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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紧急救灾公益计划月报 

一、项目整体工作 

2020年 4月，紧急救灾计划积极响应了青岛黄岛火灾。救援联盟项目出动日常救援【16】次，

出动救援队员【219】人，救出遇困人员【13】人。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共举办了【9】场能力

建设培训，共计有来自【89】家次社会组织、【304】人次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受益。 

二、项目活动进展 

（一）紧急救灾项目 

青岛黄岛火灾响应 

2020 年 4 月 23 日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青岛市黄岛区小珠山发生山林火警，经过紧急扑

救，4 月 24 日上午 6 点，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24 日中午，小珠山又发生复燃，27 日下午 4

点，明火已扑灭，火情现场无人员伤亡。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违规焊接作业引燃周围枯草。 

本次火灾过火的林区多数属于集体林地和森林公园，村民有承包用地。被烧毁的是林区

看护房屋和个别村子的个别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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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行动情况： 

 

针对此次青岛市黄岛灾情，壹基金立即启动紧急响应。 

4 月 24 日晚 21:40，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山东伙伴机构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和青岛市黄

岛区伙伴前往小珠山评估灾情。22:30，壹基金联合救灾潍坊备灾仓库备勤。 

4 月 25 日凌晨 1:30，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潍坊备灾仓库装车出库 400 个睡袋，通过青岛市应

急局发放给前线救援人员。 

下午 15:40，山东联合救灾网络向青岛市应急管理局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4000 个、进口大功

率风力灭火机 1 台、军棉大衣 50 件，用于一线扑火队员和公益救援队一线扑火队员。 

 

 

一线伙伴： 

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青岛市小雨点公益慈善服务中心、青岛斑马应急救援队、青

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青岛“山海情”救援联盟、黄岛蓝海救援队、山东蓝豹救援队、潍坊市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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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二）救援联盟项目 

1、日常救援行动 

（1）2020年 4月 1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 6支队，接总队紧急通知，一辆私家车由于操作

失控导致滑入斗坡悬空。支队长接到救援通知后，立即组织队员们前往事故地点，对车辆实施现

场救援，直至救援成功后收队。 

（2）2020年 4月 3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 17支队，接求助电话，有一辆中型面包车侧滑

到麦田地里的小沟里，由于沟深有泥无法上来。附近队员联系机械车辆，把车拖上来，救援完

成。 

（3）2020年 4月 3日 16:20，河南应急救援协会禹州应急救援队接求助电话，称张某

（男、16岁）失踪一天一夜，后在禹州市张堂村北坑塘边发现其手机等物品，疑似落水溺亡。

禹州应急救援队向省协会报备后，即刻集结队员，携带水域救援装备及橡皮艇前往事发地。4月

5 日 14时许，禹州应急救援队终于在北坑塘西北角水域找到当事人遗体，经打捞上岸后交于警

方处理。此次救援行动持续了近 45个小时，最终完成任务。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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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年 4月 5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 34支队，在本队队员拉练途中接救援电话池上

镇雁门村有一登山爱好者不慎受伤，本队迅速派出先头部队前往伤者处，其余人员迅速从山上下

山与先头队员会和把伤者抬上车。成功完成救援任务。 

（5）4月 5日 14:44，深圳公益救援队接市民求助电话：1名男性游客在梧桐山往坭头尖方

向爬山途中突然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无法自主行走，希望我队能够进行支援。接报后，我队

信息指挥中心行动值班小组即刻响应，经研判启动【2J】救援行动，安排梧桐山轮值点 3名队员

组成先遣小组前往现场。13：20分到达事主位置，15:55 检查事主体征情况，确认平稳后我

队救援队员将事主固定在担架上并开始往山下转运。16:45 救援人员成功将事主抬运至救

护车，并与 120 医护人员交接完毕。17:17 我队全员安全返回梧桐山轮值点，行动结束。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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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年 4月 8日早 6时许，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辉县应急救援队接群众求助电话，称

其家属杜某（男、52岁、辉县市拍石头乡松贡水村人）于昨日（4月 7日）上午离家出走，从秋

沟进山后再无消息，已经报警，至今无果，请救援队帮助搜寻。辉县应急救援队向省协会报备

后，立即集结队员展开搜救工作。 

（7）2020年 4月 10 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支队 28支队队员张传睿在东董村邹平货运铁路

施工工地值夜班巡逻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陷在东董村铁路桥墩基坑无法自救时，开来工地上的挖

掘机，展开救援，最后成功救出陷落车辆。 

（8）4月 13日 16：21厦门北极星救援队接到 110警情，有户外爱好者在黄厝后山滑坠摔

伤头部需要救援，北极星队员们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带上担架及医药物品赶到事发地点给予受伤群

众进行止血及简易包扎，于 18：08把受伤群众交给 120。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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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0年 4月 15 日晚上 8点左右，淄博市城际救援 1支队接到总队救援电话，一女子

坠井，立刻前往桓台县高淄路与国道 308交叉路口附近救援，最后成功打捞出女子，已经没有生

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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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年 4月 16 日，淄博城际救援队 16支队、12支队，接总队通知在临淄大道小王

村有一车辆困在泥中不能行驶，就近的队员立刻出队保证车辆安全，用托车绳，救援成功。 

（11）2020年 4月 19 日，淄博市城际救援队应急队，接总队通知有一面包车因操作不当陷

入淄川区西外环路边排水沟，等待救援。应急队紧急出队，救援成功。 

（12）2020年 4月 19 日淄博市城际救援 17支队接到总队救援电话，高青县高城镇支脉河

南岸有一人疑似溺水，需我救援队进行打捞寻人。35名队员迅速集合进行打捞寻人。最后确认

没有人员溺水，该人已经自行返回家中。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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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20年 4月 20 日早 8时许，河南应急救援协会卢氏应急救援队接官道口镇派出所电

话称，一老人从黑牛村武家坡组离家出走后失踪，请救援队协助搜寻。卢氏应急救援队向协会报

备后，立即集结救援队员参与到行动中，成功解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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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0年 4月 29 日 17:46，河南应急救援协会 24小时应急救援电话接付先生报警

称，其一行三人（男性）前往嵩山游玩，行至西沟二道崖附近时，其中一人小腿抽筋，并且体力

不支，未携带绳索装备，无法下山，请求救援。协会立即指派禹州应急救援队展开救援行动，成

功解救。 

（15）4月 27日 9：24，辽宁公益救援队接到求助电话，一名游客在 23日离家后进入千山

风景区，至今未归，请求救援。救援队展开救援工作。11：00，26名队员和志愿者在千山正门

集结完毕，开始执行搜索任务。首先派出无人机进行搜索，根据收集到的信息，逐步锁定目标。

由于地形复杂，失踪者衣服趋于隐蔽色，加之树木茂盛，导致无人机无法锁定失踪者，最终在重

点可疑位置采用等高线搜索方式搜索失踪者。16：40，全体队员再次集结，由队长进行二次搜索

布署。17：03，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发现搜索目标，一个由 12人（家属及医务人员除

外）组成的紧急救援队整装出发。历经 15个小时的搜救转运过程，队员们徒步穿越 5 公里的山

路，上下穿行 500米的高度，大家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最终将逝者完好抬至山下，而此时已是

次日凌晨 00：48。 

（16）4月 29日下午 16点 41分，浙江壹加壹救援队接到苍南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

称：“藻溪镇下山虎村 298 号有一条蛇，需要壹加壹支援。”藻溪壹加壹救援中队接到信息后，

立即组织队员带上捕蛇工具前往现场排险。最后成功捉到这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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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活动进展 

    2020年 3 月-4月，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在贵州、新疆、甘肃、湖南等 4省开展了 9 场能

力建设活动，主题涉及网络发展、灾害管理、伙伴关系维护等，共计有来自 89家次社会组织、304

人次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受益。具体活动情况如下： 

（1）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贵州伙伴走访 5地市 

2020 年 3 月 9 日、3 月 12 日、3 月 30 日、4 月 7 日、4 月 14 日，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贵

州伙伴分别前往毕节地区、黔南州地区、黔东南州地区、黔西南州地区、六盘水市地区等 5 地，

拜访当地慈善总会、团委、教育局、民政局等政府机构及公益伙伴，沟通 2020年壹乐园项目选点，

同时针对贵州省 9+3重点脱贫地区进行需求调研，并洽谈项目合作及 2020年救灾及温暖包项目合

作。 

本期走访，巩固了贵州联合救灾毕节、黔南州、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六盘水等地的伙伴关

系，了解了各地市的现状及需求，为 2020年网络发展奠定了基础。 

（2）联合救灾能力建设新疆伙伴开展北疆伙伴走访及线上救灾演练 

4月 12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新疆伙伴开展了救灾培训及线上区域联合救灾演练。本次演

练基于 2020年新冠疫情行动，共有来自 22家机构的 160 人参与，涉及 5 个议题：当疫情逐渐严

重时公益组织应该做哪些事、各类法规政策如何指导疫情行动、环球计划对我国灾害防御的指导、

社会组织在灾害中及灾害后应该如何配合政府行动、新疆联合救灾疫情期间工作总结。 

本次演练强化了联合救灾响应机制，提升了新疆 22 家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参与救灾的能

力，熟悉了解国家相关部门有关法规、规范、制度，并学习了各种类型灾害情况下公益组织的参

与方式。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公益组织的救灾行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能及时合作和相互支持。 

2020年 4月 17日-20日，壹基金联合救灾新疆协调人杨军带领走访小组到阿勒泰地区吉木乃

县、喀什地区巴楚县、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进行走访。一方面为阿里计划支持的 29个乡村音乐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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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室进行选点评估，另一方面提供过走访与网络伙伴增进沟通交流、保持合作关系。 

             奎屯义工协会在演练中 

（3）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甘肃伙伴开展月捐计划座谈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下午-26 日上午，“甘肃公益机构月捐计划座谈会”在兰州召开。此次培训

会由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主办，共有来自甘肃、青海的 27 家公益机构负责人参与。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虎孝君支持会议，和大家分析了月捐计划开展以来月捐

计划伙伴所面临的问题及现状，并同 15 家月捐计划开展伙伴和 12 家后续准备开展的机构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研判项目问题、难点，以此制定月捐计划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甘肃月捐计划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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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4）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湖南伙伴开展株洲区域首次公益网络交流会 

4月 12日，湖南联合救灾株洲区域首次公益组织网络交流会在天元区召开，并就株洲民间公

益组织救灾网络协作初步达成共识。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携手长沙群英会，开展了暖阳行动、关爱女医

护等行动，得到长沙群英会支持的多批防疫物资支援株洲区域的抗疫工作。在抗疫行动中，大家

意识到，面对各种突发灾情，株洲公益组织尚未形成联动网络，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参与救灾尚存

在较大的空间。而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今年，除疫情外，湖南省洪涝灾害发生率比往

年更高，株洲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株洲区域公益组织联手建立救灾网络，以应对可能发生

的各种灾情。 

本次会议的召开，让株洲区域公益组织进一步意识到联合行动的重要性，湖南联合救灾—株

洲区域公益组织网络也已具雏形。 

参与交流的组织有：株洲区域公益团队，包括株洲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醴陵市义工联合会，

攸县义工联合会、茶陵县志愿者联合会、炎陵县鱼片志愿者联合会、渌口区博爱志愿者联合会。 

http://www.onefounda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