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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针对河南水灾导致受灾群众致贫返贫的风险，中国扶贫

基金会发起河南水灾救援项目，该项目通过防灾减灾备灾、

应急响应、过渡安置、灾后重建等方式援助受灾群众、受灾

地区，减少灾害对群众造成的损失，增强乡村韧性，助力乡

村宜居建设。

二、项目资金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项目新增收入

13154414.22 元，项目支出 23566478.06 元。

三、项目阶段性进展情况

1.河南水灾救援-溪桥工程项目

在河南省 7 地确认援建便民桥 145 座（其中巩义 35 座，

辉县 23 座、卫辉 22 座、洛阳 32 座、新密 18 座、登封 10

座、荥阳 5 座），待匹配 12 座。已完成与巩义市、洛阳市、

新密市、卫辉市、辉县、项目援助协议签署；完成各筹款平

台反馈。

2.河南水灾救援-阳光跑道工程项目

在河南省 5 县（区）确认援助跑道项目 18 条，其中浚

县 4 条、淇县 3 条、卫辉 5 条、辉县 5 条、凤泉区 1 条。跑

道所有企业资金均已匹配完成；完成浚县、淇县、辉县、卫

辉 2、3 月度反馈报告回收。

3.河南水灾救援-农房补贴项目

在河南省 12 个县（区）确认援助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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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 44 户，嵩县 16 户）。目

前已完成所有申报资料审核及 11 县协议签署，其中 365 户

已完成重建。项目进展如下：

序号 省 市 县
受益人

数/人

援助资金

（元）
备注

1 河南省 新乡市 卫辉市 76 1520000 已验收，资料审核中

2 河南省 新乡市 辉县市 43 860000 已完工，验收中

3 河南省 洛阳市 栾川县 5 1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4 河南省 周口市 扶沟县 24 480000 已验收，资料审核中

5 河南省 焦作市 武陟县 16 320000 已完工，验收中

6 河南省 焦作市 修武县 13 260000 已验收，资料审核中

7 河南省 焦作市 温县 8 160000 已拨款

8 河南省 鹤壁市 浚县 114 2280000 54 户完工，60 户施工中

9 河南省 鹤壁市 淇县 80 1600000 67 户完工，13 户施工中

10 河南省 鹤壁市 鹤山区 19 380000 6 户完工，13户指标调整

11 河南省 郑州市 新密市 44 880000 已完工，验收中

12 河南省 洛阳市 嵩县 16 320000 协议签署流程中

合计 458 9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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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个受损扶贫项目的

重建（栾川县 7 个，卫辉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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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个扶

贫项目恢复重建，卫辉市调减 1 个扶贫项目重建，资金已调

整。项目进展如下：



序号 省 市 县 项目数量 援助资金（元） 备注

1 河南省 洛阳市 栾川县 7 1,82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2 河南省 新乡市 卫辉市 8 2,00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3 河南省 新乡市 辉县市 7 2,000,000.00 5 个完工，2个施工中

4 河南省 周口市 扶沟县 14 3,000,000.00 已验收，资料审核中

5 河南省 鹤壁市 浚县 7 2,000,000.00 2 完工，5个施工中

6 河南省 鹤壁市 淇县 11 1,80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7 河南省 鹤壁市 鹤山区 7 2,000,000.00 已验收，资料审核中

8 河南省 焦作市 修武县 18 1,38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9 河南省 焦作市 武陟县 10 2,00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10 河南省 焦作市 马村区 6 1,000,000.00 已完工，验收中

11 河南省 焦作市 温县 4 1,000,000.00 已拨款

合计 99 20,000,000.00

5.河南水灾救援-卫生室项目

2022 年第一季度，在河南省 2 个县（区）援助的 8 个村

级卫生室的修建（浚县 7 个，淇县 3 个）进展：淇县完成招

投标，已开工建设；浚县招投标筹备中。

6.河南水灾救援-校园减灾教室项目

在河南省 10 县（区）确认援建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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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间，滑县 14 间，扶沟县 10 间，

武陟县 15 间）。目前已完成 131 各教室申报资料审核及教

室设计工作，完成教室建设招标和施工方及工程施工合同签

署工作。

7.河南水灾救援-乡镇备灾库项目



1 月 26 日，项目执行团队与洛阳市应急管理局、洛阳市

老区建设促进会相关工作人员召开电话会议，就开展乡村备

灾库项目相关事宜进行了初步沟通；2 月 25 日，项目执行团

队与鹤壁市应急管理局、浚县应急管理局、淇县应急管理局

及乡镇工作人员开展乡村备灾库项目调研座谈会，随后前往

淇县西岗镇查看备灾库情况；3 月 12 日，项目执行团队前往

洛阳市汝阳县、孟津区开展乡村备灾库项目调研，洛阳市老

促会、汝阳县应急管理局、孟津区应急管理局、汝阳老促会、

孟津区老促会及相关工作人员参与调研；拟定调研报告并修

改完善项目方案，计划 4 月份开展申报选址。

8.河南水灾救援-韧性乡村项目

项目团队沟通项目方向，并前往修武县、武陟县、伊川

县、汝阳县 13 个受灾村庄开展第二轮项目调研，进一步调

整优化项目方案，下一步计划启动项目选点工作。

9.爱心厨房项目

2022 年第一季度，水灾爱心厨房项目惠及河南省 3 市 6

县（区），为 72 所学校配备了爱心厨房设备，受益 21203

人。项目受益情况如下：

序列 省 市 县 学校数 受益人数

1 河南 鹤壁 淇县 6 942

2 河南 新乡 凤泉 4 1307

3 河南 鹤壁 浚县 11 2472

4 河南 鹤壁 鹤山 6 841

5 河南 新乡 辉县 14 5095

6 河南 周口 扶沟 31 10546



合计 72 21203

备注：此数据为受益学校申报数据。

10.河南水灾救援项目-辉县灾后恢复与乡村旅游示范

项目

辉县市百美村宿-松树坪村项目，目前已完成第一期乡

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专题研修班培训；2022 年 2 月 21 日，

百美村宿项目部协助辉县市上八里镇组织召开了项目推进

讨论会，并对合作社注册、土地流转等进行方案讨论；2 月

24 日，百美村宿项目部指导辉县市上八里镇完成松树坪乡村

旅游专业合作社的注册工作；3 月 8 日百美村宿项目部组织

辉县市、快手科技、上八里镇等单位召开松树坪村运营评审

会，会议确定了北京原乡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民宿运营及设

计合作伙伴；3 月 17 日至 23 日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基线调研

工作；3 月 23 日“百美村宿-松树坪村项目”签约仪式顺利

举办，并完成与辉县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11.河南水灾救援项目-灾后恢复与产业振兴项目

在河南省 8 市 15 县开展灾后产业项目，其中完成新增

县域 1 个（中牟县），完成 6 县市协议签署（汝阳县 36 万

元、洛宁县 32 万元、叶县 200 万元、卫辉市 250 万元、兰

考县 108 万元，商城县 70.5 万元），合计 796.50 万元。举

办河南商城高山茶灾后产业恢复启动活动，中华网、微博、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进行报道传播。

12.女性大病救助项目

截止 2022 年 3 月，女性大病救助项目组经与河南省汝



阳县卫健委、医保局、乡村振兴局沟通，初步收集符合条件

大病患者信息，下一步项目组将进行数据核查、资料收集和

疾病审核等工作，确认最终资助的大病患者，予以补贴发放。

13.河南水灾救援-厕所改造项目

2 月，项目团队前往河南鹤壁市实地调研，最终确认在

河南省淇县、鹤山区共 2 个村援助厕所改造项目，已完成 152

万元资金匹配。淇县项目援助协议正在签署中；鹤山区项目

援助协议已签署，并完成首款 17.6 万元的拨付工作。

四、品牌传播及影响力

2022 年 2 月 22 日，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教室建设采购竞

争性磋商会在我会 106 会议室召开，有 9 家企业参与本次竞

争性磋商。评审专家团由行业专家、媒体代表及王军副秘书

长共计 5 人组成，采购督导与项目执行团队全程参与。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教室建设采购竞争性磋商会

为助力 720 河南洪涝灾后重建项目顺利推进，2 月 24 日

至 3 月 15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河南灾后重建办主任李芬带

领团队，先后在 11 个县市 42 村 12 所学校重点推进农房补



贴项目、扶贫项目援助项目、卫生室项目、溪桥工程项目、

校园减灾教室项目落实工作，并就乡村备灾库项目、韧性乡

村项目开展调研工作。

鹤壁市乡镇备灾库项目调研座谈会

浚县扶贫项目援助项目竣工现场



淇县项目探访座谈会项目资料检查

辉县市溪桥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焦作市项目沟通座谈会



修武县韧性乡村项目实地调研

伊川县韧性乡村项目实地调研

汝阳县乡镇备灾库项目调研座谈会



孟津区乡镇备灾库项目实地调研

溪桥工程项目——挚文集团捐赠七峪村段家湾桥开工仪式



洛阳市溪桥工程项目培训会

3 月 23 日，由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

及辉县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幸福松树坪·辉县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暨百美村宿项目”线上启动仪式在河南省新乡市辉

县市松树坪村、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办公区两地顺利举行。

中国经济时报发布辉县启动仪式深度报道——《快手联合中

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百美村宿-松树坪村项目”打造辉县市

乡村旅游样板》。记者先后采访了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河

南省辉县市委书记刘军伟、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宋

婷婷。各方领导表示，将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产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百美村宿

-松树坪村项目”取得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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