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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整体情况

针对灾害容易导致受灾群众致贫、返贫的问题，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于 2003 年发起灾害救援项目，通过开展减灾、备灾以

及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方式，向受灾群众、受

灾地区提供援助，减低灾害损失，提高社区韧性，帮助受灾群众

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助力建设宜居乡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开展 360 次灾害救援行动（其

中对弱势群体开展暖冬行动援助 26 次），支出救灾款物 17.37

亿元，直接受益人数累计达 813.68 万人（次），惠及全国 31 省

（自治区、直辖市）与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等 12 个国

家的受灾地区。

（二）本年度项目执行概述

2022 年，我会灾害救援项目募集款物 45460720.16 元，投

入款物支出 65248433.97 元。惠及我国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109.88 万人（次）和巴基斯坦 13000 人（次）。

二、项目年度工作情况

（一）项目运营情况

1.备灾方面

针对不同灾害及灾情多发地，我会备灾物资逐步多样化，各

类储备可响应我国中西大部分地区紧急物资需求。

（1）备灾产品



我会灾害救援领域备灾物资分为被服、户外、生活用品三大

类，包括：服装、帐篷、人道救援应急箱、粮油包等产品。每种

产品均进行细致设计，采购询价及公开招标等方式采购，保证质

量及供应合理性。

2022 年，我会组织召开灾害救援储备物资粮油包（米油包、

面油包）、人道救援应急箱、棉被采购竞争性谈判会。截至 12

月 21 日，共计采购米油包 12,938 份，价值 2,537,952.00 元；

采购棉被 17,254 床，价值 2,313,886.00 元；采购人道救援应急

箱 10,175 个，价值 2,496,200.00 元。

（2）仓储与物流

我会救灾物资储备，均与备灾供应商联合共建。库房分布于

成都、郑州、长沙、西安四地，可响应各自及跨地区灾害，满足

全国大部分受灾地区救援物资需求。

2022 年 8 月，我会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突

发重大灾害领域的公益物流服务。

（3）建立救灾项目库

完成 10 大类项目逻辑框架。主要包括紧急援助项目矩阵：

紧急食品和水、点亮灾区项目、消杀项目（灾后/疫情）、净水

计划、供餐项目、粮油援助、人道救援应急箱援助、生活物资援

助；过渡安置项目矩阵：设备援助、重振家园。

（4）内外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优化升级大灾手册。优化响应流程、增补救援



职能、完善操作模板

数字化管理——开发灾害救援系统。全流程的系统管理，实

现数据及时、准确、可追溯

执行力建设——织密人道救援网络伙伴、招募温暖家园项目

伙伴。提高灾情响应效率，推动人道救援影响力建设。

2.灾害救援方面

2022 年，针对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共启动 7 次国家Ⅳ

级灾害应急响应，我会开展 44 次救援行动（其中对弱势群体开

展暖冬行动援助 1 次），救灾款物支出 2,931.55 万元，其中 43

次国内灾害救援，救灾款物支出 2,859.55 万元；1 次国际灾害

救援，款物支出 72.1 万元。惠及我国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109.88 万人（次）和巴基斯坦 13000 人（次）。

表 1:2022 年灾害响应数据表

序号 类型 省 地区 物资名称 匹配资金（元）

国内救援

1 公共卫生 陕西 西安 弥雾机、防护服、医用口罩等 1,405,900.00

2 公共卫生 陕西 西安 防护服、N95 口罩、医用酒精等 460,727.66

3 公共卫生 广西 防城港 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面罩等 299,800.00

4 地震 云南 丽江 棉被 199,239.01

5 凝冻 贵州 黔西南 军大衣、棉被、防冻手套 179,500.00

6 凝冻 贵州 铜仁 军大衣、棉被、防冻手套 179,500.00

7 地震 甘肃 张掖 面油包、棉被 200,000.00

8 公共卫生 天津 天津 居家抗疫包 604,470.26

9 公共卫生 河南 滑县 口罩、防护服、84#消毒液 100,749.00



10 公共卫生 河南 汤阴 防疫消杀 219,242.84

11 公共卫生 广西 德保 N95口罩、护目镜、防护面罩等 299,400.00

12 公共卫生 广西 凤山 84#消毒液、一次性医用口罩 28,644.00

13 凝冻 贵州 六盘水 棉被、军大衣、防冻手套 198,890.00

14 公共卫生 陕西 宝鸡 方便面、饮用水、面粉 100000

15 公共卫生 陕西 宝鸡 防护服、口罩、防护面屏等 100000

16 公共卫生 山东 青岛 弥雾机、防护服、医用鞋套等 101,300.00

17 公共卫生 河北 永清 84#消毒液、口罩、防护服等 200,190.00

18 公共卫生 上海 金山 防护服 500,000.00

19 公共卫生 四川 邻水 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防护服等 200,000.00

20 洪涝 云南 丘北 雨靴、防汛沙袋、雨衣等 79,922.00

21 洪涝 福建 武平 矿泉水、方便面 50,500.00

22 洪涝 贵州 册亨 矿泉水、方便面、人道救援应急箱 171,450.00

23 洪涝 广西 藤县 人道救援应急箱 138,330.00

24 洪涝 广西 忻城 N95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42,556.00

25 地震 四川 芦山 牛奶、藿香正气液 90,138.00

26 洪涝 湖南 辰溪 自热米饭、矿泉水 90,805.00

27 洪涝 广西 北流 米油包 130,950.00

28 洪涝 广东 翁源 人道救援应急箱 138,010.00

29 洪涝 广西 巴马 热餐 166,050.00

30 洪涝 江西 乐平 米油包、人道救援应急箱 514,322.00

31 洪涝 广东 英德 弥雾机、防护服 52,592.00

32 洪涝 广东 英德 矿泉水 113,880.00

33 洪涝 湖南 江华 棉被 86,454.00

34 洪涝 四川 平武 棉被、厨房套装 203,404.00

35 洪涝 甘肃 庆阳 米油包 54,600.00

36 洪涝 青海 大通 棉被、人道救援应急箱 1,042,850.00

37 干旱 重庆 巫山、云阳、奉节、万州 矿泉水、生活用水 1,148,000.00



38 干旱 四川 达州、宜宾、绵阳、巴中 矿泉水、发电机、抽水泵 548,227.82

39 干旱 湖北 黄石 矿泉水 79,500.00

40 山火 重庆 北培 灭火器、头灯、充电宝 50,000.00

41 地震 四川 泸定、石棉 棉被、发电机、核酸采集数字服务站等 17,697,736.77

42 暖冬 四川 平武 棉被 270,919.77

43 公共卫生 甘肃 兰州 棉被 56,716.84

合计 28,595,466.97

国际救援

44 洪涝 巴基斯坦 吉尔吉特区 保暖围巾、防雨布、棉被、粮食包 721004.21

合计 29,316,471.18

（1）国内灾害救援

2022 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及其人道救援网络于 18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开展灾害救援 43 次，累计支出救灾款物

2,859.55 万元，其中资金 1,503.84 万元，物资 1,355.71 万元，

惠及 109.88 万人次。

执行机构：11 家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及 6 家属地社会组织参

与 43 次灾害救援工作中，其中人道救援网络伙伴攀枝花市众援

志愿者协会执行救援次数最多，共计开展 8 次，占比 18.6%。

灾害种类：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及属地社会组织针对凝冻、地

震、洪涝、干旱等灾害开展 43 次灾害救援，其中洪涝灾害响应

次数最多，共计 16 次占比 37.21%。

援助区域：人道救援网络伙伴及属地社会组织针对全国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 43 次灾害救援行动，其中西南地区

响应次数最多为 14 次占比 32.56%，其次为华南地区共响应 11



次占比 25.58%。

表 2：灾害响应区域统计表

区域 省份 响应次数 响应合计 占比%

华北地区
天津 1

2 4.65%
河北 1

华东地区
上海 1

2 4.65%
山东 1

华南地区

广东 3

11 25.58%广西 7

福建 1

华中地区

河南 2

6 13.95%
湖南 2

江西 1

湖北 1

西北地区

青海 1

8 18.60%陕西 4

甘肃 3

西南地区

重庆 2

14 32.56%
云南 2

贵州 4

四川 6

合计 / 43

（2）国际灾害救援

2022 年，灾害救援项目部募集国际救灾资金 100 万元，支

出 72.1 万元，开展 1 次灾害救援行动，发布国际灾情简报 8 篇，

惠及 13000 人次。



受强季风降雨影响，今年 6 月中旬以来，巴基斯坦多省份遭

遇多轮暴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灾害。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8月31日 12时启动巴基斯坦洪灾紧

急救援响应，支持中巴青年交流小组在巴基斯坦灾区一线开展各

项救援工作，以伊斯兰堡为“指挥基地”，中巴青年交流小组志

愿者为主要成员，为受灾群众提供生活物资。

3.重建方面

（1）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

2022 年，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支出项目资

金 389,292.60 元，惠及 1 省 1 县 1200 人（次）。

项目通过农业经营主体孵化、产品品质深耕管理及供应链建

设等方面开展；枇杷田间管理创新、运用科技设备：尝试依靠高

科技作业，引进无人机对枇杷进行作业，叶面肥喷洒和病虫害防

治一步到位，方便快捷，还大大减少了用工成本。今年枇杷即采

即售，示范点共采枇杷 7628 斤全部销售一空，而且改变传统统

果销售的模式，将枇杷分大小等级分级销售，大大提高了枇杷销

售的平均价格而获得更好的收入，也给果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枇杷分拣中心建设：2022 年 1 月开始筹备枇杷分拣中心的

建设工作，选址、填方等，至 2022 年 4 月 3 日完成地皮硬化，

钢构建设的工人已入场开始建设，6 月 18 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2022 年 8 月，建设枇杷管理“水肥一体化”喷灌技术试验示范

区 500 亩，预计枇杷平均亩产量比原来高出约 30%，亩产值比原



来高出 30%以上，降低肥料成本 40%以上，节省劳力 50%以上。

完成合作社办公室建，办公设备采购安装并投入使用，完成合作

社视觉建设。

（2）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

2022 年，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支出项目

资金 719,877.84 元，惠及 1 个省 1 个县。

1）平武县小河养蜂专业合作社

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规范性建设：合作社按产业发展项目部的相关要求，设计制

作生产基地标识标牌，并完成安装。

品控生产提升：一是项目支持平武县小河养蜂村中华蜜蜂产

业园发展，建设标准化蜂场一处，融合传统养殖、科技养殖等多

种模式，生产与科研共享。二是结合合作社生产投入品管理清单

制定检测指标目录按照流程遴选检测服务供应商对合作社基地

环境与产品根据指标目录进行检测。

供应链支持：依据项目建设方案中供应链建设的总体设计，

对合作社产品开发与设计、包装进行一定程度支持。截至 2022

年 12 月，平武小河合作社向善品公社平台供货蜂蜜约 692.4 斤，

销售约 55392 元。

2）小河村蜂蜜加工厂

2022 年主要开展小河村蜂蜜加工厂建设，截至 12 月，已完

成场地平整、基础搭建。



（二）项目效果

1.灾害救援方面

2022 年，针对全领域灾害救援，迅速响应，通过实地灾情

评估、受灾群众需求调研，援助人道救援应急箱 7000 个、粮油

包 7423 份、防护服 10000 套、棉被 16680 床、核酸采集数字服

务站 206 台等物资，惠及我国 1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9.88

万人/次和巴基斯坦人 13000/次受益。切实解决了部分因灾害造

成的生活物资需求，恢复灾后重建信心。

2.重建方面

（1）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

通过我会对受益地的产业扶持，开展技术培训上岗，以科学

技术为依据管理果园。建设硬件设施，修冻库建枇杷分拣中心，

合作社办公室。购办公设备，建设合作社视觉规范效果开展合作

社运营管理培训。铺设示范园灌溉系统，以点带面，带动当地农

户发展种植技术，增强内生动力，可降低种植风险，对冷链运输

业、分拣加工业等行业带动性强，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加快乡

村振兴进程，为巩固脱贫成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2）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电商扶贫项目

1）立足实际需求，匹配资金支持。项目按照社区的实际需

求出发进行设计，本年度累计执行项目资金 719,877.84 元，主

要用于小河养蜂合作社规范性建设、生产品控提升、供应链支持；

小河村蜂蜜加工厂建设等方面扶持。根据项目工作推进的需要，



累计派驻驻村经理 2 名，连续实地驻村开展扶持工作。

2）增强主体基础，激发社区活力。依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产业帮扶模式，培育产业合作社，沉淀本土团队，提升“规范

性、服务型、参与性、受益性和可持续性”，以平武生态蜂蜜等

产业为切入，惠及小农户 138 户，382 人。

3）产业多元合作，增强发展后劲。以产业提升发展为主线，

构建“社会力量+政府+合作社+小农户”的多元合作机制，发挥

合作社产业主体示范作用，基于新建小河村蜂蜜加工厂，依托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平台优势和资源优势，整合支付宝芭芭农场、

抖音等优质渠道资源，拓展产品市场，协同推进县域产业发展，

助力发展成果小农户共享。

（三）品牌传播及影响力建设

1.人道救援网络大会

5月10日—11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以“减轻灾害风险·守

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 2022 年人道救援网络大会在成都顺利召

开，会上正式更新发布人道救援 VI。

2.温暖家园项目培训

8 月、10 月、11 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建的温暖家园

社会组织救灾能力建设项目在成都、南昌进行，分别开展机构负

责人培训、一线救援培训和项目设计工作坊三期培训。

3.媒体报道

2022 年，灾害救援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得到了经济日报、人



民日报、民生周刊、中国网、农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外媒报道

3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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