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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紧急救灾公益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工作 

2020年 2月，紧急救灾计划积极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中，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壹基

金联合救灾项目在湖北、吉林、陕西、安徽、四川、重庆、宁夏、辽宁、山西、黑龙江，江西，甘

肃，湖南，广西，贵州，新疆、云南 17 个省开展行动，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出动日常救援【10】

次，出动救援队员【2076】人，救出遇困人员【6】人，与此同时，2月壹基金救援联盟加盟队伍

应国家防疫要求，以动代训，将防疫救灾变为实际培训。 

二、项目活动进展 

（一）紧急救灾项目 

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2020年 1月，湖北省武汉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范围。我国政府

将本次疫情防控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建立了应对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包括湖北省在内的 31个省份先后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级应急响应机制。 

壹基金 1 月 22 日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与湖北省慈善总会、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武汉云豹救

援队、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湖北伙伴-孝感义工联紧密合作，在湖北省内共 17市/州、87个县/区

的 882 家医院（包括全省的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以及武汉市内 60 家医院）、242 个社区内

开展行动，包括发放协调医疗物资发放、协助本地社区防疫。截至目前，已有 20批物资分批运抵

湖北。 

详情参见壹基金壹家人驰援湖北行动简讯。 

全国湖北省之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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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在安徽省共有 38家社会组织参与到本次防疫抗疫工作中，在

此次突发传染病疫情的防治工作中共计开展 370余次活动，累计志愿者在 5500余人次，涵盖了安

徽省的 16 个地市多个县区，累计发放 183855 个各类口罩，71329 副各类防护手套，1550 件隔离

衣，686副护目镜，479只额温枪，7吨左右的消毒液，2吨左右的消毒酒精以及其他各类物资。 

 

四川-凉山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川南伙伴迅速启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的防疫行动。从 2020 年 1 月 26 日开始制定方案、购买物资、人员调动等准备。至今在多方支援

下已发放 15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5吨高浓度（稀释 400倍使用，相当于 2000吨）次氯酸钠消

毒原液、1000个 25L全新塑料桶等。2月 12日凉山州蓝豹应急救援中心携手川南联合救灾网络在

凉山州疾控中心指导下，对西昌市内部分单位、社区、学校、街道进行义务消杀工作，此次义务

消杀工作，完成了对安宁镇、马道街道、西昌城区各小区共计 96处，消杀面积达到 120万㎡，覆

盖人流量 90000余人。截至 2月 24日累计出勤约 6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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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2020 年新冠肺炎突发，从 1 月 26 日起，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吉林协调机构——长春市广益

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联合省内 10家网络伙伴在各自的家乡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卡点、入户排查以及居

民楼消杀工作，同时，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也为长春市 400 个社区发放了手套、暖贴等

防控物资，并为省内伙伴、政府部门、防疫站、社区的等采购口罩、消毒液等。这个春节，吉林

网络伙伴联合 300 余名志愿者加入防控工作！他们也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守护着自己的家

乡。 

辽宁省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辽宁协调机构沈阳市利州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联合辽宁公益联盟 35 家公

益组织（含伙伴们自筹物资）共计为社区、村、街道、机场、火车站、福利院等机关单位和公共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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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进行了 2000 余次消杀工作，消杀面积 5000 余万平；粘贴防疫海报、发放防疫宣传单、悬挂

防疫条幅 1万余张；发放一次性口罩 5万余个、N95口罩 100余个、消毒液 5千余斤、消毒酒精 3

千余斤、发放消毒片 2万余片、一次性手套 1万余副、副护目镜 300余个、防护服 50余件等防护

物资，同时 3 家组织开展线上心理咨询工作；配合交警排查外来及回城人员有无发热、疏导交通

排查 5万余人，排查车辆 3 万余辆；参与志愿者 6千余人次。 

云南省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云南协调机构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在最近一个月的抗疫行动中，主

要是给昆明市内的部分医院和街道社区提供壹基金救灾帐篷。医院主要是搭建体温检测点，发热

人员筛查和建立分诊区，让检测的患者有临时避风的地方。街道和社区主要是建立防疫点，社区

人员随时监控社区的人员流动和体温检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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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陕西协调机构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主要统筹网络

内的各社会组织防疫物理的采购，并为一线工作人员发放防疫物资，进行资源对接，防疫宣传，

进行消杀活动等。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联合省内 60家公益组织在省内开展了为当地的城中村乡

村流动人口、养老机构、社区工作员、车站、医务人员、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安保人员和志

愿者等基层组织一线人员发放口罩和消毒液等物资，并制作宣传横幅、不干胶等，进行防疫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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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2月 1日至 29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黑龙江省协调机构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链接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黑河、鹤岗、双鸭山等地的伙伴资源，协助政府，

针对社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抗疫宣传、入户调查、防疫消杀、卡口执勤及居民生活物资购买物

资发放工作；在线上进行抗疫宣传、心理援助、市民热线接听工作。其间，各地伙伴（近 30家机

构）一直坚持协助社区、弃管小区、学校、医院、老年公寓、敬老院等进行消杀工作，在社区、

街道和火车站等地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出入登记检测工作，接送一线志愿者往返、为一线工作者提

供热食，安抚市民情绪、在网上进行抗疫宣传；累计为一线工作人员分发口罩 2 万余个、酒精和

消毒液共 8 万余公斤、消毒片和消毒粉 600 余袋、热帖 3 千余片、手套近 3000 副，防护服近千

套，电热暖宝 100余个，食物、药品和矿泉水若干；参与各种抗疫活动的志愿者总计三千余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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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重庆协调机构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和 20 余个区县

协作机构一起努力，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开始，联合当地医院、公安、交通、民政等一线医务人

员和执勤人员，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调拨 40顶救灾帐篷协助政府部门在医院、高速路口、社

区建立临时发热门诊、疫情防控卡点、临时检查站等，累计受益 33910人次，参与志愿者 4460人

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始以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宁夏伙伴联合本省 14家社会组织共

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一个多月的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协同各组织协助当地社区及机关单位

在疫情防控站点逐一登记排查，协助社区人员做排查统计工作，对社区及村镇进行全面的消毒工

作，为当地百姓及防疫工作人员捐赠消毒液、口罩、手套等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 

截至 2 月底，我省 14 家社会组织志愿者出动人数约 1500 人次左右，受益人数日均超过一万

人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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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自疫情发生以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湖南省协调机构长沙善行迅速启动响应机制，搭建湖

南地区一线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网络”响应本地疫情，通过政社协同、社会动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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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指导网络成员机构参与抗击疫情行动，先后动员 20余家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队配合政府部门

开展防疫工作。紧急救援阶段，在湖南长沙、株洲、 益阳、 岳阳、 娄底、 衡阳等地开展行

动，在 155个社区、站点、医院、高速执勤口等地进行了防疫宣传和物资发放，并协助政府对这

些地方进行了防疫消杀、人员排查等工作，发放口罩 50000 个，送去 600件哈密瓜、1200件砂

糖橘。 

贵州省 

2月 5日-8日，帐篷 80顶，睡袋 160个在清镇市政法委、清镇市红十字会统一协调安排

下，全部投放到清镇市 15个交通要道防控点及 65个重点小区防控执勤点，支持清镇市疫情防控

管制工作。新冠肺炎防控中过程中壹基金还支持了贵州省威宁县经济开发区帐篷 3顶，威宁县板

底乡人民政府帐篷 8个，睡袋 16个，援助物资全部用于一线工作人员疫情防控使用。 

江西省 

2020 年 1 月新冠疫在武汉爆发， 毗邻湖北的江西省迅速行动起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江

西协调机构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与江西省各定点医院及儿童医院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他们

的需求后，根据市场的物资情况，决定为这些定点医院提供他们现在所急需的医用酒精、84消毒

液以及一次性医用手套。本次疫情防控共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省胸科医院、新建区人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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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医院、江西省儿童医院提供物资 75%乙醇医用酒精 5L/桶 280 桶，84 消毒液 420 瓶、一次性丁

腈手套 2000双。 

 

 

 

 

 

 

 

 

 广西省 

疫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广西协调机构广西维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区内共 11家

社会组织 900 人次志愿者在崇左市、柳州市、百色市、来宾市、南宁市、河池市、贺州市等地的

疫情防控执勤点开展慰问、社区排查、防疫消杀、捐赠疫情防控口罩等志愿服务及物资援助工作。

发放口罩 4500余个，消毒剂一批、向执勤点捐赠干果、汤圆、饮用水、螺蛳粉等食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疫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新疆伙伴开展多项活动抗击疫情： 

1. “一起帮你回来”公益活动：针对很多返乡、复工人员不了解新疆防控政策，缺乏官方

信息渠道、无所适从的情况，新疆伙伴组织志愿者，建立“一起帮你回来”志愿者小组，

解答返程人员在返程途中的疑惑； 

2. “组织和支持乌拉泊检查站入城车辆疏导志愿服务”：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新疆伙伴立

即动员群内公益伙伴团队，组织志愿者增援乌拉泊检查站，在以蜡烛志愿者、新疆山友

救援队等公益组织的支持下，共有来自 22 个公益团队的约 350 余 人次的志愿者参与了

为期 7天的车辆疏导志愿服务。 

3. “新疆疫情防控儿童网络书画展”：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居民无法外出的特点，新疆伙伴与

多个公益团队在 2020 年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联合组织了儿童疫情防控网络书画展，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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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宅在家里的家长和儿童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共吸引了 600 余名儿童参加，征集到

700余幅儿童作品。有 40名志愿者和书画名师参与了此次书画展的整理及评分工作； 

4. “寻找 200位最美社区服务志愿者”：期望通过寻找社区服务志愿者和案例宣传，倡导更

多的市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减轻社区工作压力，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与人文精

神，帮助社区工作提高品质。目前已征集到 26 个公益组织的 175 个社区志愿服务案例。 

（新疆 防疫站点设置） 

甘肃省 

1月 28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甘肃省协调机构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支持甘肃

五市县一线机构：白银区宏瑞社区服务中心、兰州市西固区天籁志愿中心、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庆阳市汇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等在地的社会组织纷纷行动，组织志愿

者在本地向社区、医院发放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重要的物资，制作防疫横幅、防疫宣传海报、

防疫宣传手册、播放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重要通知和要求，为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城镇人口

密集和近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村庄、社区居民集中小区等进行宣传倡导、消毒液喷洒、物资发放、

车辆排查登记等工作。共出动志愿者 380余人，超过三万余人受益。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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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疫情发生以来，山西天龙救援队积极订购防疫物资，为全省 23家伙伴提供防护保障。壹基金

联合救灾项目山西协调机构山西天龙救援队和山西天龙救援队各地市支分队及伙伴累计出勤 24

家机构，4765 人次，出车 1392 辆，累计工作时间 3189.5 小时，消毒杀菌面积累计 3342.894 万

平方米，消耗酒精 13217.5 公斤，消耗消毒液 249665.5 公斤。自 2月 1日起至今每天联合网络伙

伴配合党政机关，在社区，高速口、火车站，开展社区疫情宣传、进出登记、测量体温及消毒消

杀等服务，有效助力各地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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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北地区 

截止 3月 4日，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动员川北联合救灾网络 5家伙伴积极开展防疫工作。 

巴中市志愿者协会：组织 28辆防疫宣传车，深入全市 32个 乡镇开展防疫宣传工作，累计

行程 4300余公里，张贴宣传海报 3100 余张，发放宣传资料 12000余份，为一线防疫人员捐赠

口罩 1200个、 消毒液 300 公斤、生活物资 130余件。 

南充市高坪区志愿者协会：在南充市高坪区民政局的指导下，高坪区志愿者协会积极有序参

与到防控行动中来。协助城乡社区返乡人员排查、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社区督查、爱心慰问、疫

情留观点筹备、到乡入村流动宣传等服务工作，贡献志愿力量，众志成城共同“战疫”。疫情防

控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参与志愿服务 300余人次。发放物资口罩 1000个，宣传海报 3000 张。 

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截止目前，累计服务志愿者 84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约

7500余小时。累计发放口罩 2600余个、发放传单 13000余份，向一线执勤卡点捐赠现金 5000

元。协助火车站、汽车站等 12个卡点检测排查。同时，严格培训重安全。坚持志愿者“安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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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对所有参战志愿者进行视频培训，涉及自身安全防护知识、岗位服务内容等 

绵竹市爱之援义工协会：自疫情发生后，绵竹市爱之援立即启动响应，通过线下宣传资料发

放、社区走访等进行防疫宣传工作、线上开展心理援助；协调联合多家单位组织志愿者 300余

名，开展“众志成城战疫情 爱心蔬菜送上门活动”，为绵竹市居家隔离人员、残疾人、老年人、

环卫工、一线工作人员送温暖，共计捐赠蔬菜 30吨，分工分段合作，减少直接接触。 

泸州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泸州市 3区 6县的 100名事实孤儿进行线上的心理辅导、课

业辅导、防疫宣传等工作 

山东省 

从 1月 24日开始，针对全国范围内扩散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山东省协

调机构-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联合东省联合救灾网络伙伴和全省 10 支壹基金安全家园社

区志愿者救援队，进行在地疫情评估和需求评估，配合党委政府、社区在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山东省联合救灾网络 41 家伙伴机构和全省 10 支壹基金安全家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累计出

动志愿者 3.2 万人次，在全省 15 个地市的共计 1.6 万个社区和村庄，开展站点执勤、防疫消杀、

社区人员排查、测量体温、疫情宣传、发送防疫物资等服务，累计工作时长 320 小时，累计受益

人数 400万人。 

 

 

 

 

 

 

 

（二）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 

（三）救援联盟项目 

1、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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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壹基金救援联盟内蒙古伙伴-呼和浩特市随手公益协会在各防控卡点执勤，负责测体温、登记、

消毒杀毒等。疫情期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随手公益协会还收到壹基金转赠的 100 件由爱心企业捐

赠给一线执勤志愿者的羽绒服，总计发放方便面 50件，牛奶 50件，口罩 350个，酒精 10斤。 

河南省 

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河南省伙伴-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第一时间成立河南社会应急力量抗疫

防控工作网络，由协会会长陈水全担任总协调人，建立信息通联机制，通过网络对一线志愿者进

行个人防护和防疫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全省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投身抗疫

一线。目前共有 20家社会应急力量加入抗疫防控工作网络并成立疫情防控服务队，协助当地开展

卡点协查、物资转运、宣传引导和防疫消杀工作。共出勤 3054人次，1065车次，共值守 59个防

疫卡点，运送 23 吨防疫物资，并先后对 10 个酒店写字楼、16 个商超市场、28 个商户、30 个学

校、160 个卡点、对 314 个厂矿单位、315 个村庄、374 条街巷、700 个小区楼院进行防疫消杀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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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疫情发生后，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河北伙伴河北省邯郸市红十字中安防减灾服务中心，2月 5

日至 2 月 29 日共出队参与防疫消杀 22 天/次，设点防控共 7 个检疫检查点。2 月 7 日至 2 月 29

参与盛和路街道办事处和光明街街道办事处所辖小区的周期性防疫消杀工作涵盖 24 个个老旧小

区的消杀任务，共受益人群 2062户人家。 

邯郸中安疫情应对青年突击队队员于 2月 10日起参与邯郸市多处的设点防控工作，配合社区

人员进行人员登记、外来人员防控、体温检测、防疫知识宣传等防疫工作，共出队 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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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救援行动 

1、海南三亚地震救援队，派出 87名队员（共产党员 45名，其中组织关系在救援队的党员 12

名）、256 名志愿者从 2月 1 日-2 月 29 日开始在吉阳区下洋田社区，海棠区湾坡田仔乐、青塘、

下湾等 7 个自然村约 9 平方公里范围开展信息排查、防疫宣传、设点防控和防疫消杀等工作。建

立了 13个疫情防控检查点。 

2、2020 年 2 月 1 日开始，四川省山地救援队南充分队针对城区中老旧小区物业不完善，防

控难点多，防疫难度大等现状，通过摸排调研，选调 20位队员，对老旧小区居民点进行了定点防

疫消杀工作。 

3、2020 年 2 月 1 日开始，新疆山友救援队针对城区中老旧小区物业不完善，防控难点多，

防疫难度大等现状，通过摸排调研，选调 10位队员，对老旧小区居民点进行了定点防疫检测工作。 

4、2020 年 2 月 1 日开始，贵州阳光救援队 10 名志愿者在云岩区毓秀路街头巷尾喷洒消毒，

这是贵州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应急救援总队、贵州公益救援•贵州阳光救援队的志愿者进入社区义务

开展卫生防疫行动。志愿者们当天对 2 个办公点、17 个居委会、1 个单位食堂进行了全面消毒。

救援队参加过多次地震、洪灾救援和灾后消杀防疫行动。 

5、2020 年 2 月 12 日下午 16：50 许，翼城天龙救援队还在做疫情消杀的过程中，接到应急

局电话需要立即组队支援，称在其龙女村外的沟边上有两人不慎跌入深沟。天龙救援队党支部立

即启动救援机制，立即抽调队员赶赴救援前线，17：00三车十几名队员携带救援装备，火速前往

救援地点。文水分队在北夏祠村民的大力配合下，于凌晨一点成功搜救走失人郭某（56岁） 

6、2月 16日中午，武汉云豹救援队接武汉体育中心紧急求助，因 15日大风，体育中心高空

一钢制构筑物弯折松脱，随时有坠落危险，可能造成“方舱医院”进出车辆受阻。云豹救援队队

长向东接到救援信息，在朋友圈发出召集号令，在武汉的老队员们踊跃报名。 在向东的带领下，

他们迅速组成突击队赶到现场，不到一小时就迅速排除险情，圆满完成任务。 

7、2月 17日 18:36，河南应急救援协会温县应急救援队接到巩义市民求助电话称，中午驾车

来黄河滩游玩，不慎陷车，叫朋友开车前来解救，友车也被陷入河滩，目前天色已晚，三辆车被

困，请求救援。温县应急救援队队长张彦兵电话询问当事人及同伴身体状况后（疫情相关），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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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 6名队员、2台越野车前往事发地。途中经过各疫情防控卡点，说明情况后一一放行，约 1个

小时后到达被困现场。救援队员对现场进行风险评估后，即刻展开救援，利用两车拖一车的方法，

最终将三台被困车辆陆续拖至安全地带，此次救援历时两小时四十分，圆满结束。 

8、2月 17日 16:48，河南应急救援协会刚执行完防疫消杀作业的郏县应急救援队接到 119电

话，称平郏快速通道汝河段发生人员溺水险情，请予协助救援。救援队员们顾不上忙碌后的疲惫，

立即集结队员赶赴事发地，完成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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