，鹤山区 19 户），目前已完成所有农户申报资料

审核。

（4）河南水灾救援-扶贫项目援助项目

在河南省 11 个县（区）确认援助 100 个受损扶贫项目

的重建（栾川县 7 个，卫辉市 9 个，辉县市 7 个，扶沟县 14

个，武陟县 10 个，修武县 18 个，温县 4 个，马村区 6 个，

浚县 7 个，淇县 11 个，鹤山区 7 个），目前已完成所有项

目申报资料审核；完成全部项目协议签署。

（5）河南水灾救援-卫生室项目

在河南省 2 个县（区）确认援助 8 村级卫生室的修建（浚

县 7 个，淇县 3 个），目前已完成所有项目申报资料审核；

完成全部项目协议签署。

（6）河南水灾救援-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在河南省 9 县（区）确认援建 111 间校园减灾教室（浚

县 7 间，淇县 11 间，辉县 20 间，卫辉市 15 间，巩义市 12

间，汝阳县 10 间，偃师区 10 间，滑县 10 间，扶沟县 10 间，

待定 9 间）。目前已完成 102 间教室选址反馈确认；完成 102

间教室申报资料审核；完成教室设计采购及设计导则制定工

作推进。

（7）河南水灾救援-乡镇备灾库项目

完成乡镇备灾库项目方案，待调研需求、梳理项目实施

标准后开展选址。

（8）河南水灾救援-韧性乡村项目

初步调研淇县、辉县 4 个受灾村庄，出具初步项目方案，

计划在此次洪涝灾害受灾、再次受灾风险较大且有明确安全

建设意愿的村落进行韧性乡村项目的开展，项目正在设计和

方案制定中。

（9）爱心厨房项目

为河南浚县、淇滨、卫辉、巩义市 38 所学校配备爱心

厨房设备，受益儿童超过 1.1 万人次。

（10）河南水灾救援项目-辉县灾后恢复与乡村旅游示

范项目

组织河南辉县市、新密市相关单位负责人前往四川彭州

开展基层干部培训班，同步百美村宿项目理念。并联合意向

运营方、捐赠方开展多轮选址调研，确定辉县松树坪村为项

目村，规划团队已完成项目策划规划的第一轮基线调研。

（11）河南水灾救援项目-灾后恢复与产业振兴项目



在河南省 14 个县，针对受灾特色农业开展灾后恢复与

产业振兴项目，其中郑州市 2 县、新乡市 3 县、开封市 1 县、

鹤壁市 2 县、洛阳市 2 县、平顶山市 2 县、南阳市 1 县、信

阳市 1 县，涵盖当地主要经济特色作物如山楂、花生、鲜桃、

苹果、红薯、杏李、茶叶等，目前已完成项目协议资金 558

万元。

（12）女性大病救助项目

2021 年第四季度，项目组在河南受灾地区开展女性大病

救助项目需求调研，与项目捐赠方就项目内容、援助标准、

执行排期达成一致，11 月底完成项目立项。12 月初定向邀

请符合项目要求的县域申报项目合作，初步确定河南省汝阳

县作为项目受益地区。为推进女性大病救助项目落地，有效

支持河南受灾地区因重大疾病陷入困境的农村低收入女性，

12 月 21 日下午，我会健康发展项目部组织召开女性大病救

助项目河南省汝阳县交流会，就项目内容、申请标准、材料

审核注意事项进行介绍并现场回答汝阳县工作人员提出的

问题，汝阳县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黄秀梅参会。

3.品牌传播及影响力

河南水灾救援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通过自媒体微博累计

发稿 180 条阅读量超 6000 万，微信累计发文 32 篇阅读量超

28 万，短视频累计发布 51 条阅读量超 33.1 万，官网累计上

传文章超 40 篇；通过楼宇广告、电视开机屏播、北广传媒

等传统媒体传播，覆盖及影响人次 2000 万人次；另外，还

得到了人民政协报、公益时报等 44 家媒体报道，网络信息



转发超过 16 万条。

12 月 15 日，第四届“澎湃责任践行者年会暨年度责任

践行榜评选”在上海澎湃新闻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演播室成功

召开，本届年会以“新发展阶段 新责任生态”为主题，探

讨慈善事业和企业责任新风口下形成的新责任生态，年会上

还揭晓了“2021 年度责任践行榜单”。其中我会“重振家园

—以工代赈家园清理项目”获得澎湃 2021 责任践行榜“年

度责任践行公益项目”。



12 月 1 日晚，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公益承办、十一大

基金会联合支持的凤凰网行动者联盟 2021 公益盛典颁奖典

礼在广州举行。“重振家园-灾后以工代赈家园清理项目”

获评抗洪行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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