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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20 日即将是芦
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三周年，
作为开展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的主要公益组织之一，壹基金发
布了“4·20”芦山地震三周年工
作报告，向广大公众汇报三年来
援助芦山震后地区重建工作的
主要成果和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壹基金收到
芦山地震捐款约 3.86 亿元，累计
支出资金 2.29 亿元，已使用资金
为全部捐赠资金的 59.22%，三年
里， 壹基金与 320 个/次伙伴合
作，实施了 49 个大型项目，灾区
受益人次超过 40 万。 壹基金芦
山地震救援和重建工作基本按
照规划进度有序开展，“以减灾
为核心，创建韧性家园”的灾后
重建工作初见成效。

恢复重建收官之年

2013 年 4 月 20 日， 四川雅
安发生 7.0 级地震， 壹基金作为
国内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首日
经确认的救灾捐款已经超过千
万元，有网友对其慈善款项的用
途提出了质疑。 有网友发微博爆
料称，根据壹基金英文官网 Do－
nation 页面， 壹基金收到的钱都
是要打入红十字会账户的，但是
中文官网只字未提，却一再强调
和红十字会的剥离。 这一质疑将
壹基金推入风口浪尖。 针对壹基
金善款打入红十字会问题，原中
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
曾回应称，壹基金已经完全从红
十字会独立出去，二者没有任何
关系，壹基金下拨善款不用经过
红十字会。

2013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
《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
划》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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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国务院灾区灾后恢
复重建规划的收官之年，据《四
川日报》报道，4 月 9 日，四川省
委书记王东明表示， 截至 3 月
底， 由地方承担的 2419 个重建

项目完工率和投资完成率都超
过 95%，基础设施重建、公共服
务设施重建、 城镇体系重建、产
业重建等基本完成。

“4·20”芦山地震后，壹基金
联合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等合
作伙伴先后开展了紧急救援、过
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总计受
益 400,536 人次。2014 年以来，在
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工作结束
后，壹基金将主要精力用于支持
在芦山震后地区开展以减灾为
核心的重建工作，目标是创建人
人具有减灾意识、家家具有抗震
能力的韧性家园。 壹基金芦山灾
后重建主要包括抗震减灾示范
校园、抗震减灾示范社区、壹乐
园项目和成都-壹基金“青少年
与未来防灾体验馆”（原名：龙门
山断裂带灾害管理中心）四个部
分， 既注重硬件设施的建设，也
注重提升学校和社区应对未来
灾害的“软”实力。

四方面工作成果

在工作报告中，壹基金详细
介绍了三年来灾后重建取得的
各项阶段性成果。

安全的学校———校园不应
是钢筋水泥堆砌出来的呆板火
柴盒。 在灾难发生时，它还要作
为最坚固的民用设施，为学生和
群众提供庇护所———不管在精
神上还是物质上，学校都应是一
个稳固的社区结构中最内核的
部分。 在抗震减灾示范校园领
域，壹基金邀请中国大陆、香港
和台湾的知名设计师团队根据
各援建学校的不同特点， 设计、
建造出建筑功能丰富、空间多样
的校园，并为学校配备了教学设
备，让学校成为促进儿童全面发
展的场所和社区的活动中心。 计
划援建的 8 所抗震减灾学校、14
所乡村幼儿园和 20 个避灾运动
场中，6 所学校和 11 个避灾运动
场目前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
6 所幼儿园开工建设。同时，壹基
金还计划在雅安地区的 100 所
学校开展“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目前已完成前两批共 60 所学校
的项目活动， 从教师能力建设、

儿童安全教育、校园风险管理和
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全
面提升儿童自我保护以及学校
减灾和儿童保护的“软”实力。

安全的社区，安全的家———
社区是每个人生活、 成长的家
园。 在抗震减灾示范社区建设领
域，壹基金立足于帮助援建农村
社区提升自身应对未来灾害的
能力，聚焦安全农房、公共减灾
机制构建和农村技术人才培养，
先后开展了农村工匠培训、钢结
构抗震农房和社区减灾中心建
设。共培训农村工匠 2,054 名，援
建钢结构抗震农房 358 套，10 个
社区减灾中心已竣工投入使用。
此外， 壹基金还于 2015 年 12 月
启动了安全农家项目，通过组建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完善社区灾
害应急预案、配备减灾、救援物
资及应急标识系统， 提升社区
“农户-小组-村庄” 三个层面的
自救互救能力。

同时，壹基金还着眼于通过
提高艺术和体育教育的质量，帮
助灾后地区儿童在快乐中发展
潜能。 三年来， 壹基金在雅安 8
个区县开展了“壹乐园”项目，为
学校改建音乐教室 119 间，提供
了 104 套运动和游乐设施，还为
221 名音乐和体育教师开展了教

学技能培训。
安全的未来———在芦山地

震灾后重建规划阶段，壹基金对
我国西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发生
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了解到西
南地区是洪涝、泥石流、山体滑
坡等气象、 地质灾害的多发区
域，而芦山地震所处的龙门山断
裂带目前正处于活跃期，未来仍
有发生灾害性地震的可能。 在借
鉴日本、中国台湾等地震多发国
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经验并广
泛听取国内外地震灾害、重建规
划、项目管理等多方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后，壹基金与成都市团市
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师
范大学等单位开展合作，结合成
都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整体改
造提升计划，联合打造以儿童为
中心的、集自然灾害和日常安全
知识科普和体验于一体的防灾
减灾安全教育中心———成都-壹
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
馆”。 该项目以 6~12 岁的青少年
为主要目标群体，面向全社会开
放，通过建立情景化、体验式的
安全教育场馆，帮助儿童学习灾
害发生的原理，掌握互救自救的
技能，做好积极应对灾害的心理
准备，主动思考未来如何应对灾
害。 目前，该项目的选址、规划、

项目设计方案已基本确定，计划
在 2016 年 4 月正式启动技术设
计，2016 年底前开工建设，2017
完工，2018 年正式投入使用。

小额捐赠占筹资总额
70%以上

在发布《芦山地震三周年报
告》的同时，壹基金也发布了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
度壹基金筹款总额 1.48 亿元，加
上银行理财收入和其他收入，收
入总计 1.62亿元， 实现公益事业
支出 1.95亿元。 2015年壹基金工
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合计为人民币 1,295万元，占当年
总支出的比例为 6.49%，管理成本
控制符合国家的规定。 2015 年，
壹基金筹款总额 1.48亿元， 这些
捐赠来自近 500 万人次的公众捐
赠和 580 家企业与机构捐赠，超
过 20 万人通过每月持续捐赠的
方式支持壹基金。 其中企业的现
金与实物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
28%， 个人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
72%； 非定向捐赠比例为 31%，定
向捐赠比例为 69%。 2015年常规
筹资保持了 14%的增长， 来自公
众的小额捐赠连续两年达到筹资
总额的 70%以上。

壹基金发布芦山地震三周年工作报告

已使用全部捐赠资金的 5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