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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紧急驰援山东洪灾地区
受第 18 号台风“温比亚”影

响，山东潍坊、东营、菏泽、泰安
等 13 市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截
至 8 月 23 日统计， 全省 518.46
万人受灾，24 人死亡。22 日 16 时
数据，紧急转移安置 18.39 万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 4.21 万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 59.11 万公顷； 倒塌
房屋 12243 间； 直接经济损失
120.8 亿元， 其中农业损失 73.34
亿元。

8 月 22 日 18 时， 山东省减
灾委、山东省民政厅将救灾应急
响应，从省Ⅳ级提升为省Ⅱ级。

综合消息显示，灾区交通、电
力、通讯基本恢复，房屋、街道继
续清淤， 持续消杀防疫防止次生
灾害，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寿光市气象局通知 27~28
日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寿光市预
计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
大暴雨天气。

政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

山东省财政分两批向重灾
区下拨 6100 万元救灾应急资
金，向潍坊等重灾区调拨各类救
灾物资折款 700 余万元。 灾区各
级累计投入救灾资金 5000 余万
元、 救灾物资折款 600 余万元，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山东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全
省抢险救灾指挥部，要求全力做
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 卫生防
疫、搜救抚慰、防灾排查、生产恢
复、蔬菜食品市场供应等各项工
作， 稳步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任
务。 山东还多方筹措救灾资金和
物资并及时发放，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需求， 确保群众有水
喝、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
医疗服务。 同时，加强密集场所
卫生防疫、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防止传染病流行蔓延，并积
极组织受灾地区恢复生产。

目前，灾区各项救灾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如果志愿者若为抗
洪人员捐送食品（方便面、矿泉
水等）， 可直接联系侯镇党委书
记张帅， 电话：15853678183。 此

外，纪台镇内涝严重，现场急需
大功率抽水泵排水保棚，有设备
者可直接联系付洪亮， 联系电
话：0536-5471001、13791639565。

公益组织迅速投入救援

山东省慈善总会 ：启动抢险
救灾平台

25 日， 山东省慈善总会与
省抢险救灾指挥部、 省民政厅、
潍坊市抢险救灾指挥部、潍坊市
民政局、潍坊市慈善总会、寿光
市民政局、寿光市慈善总会多方
协调沟通，启动推动社会力量参
与潍坊抢险救灾协作平台，统一
指挥。

26 日晚 8 时，“社会力量参
与潍坊抢险救灾协作平台第一
期协调例会”在寿光市公益创新
中心二楼召开。 寿光本地及全国
各地 21 家社会组织代表参与发
言、讨论。

办公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公
益创新中心二楼（寿光市文圣街
1580 号）

联 系 电 话 ：0536-5538899、
15853601758

邮箱：isdorg@126.com
官方发布微信平台 ：“山东

慈善”“山东社创”

壹基金 ： 定点寿光 、 青州
两批物资运到发放中

23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壹基金”）与山东省
慈善总会达成合作框架协议，在
寿光、 青州两市开展联合抢险救
灾行动。共两梯队 10余人在一线
行动， 同时还有山东本地公益机
构、志愿者共同参与。

目前， 第一批物资 24000 瓶
水已发放， 第二批物资 1400 个
家庭救灾箱陆续运抵并发放。 来
自寿光本地的蒲公英公益、春雨
公益、济南童善儿童关爱中心等
30 名志愿者共同参与了卸货分
装。 这几日还将有粮油包、救灾
箱等物资持续发往寿光灾区。

第二梯队、壹基金救援联盟
河南队在寿光市稻田镇田马二

村的果菜批发市场进行消毒防
疫工作。 同时，继续在当地协助
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截至 26 日 20 时，壹基金已
收到壹家人捐赠山东寿光洪灾
定向善款总额 104 万余元。公众
捐赠渠道包括：腾讯公益、蚂蚁
金服公益、新华公益、新浪微公
益、轻松公益、美团公益。 其中，
腾讯公益平台公众筹款金额近
37 万元， 蚂蚁金服公益公众筹
款金额逾 62 万元。另外，首汽租
车为壹基金救灾行动提供车辆
支持。

爱德基金会：定点寿光市稻
田镇南韩村

自 24日启动响应以来，爱德
基金会两名工作人员已抵达灾
区，经与协调平台沟通、与寿光市
基督教两会联合实地调研， 计划
针对寿光市稻田镇南韩村 380 户
受灾民众的需求， 紧急采购 380
只电热水壶，以及 380 只卫生箱，
包括消毒液、驱蚊水、肥皂、牙具、
毛巾、口杯等家庭卫生用品。

募捐情况：截至 27 日，爱德
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及支付宝
两个平台筹得的善款分别为
9.176367万元和 40.240371万元。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
平澜公益基金会：定点消杀防疫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平
澜公益基金会联合救灾小组从

寿光市疾控中心接受任务，在营
里镇、羊口镇协助政府部门展开
防疫消杀工作。 目前总计消杀村
落 17 个，覆盖 36000 余人，消杀
养殖场所 20000 平米， 覆盖 7 个
大型养殖场。

截至 27 日， 救灾小组继续
在灾区执行防疫消杀工作，紧急
采购的十吨生石灰、漂白粉等物
资已经运抵到营里镇畜牧所。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针对水
灾后可能造成的疫情，计划运用大
型无人机开展消杀、防疫等相关工
作，并为灾区居民发放口罩和消毒
药品；购买灾区群众急需物资。

募捐情况：截至 27 日，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和
新浪微公益两个平台筹的善款
分别为 20.6 余万元和 20.69 余
万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 ：青岛 “山
海情”志愿救援联盟

2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
救援网络成员青岛西海岸新区
“山海情” 志愿救援联盟赴潍坊
市昌乐县开展灾情排查和需求
调研。 23 日，采购饮用水 320 件、
防疫消杀药品一批，调运卡特彼
勒基金会救灾帐篷 100 顶至灾
区， 于 24 日在昌乐县宝都街道
三里庄发放中国扶贫基金会救
灾物资， 并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25 日，赴寿光市纪台镇安家村开
展灾情排查及防疫消杀工作。

2572 份粮油于 26 日起运， 预计
28 日抵达灾区，29 日发放。

募款情况：已经完成，共筹
得 50 余万元。

传化基金会
传化基金会传化安心驿站

潍坊大站于 24 日协调 30 多名站
友， 从临朐县辛寨镇调矿泉水
4800 瓶，送到寿光市营里镇东黑
冢子村，并帮助受灾群众晾晒被
洪水浸泡的小麦。

此外，在本次救援中，多地
网友通过微博、微信、QQ 等社交
通信工具进行灾情挖掘和交流，
与寿光、青州的重灾镇街和村庄
建立联系，进行大规模网购物资
捐赠。 24 日以来，逐渐形成众筹
资金、集中采购、账目公示的方
式， 为多个受灾社区订购抽水
泵、水带、消毒剂、防护服、清淤
工具等物资。 从 26 日起，部分特
定商品的网络供应商开始出现
断货现象。

志愿者有序分拣救援物资（图片来源于网络）

提示>>>

山东省慈善总会于 26 日发
布的通知指出， 持续到 9 月 30
日的募捐活动以三类物资为主
要方向：

急需物资：毛巾、洗衣粉、卫
生纸、防疫情口罩、一次性防护
服等。

生活物资 ：衣服被褥、棉衣
棉被、米面油等。

救灾物资：雨衣雨鞋、铁锨、
单帐篷、棉帐篷、活动板房等。

捐赠地址：
户名：山东省慈善总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济南市

东支行
账号：237715938091
微信捐赠 ： 我的慈善官微

（公众号）
支付宝捐赠：sdsczh0531@sina.com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

9777 号鲁商国奥城 2 号楼 6 层
联系电话：0531-86047243

目前灾区紧缺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