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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安全家园计划月报 
 

一.全国安全家园-公益宝贝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壹基金安全家园-公益宝贝项目完成了【90】%以上的物资配送，包

括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队员装备、救援工具、培训道具、培训/演练耗材、重点家庭备灾包等

类近【70】种不同大小与规格的物资。 

随着物资到位，全国【43】家一线伙伴机构在【81】个项目点的各种落地活动也纷纷开展

起来。本月，【66】个项目点【66】支队伍正式成立，队员【1320】名；新增开展常见灾害应

对、应急预案制订、灾难医疗、简单搜索与营救等科目的培训活动【36】场次，应急演练【23】

场次，受训队员【636】人次，完成社区及灾害隐患点应急预案【15】份，家庭应急预案【190】

份，前测问卷近【400】份。 

 

（二） 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全国项目物资配置已完成 90%以上 

12月，全国 11个省份的 81个项目点陆续收到本期项目配置的物资，43 家伙伴机构纷纷

协助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接受物资。 

http://www.onefoundation.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www.onefoundation.cn                

电话：0755-25339511     传真：0755-25332611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号鸿昌广场 55楼（邮编：518000） 

2 

 

 

13 日、14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什社镇李岭村和宁县巩凡村的物资准时抵达，庆阳市

蒲公英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协助队员们将物资进行清点，村委会专门腾出了一间房间，作为

应急救援队的物资储备室和工作办公室，对于应急救援物资的到来，队员们很兴奋，尤其个

人防护装备大家都很喜欢，部分队员迫不及待地开始逐一检查并试穿。 

 

2.全部项目点中 80%以上完成队伍组建工作 

（1）甘肃省项目进度 

12 月，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联合甘肃省张家川县应急管理局在张家川县应急管理局

大厅召开了“2019壹基金安全家园-张家川县启动仪式”。仪式由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陶枫主持，县委常委、副县长王琦应邀参加并讲话，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正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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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以及马鹿镇大滩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马关镇石川村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共 70余人参加了启动仪式。仪式上，王琦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捐助方表示感

谢，并向接受捐助的两支农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授旗，正式转交队伍项目物资和装备。之后，

项目人员再分别于 26 日、30 日到两个项目点所在社区，与乡镇政府协同召开了社区的队伍

成立仪式及项目工作沟通培训会。 

（2）山东省项目进展 

21 日，潍坊女人帮义工公益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协助山东省潍坊市沙埠沟村项目点的社区

志愿者救援队进行了民主选举，选出了队长窦秉杰、副队长董奎之等领导班子。20名队员在副

队长董奎之的带领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沙埠沟村志愿者救援队章程。当日下午，来自潍坊市雷霆

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教官徐建就队伍队列进行了整训，通过两小时的训练，大家不仅在站军姿、停

止间转法、齐步、正步等方面有很大提升，且增强了队伍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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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队伍训练后的合影                            图：队伍刚成立仪式 

（3）安徽省项目进展 

23 日，由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组织的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梧桐村和北山村项目启动仪式

在杜集区圆满举行，此次启动仪式淮北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邵雷，杜集团区委书记高孟

文，杜集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化荣，民革杜集区总支副主委焦学恒，淮北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队长任明功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活动。来自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员及杜集区村民志愿者代表等

100 余人参加此次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会长吴伟伟向大家详细介绍安

全家园项目。淮北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邵雷和杜集团区委书记高孟文给项目点社区代表

进行授牌。启动仪式最后，救援队在广场上列队进行授旗仪式。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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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龙江省项目进展 

大庆市和庆社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 12月初开始启动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和齐齐

哈尔市拜泉县的 2个项目点工作，在冰雪封天的季节，一线工作者不辞辛劳，分别与两地的

应急管理局协同在 2个社区都建立了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确定了队伍架构，并完成了队伍

的制度建设工作。 

 

3.部分项目点已经开始对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展开技能培训及应急预案制订等工作 

（1）吉林省项目进展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邀请消防大队韦天常教官为金厂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开展了消防培训活动；柳河县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则邀请当地医疗专业培训师为社区志愿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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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队提供了心肺复苏的专项医疗培训活动。 

 

 

（2）广东省项目进展 

15 日，广东省英德市英城街道城西社区志愿救援队在城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第二次

培训。本次培训由林春兰老师、黄粤英老师为主讲，有应急物资使用、地震灾害应对、地质灾害

应对、指挥培训等课程。共有 20名队员，5名志愿者参与本期培训。通过提问、互动、演练、

分享等多种形式的参与式培训活动，队员对志愿者救援的工作有了进一步学习，且在培训过程中

增进了相互了解，增强了队伍凝聚力，为往后的培训、演练等活动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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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项目进展 

25 日-26 日，湖南省人人公益发展中心在湖南省宁乡市巷子口镇同心村庄对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25日，长沙市普消消防安全宣传服务中心易教官通过“课程+案

例+讨论”的形式，以“消防安全和设施控制”为主题，从消防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家居防火

等几大板块切入，带领队员们深入学习了相关消防安全知识。26 日，巷子口中心卫生院刘炼

平刘医师为大家讲解《灾难医疗行动》知识。针对在灾难和突发情况有人员伤亡时，作为救

援队，发现受伤被困人群该如何迅速排除故障、救援治疗，应对致命性状况、检伤分类等。并

在下午，通过预案演习来巩固实操医疗行动知识。本次培训共有 40余名队员参加，在培训结

束时还分别组织了消防灭火演习和灾难医疗演习活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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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安全家园-小而美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12 月，本项目新增为【5】个受益社区的志愿者救援队提供了复训，并支持他们针对冬季火灾

隐患开展了火灾风险排查与社区宣传活动，并为之新增配置了部分灭火器，【92】名队员参与项目

活动，超过【800】名社区居民直接受益。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石棉县迎政乡 4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的复训与火灾风险排查及宣传活动 

18 日-19 日，雅安市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协助石棉县迎政乡八牌村、三合村、

红旗村和新民村等 4 个项目点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分别开展了可持续支持活动。本次复训及火

灾风险排查和宣传活动的队员共有 75名队员参与。 

复训活动开始前，志愿者协助队员重新整理并清点了项目配置的应急物资，其中绝大多数物

资装备都保管和维护的比较好。新民村的队伍大多数是女队员，他们的物资保存得尤其好，他们

队长说：“平时大家都很爱惜这些装备，而且在使用时都严格按照物资管理制度来执行，在平时也

是码放整齐的堆在物资存放架子上，所以他们的物资保存的很好。”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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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全家园项目已经结束快两年时间了，但队员们还维持着良好的纪律性，对知识点的掌

握也是一点就透，实操训练都是积极参与。红旗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队长周队长表示，队伍成

员也相比之前有较大的调整，大家都很珍惜本次复训的机会，也希望未来能够获得更多复训帮助。 

 

2.芦山县双石镇石凤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消防复训与火灾风险排查及宣传活动 

27 日，芦山县友好家园的志愿者协助双石镇石凤村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开展了消防复训、入

户风险排查、入户教村民检查灭火器以及分发防灾减灾宣传单的活动。17名队员参加，直接受益

人有两百余人。该队伍也是 2017-2018 年的项目中成立的社区志愿者救援队伍，由于地处山区，

木结构房屋比较多，火灾风险防范是该队伍冬季最大的日常工作，通过本次复训及宣传活动，对

他们的工作有督促规范及增强效果的作用，也是对队员们辛苦付出的支持与激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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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灾后综合发展项目（安全家园）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12 月，已进入结项阶段。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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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木里县学校社区减灾项目（安全家园）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12 月，社区综合减灾项目在倮波乡完善了四个村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家庭、社区、隐患点应急

预案，并进行了三、四期消防安全与设施控制和洪灾应对培训；在雅砻江镇、卡拉乡开展了三四

期消防安全与设施控制和洪灾应对培训。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木里县倮波乡社区综合减灾项目进展 

（1）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受邀参加轻松筹年度晚会，分享木里森林火灾扑火英雄的事迹 

2 日-6日，邀请到木里县倮波乡民兵排长，也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其中一名队员—

宋小辉，到北京参加年度晚会，分享木里森林火灾扑火英雄的真实故事以及木里县在防灾

减灾方面采取的措施。还有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作为木里县三个乡的补充力量起到的作用。 

 

（2）开展第三期消防安全与设施控制培训 

26 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王立波教官的支持下开展了第三期消防安全与设施控制培训，包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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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介绍火灾的危害，如何正确扑灭初期火灾及安全防护，使用灭火器实操等内容，让队员们在

实际操作中学会了很多东西。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队员们积极性很高，但毕竟培训的

时间有限，很多理论和技术还要在不断实操当中去慢慢掌握。 

（3）开展第四期洪灾应对培训 

27 日，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在外部团队王立波教官的支持下开展了第四期洪灾应对培训，包

括：介绍洪灾的危害，沙袋的使用，如何搭建沙袋防护堤等内容。队员分享说用这种方式搭建防

护提牢固性很强，之前自己所用的方式都是错误的，今后用这种方式搭建防护提安全性会增加。 

 

2.木里县雅垄江镇社区综合减灾项目进展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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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凉山蓝豹救援队的王立波老师在雅砻江镇镇政府的院坝给雅砻江镇社区志愿者救援

队的队员们进行备灾、消防、地质灾害、灾害心理及救助现场管理培训，在培训过程中王老师讲

解了消防安全、灾难心理、应急演练的组织与实施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并且让队员们亲自动手去

操作实施。在实操过程中队员们都积极参与，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完成了基础使用灭火器灭火。 

 

五.长宁地震灾后农房资助及社区综合减灾项目整体进展 

（一）项目总体情况 

项目进展总述 

12 月，项目执行团队召集了鱼竹、中心、德袜、荷花、官沱【5】个村的主要干部召开了项目

协调会，由项目社工通过 PPT 的方式向到场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目的、内容、方式、支持方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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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信息，同时简要介绍了项目的规划。【5】个村已经完成了救援队队员招募，共计招募了【100】

名队员。 

 

（二）主要项目活动进展 

1.抗震农房资助项目进展 

14日，北川羌魂根据珙泉重建办和鱼竹村委会提供的实时灾后重建情况，以及相应

的D级名单、鉴定报告等信息，开始对第一批48户建房户进行拨款前的核实工作。 

对于分布于9个村民小组的23户自建户，项目社工、村委代表、自建户三方必须同

时在场，对自建户的建房情况（是否符合抗震要求）、户主信息、账户信息等进行核对，

经三方人员现场核实无误后，共同在验看表上签字确认，以此作为拨款的依据。对于2组

25户集中安置户，主要根据现场的建设进度和名单确认，同时确认户主的身份信息和账

户信息，完成相应的拨款准备工作。  

 

2.安全家园项目进展 

15日，在珙泉镇党政办的协调组织下，召集了鱼竹、中心、德袜、荷花、官沱5个村

的主要干部召开了项目协调会，由项目社工通过PPT的方式向到场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的

目的、内容、方式、支持方等核心信息，同时简要介绍了项目的规划。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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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开始，各村陆续开始根据项目要求招募社区居民志愿救援队成员。截止到25

日，5个村已经完成了救援队队员招募，共计招募了100名队员。期间，项目伙伴在确认

完100名队员的相关信息后，开始和供货方沟通第二批鞋子和服装的定制工作，目前已经

全部完成数据确认，供货方已经开始定做，预计年后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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