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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社会组织灾后重建中如何找准位置
《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出台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7 月 15 日，中国政府网被授
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芦山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通
知》（以下简称“规划”）。《规划》
称，将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
任务，使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和经
济社会发展得以恢复并超过震
前水平， 为到 2020 年与全国同
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奠定坚实基础。《规划》还指出，
重建资金大约需要 860 亿元，并
要求重建后的震区应户户安居
有业、民生保障提升、产业创新
发展、生态文明进步、同步奔康
致富。

在地震后的三个月，救灾工
作逐渐转向灾后重建阶段，这份
《规划》 对于在芦山救援中的社
会组织影响有多大？ 社会组织应
如何综合规划、 找准自己的位
置？ 为此，《公益时报》记者进行
多方采访。

《规划》更加偏向着眼宏观

“《规划》出台后，需要考虑
对目前工作进行适当调整的可
能是基金会，基金会在大的政策
和大面上的配合都是比较关键
的， 而一般民间 NGO 做的都比
较微观一些，所以基本没什么影
响。 ”平安星防震减灾教育中心
副主任刘宗宝说。

平安星是一家专门做防震
减灾安全教育培训的民间机构，
在这次芦山地震中他所供职的
机构与杨帆基金、西部阳光三家
共投入约 1400 万为震区芦山、
宝兴、茗山和雨城三县一区的学
生进行防震减灾的安全教育培
训，目前这个项目从当初震后开
始甚至是更早之前就一直在做。

“像平安星的灾害安全教育
项目对于《规划》中所提及的方
向来说要微观得多，所以《规划》
出台影响也不是很大，防灾教育
是普惠型的项目，选择合适对象
就可以开始操作，我们也会带动
和培养一批本土 NGO 组织，让
他们来继续承担这种防震减灾
安全教育培训任务。 ”刘宗宝说。

在经历过汶川 、玉
树、 彝良重大地质灾害
后，社会组织也逐渐明确
了自身在灾区存在的意
义。 每当重大灾害发生后
在救灾期，一部分社会组

织承担着抢救人员生命的任务，
一旦救援阶段完成，他们就会撤
出，而一些基金会和一些做灾后
重建的社会组织就会入场，对于
这部分社会组织，《规划》又意味
着什么呢？

“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基本都
是灾害培训， 培训项目限制较
少，基本都是政府没有太涉及或
者说是覆盖不到的部分，我们可
以作为政府在一定项目实施上
的补充。 ”壹基金传播部总监姚
遥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对于后续重建可能会涉及
大量资金的投放，姚遥表示：“根
据《规划》的实际情况可能有所
微调，但不会变动很大。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
灾后重建的过渡阶段主要帮助
灾民持续建设友成彩钢瓦过渡
安置房。“友成在《规划》发布前
就进行着友成彩钢瓦过渡安置
房项目建设，这种项目易于就地
取材、搭建方便，既满足灾区群
众的现实要求，又符合相关政策
导向， 切实弥补了每家 3000 元
过渡安置费不足，目前该项目进
展很顺利，并不会因为《规划》出
台项目出现变化。 ”友成基金会
应急与社会合作部主任张忠华
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作为入驻在雅安平台的众
多社会组织的管理方，身为共青
团四川省委机关党委书记、党组
成员、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服务中心主任的赵京东
觉得《规划》出台使得社会组织
更加清晰了自身项目方向，更加
有利于自身项目定位。

“《规划》的出台对于社会组
织项目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就基金会来说，有些项目就能够
尽快落地实施，怎么样跟政府的
规划结合，怎么样跟
灾区的群众需求结
合，这些都能够明晰
下来。基金会的钱都
是募款而来，不应该

是花得越快越好而是越有效果
越好，而对于民间 NGO,可能服
务地点会有所调整， 服务领域、
服务方法变化不大。 ”赵京东对
《公益时报》记者表示。

社会组织主动对接《规划》

对于此次来川救援的社会
组织，四川方面在雅安市设立了
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中心专
门用来对接社会组织，并由共青
团四川省委统一领导，四川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共青团四川
省委委托执行方对入驻平台的
社会组织进行协调服务，同时也
在当地承担着部分公益项目的
建设任务， 在规划出台之前，四
川青基会在震区大概已经资助
了 2 万名青少年，每人补助 1000
元的学习生活费用。

对于《规划》的出台，四川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刘玥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经过多次灾害救援和项
目投放后，社会组织基本都学会
了如何应对《规划》的变化，在考
虑项目建设之初就会预判和即
将要出的《规划》相衔接，不会浪
费自身资源重做项目。 ”

对于基金会投放项目来说，
刘玥认为，国家的资金和社会组
织的资金是两部分，社会组织的
资金需要找到国家资金的切入
点，“当然社会组织的资金相对
于国家的资金来说是很小一块，
基金会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契合
点作为政府资金不足的一个补
充，所以要说有些影响就是，《规
划》出台后还要结合专项规定来
最终制定项目。 ”

刘玥所在的四川省青基会
在这次芦山地震中所做的首要
项目就是援建当地希望小学，他
认为这个项目与刚刚《规划》出
台的规划有着很好的对接。“我
们的主要项目就是援建当地希
望小学，首先我们会看到当地政
府出台援建学校的专项规定。 其
次，震后重建的学校不完全是由
社会资金来援助，社会资金只是
对政府的工作做出一个补充，我
们要求政府援助资金不能少于
49%，我们资金可以做到 51%，这
样就是政府资金和社会资金共
同切入，做好学校重建工作。 ”

刘玥说：“这次的国务院重
建规划中的资金安排主要是在
重建恢复，和 5.12 汶川地震的重
建资金还有很大区别。 对于具体
希望学校援建，我们接下来会和
政府进行商谈并签订相关协议，
学校建设资金是多少，社会组织
拿多少，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
协调过程，不可能因为《规划》出
台导致项目建设大方向有变。 ”

渴望政策配套

20 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成

都召开会议部署芦山震后重建
工作，同日，四川省还正式对外
发布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11
个专项规划。 宏观层面的规划正
逐步影响着当地政府的各个部
门。 作为在当地以灾害预防安全
教育为主的 NGO 组织平安星也
在感受着《规划》出台后的种种
变化。

平安星在当地的对口衔接
部门是教育局，刘宗宝觉得，《规
划》出台后当地教育局也拿出相
应的政策来为平安星量体裁衣，
但他觉得这个政策配套硬件上
足够、软件还应加强。

“国务院《规划》出台之后，
我们这边有一些变化， 当地的
副区长、教育局长、应急办、防
灾减灾局各个部门都抽出一把
手或二把手组合起来专门成立
一个办公室， 专门来做这个安
全防震减灾项目， 这让我们觉
得新的规划是不是激发了他们
一些什么东西， 政府对这个防
震减灾的重视程度有了一些变
化， 但我们觉得除了有这种硬
件上办公室的配套之外， 还应
该有这种整个资金配套、 整个
联动的配套。 ”

刘宗宝认为，在灾区，平安
星最多做三年，三年后最终还是
要留给当地的 NGO 继续做项
目，所以最终还是要靠本土的社
会组织自己。

在《规划》出台几天后，友成
基金会也于 19 日上午召集了 8
家 NGO 参加学习《规划》，“这几
家 NGO 都表示， 希望在社区关
怀、就业支持、林下养殖等领域得
到国家及社会支持。 ”张忠华说。

面对着社会组织的诉求，赵
京东觉得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
政府购买来进行解决，鼓励民间
组织发挥特长、 积极参与重建。

“《规划》出台后，如果出现项目
重叠或者民间组织需要参与，政
府会采用采购或是政府购买服
务的形式让社会组织参与其
中。 ”赵京东说。

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和重建任务，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经测算约为 86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