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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河南水灾救援

基金会与救援队：
救灾合作需打通节点

信息共享机制待建立

河南水灾暴发后，浙江省妇
女儿童基金会立即启动救援，筹
集资金 500 余万元做两件事：一
是发放物资；二是为应急救援队
伍提供补贴。

然而，基金会很快就遇到一
个救灾中的老问题： 信息不对
称。 该会副秘书长何晨霞说：“当
时都在说缺物资，我们实地考察
后却发现基层有些地方存在捐
赠物资堆积的现象。 ”

她认为信息协同非常重要，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一个更
有效的信息协同系统。

淄博红狼应急救援队副支
队长崔春杨说：“我们在救援中
遇到比较尴尬的事是，接到某村
需要救援的信息后，我们立即组
织队员前往，发现村里的捐赠物
资堆到十几米高，而且当天前往
这个村的救援队伍有 20 余支，
这显然是浪费。 ”

不仅是需求信息的不对称，
基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问题也
待解决。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总干事
谢静介绍，此次为河南抗洪抢险
救援队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有 20
余家，基金会相互间如何做到信
息共享是一大挑战，这需要建立
信息共享机制， 通过线下研讨、
线上沟通形成合力，为救援队提
供有力支持。

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
金会执行秘书长李雪春透露，该
会拟通过联合开发和建设的方
式，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够快速

实现多个组织协作的灾害信息
平台并开放共享， 实现团队协
同、信息可溯源，进一步链接公
益物资的仓储和发放管理，及时
反馈受灾地区的需求是否已经
被回应。

资助需要标准

7 月 29 日到 8 月 4 日，基金
会救灾协调会在其公众号上发
布了“7.20 河南抗洪抢险救援队
支持计划” 的申请招募， 截至 8
月 4 日 24 时，共收到 704 份有效
申请。 如此多的申请，让主办方
有点“挠头”，困难在于如何甄选
救援队进行支持。

谢静介绍，支持计划立项之
初， 团队设立了一些资助标准，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考察救援队
的合法性、有效性和专业性仍是
难题。 例如对专业化的考察，仅
从参与救灾的人数、艇数以及响
应灾害的时间点等来判断是不
够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个行业
性的救援队标准，会更有利于基
金会进行支持。 ”谢静说。

如何从 704 份申请中筛选
符合设定标准的救援队？ 团队与
河南当地的 7·20 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协调中心合作，请后者帮助
核实相关信息。 此外，还听取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建议，又与易
善数据合作开发了一套针对救
援队的支持系统。 截至 8 月 27
日，团队共甄选出 115 支救援队
伍，基本上完成了 40%的救援队
款项的拨付。

资助标准是此次救灾过程

中基金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一
家基金会为救援队提供补贴，该
机构官员在救灾一线考察时发
现， 不少队员没有统一的救援
证。“我们开展资助认证的办法
就是看其他证件，例如国家相关
部门发放的地震救援证、红十字
急救证、心脏急救证等，连救援
队的队员证我们都认可，因为他
们确实参与了一线救援。 ”

关于专业能力标准，卓明灾
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介
绍：“我们从 2017 年起，在中国灾
害防御协会的指导下，参与了应
急管理部关于‘社会应急力量的
建设标准’的制定和‘社会应急
力量分类分级测评标准’的起草
工作， 今年年底有望颁布。 ”然
而，郝南指出，即便有了标准，救
援队伍专业测评工作仍然面临
资金难题，“此前，深圳做中型队
伍的测评成本在 30 万元左右”。

资助如何合规

“今天凌晨 3 点，一位救援
队的负责人给我发微信说，终于
解决了捐赠收据开具的难题，可
以正式接受捐款了。 ”一位基金
会救灾工作人员说。

在此次水灾救援中，基金会
的合规管理和救援队之间存在
着张力，不少救援队是首次与基
金会合作， 首次拿到公益捐赠，
对公益捐赠的流程并不清楚，在
签订捐赠合同、开具公益捐赠收
据时面临很大的挑战。

“救援队具备非营利机构项
目管理能力的较少。 大家把有限
的资金投入到装备购买和常规

能力建设中去，具备专职行政工
作人员的应急救援队伍比例非
常低。 ”郝南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救援队保
障项目负责人张峰则观察到，在
救灾初期， 发票类问题确实非常
突出， 但是当规则逐渐变得清晰
后， 救援队的规范程度有了很大
的提升。“资助倒逼很多救援队自
我规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导向。 我们目前收到的救援队寄
来的约 100 份纸质资料， 内容非
常完整和规范，完全超出预期。 ”

专业化与属地化

郝南介绍， 按照水域救援的
专业维度，救援队可以分为 3类。

其一是既有响应水域灾害
救援的能力、本身救援方向又是
水域救援的队伍，且具备专业救
援能力。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对
参与河南水灾救援且能搜集到
队伍资料的 1000 余支救援队伍
进行初步评估，邀请专家合议后
发现，在硬件方面的重要指标上
符合专业救援队相关标准的仅
有近 300 支队伍。

其二是支援救援队伍。 该类
队伍具备一定的救援能力和志
愿性，但是能力又达不到洪水救
援的专业标准。

其三是在现场参与救援但
在合规性、专业性等层面达不到
救援标准“起步线”的队伍。 郝南
认为，这样的队伍也有价值。

“作为属地救援队或者社
区救援队、第一反应人，他们在
第一时间发挥互助作用。 尤其

是受灾地区本地队伍在救灾中
贡献了很大的作用。 ”郝南说，
“所以我们在评价时应放宽对
这些本土队伍的要求和标准，
他们作为社区救援队伍是完全
合格的。 ”

郝南认为，救灾工作并不要
求所有救援队伍都是专业救援
队，应鼓励建立更多社区、属地
型救援队伍。“我们应该去做有
效的、更基层化的建设，这才是
未来更好的方向。 我认为在灾害
风险高的地区，应该保证每个乡
镇、街道都具备至少 1 支本地的
救援力量。 ”

未来两者如何携手

从 2008 年建队开始，深圳市
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就与壹
基金开展救援方面的长期合作。
该会会长石欣观察到：“长期以
来，救援队和基金会，大部分时
间处在各干各的状态，在灾害响
应的时候， 其实都有行动与参
与，但是交集不是特别多。 ”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助
理秘书长沙磊的体会是：“这 10
多年来，我们在陪伴救援队的过
程中发现，相互间的联系若即若
离。 基金会有资金，每年就支持
救援队做几项行动，没有资金的
话，救援队就各干各的事情。 ”

此次河南水灾救援中，两者
的携手，让未来似乎有了更多合
作可能。 不少与会者呼吁基金会
的资助应关注灾害全周期，更具
长期性。

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救援
队支持计划独立顾问蔺兆星介
绍， 该基金会目前已与山东、河
南的两支队伍分别做了未来 1
年的能力建设规划，主要包含能
力提升、经验总结和公众教育等
内容。“以河南省蓝天救援队为
例， 我们首先帮助他们培养 15
名骨干救援队队员，他们要考取
4 个相关证件， 成为河南省蓝天
救援队内训的培训师， 分为 5
组，承担全省大部分蓝天救援队
的内训任务。 ”

针对不少救援队伍管理能
力的欠缺，沙磊认为，在组织化
程度、财务管理、接班人过渡等
方面，基金会过往支持社会组织
的经验其实可以“平移”用于支
持救援队。

谷城蓝天救援队队长卢辉
和沙磊都建议要促进救援队之
间的交流与经验推广。“例如，深
圳的救援队有很好的队员招募、
服务经验，建立并完善了记录考
核体系以及荣誉体系，可以做更
多推广。 ”

石欣一直将基金会视为救
援队伍的重要合作方，长期呼吁
民间救援队在做好自身专业能
力建设的同时，也要学会如何与
非救援领域的组织例如基金会
等进行沟通与对接， 互相配合，
取长补短。

“我觉得救援队要改变思
路，不仅要做生命拯救，还应该
把灾情调查、灾情反馈和与其他
组织对接作为能力建设的核心
部分，否则就赶不上趟，得不到
真正的支持。 ”石欣说。

（据《人民政协报》）

河南水灾救援过程中，出现了历次救灾中少有的现象：多家基金会为应急救援队伍提供支持，携手救灾。 例如支付
宝公益捐赠 1000万元，与多家基金会携手支持救援队；又如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支持了 94支救援队，等。这

种合作模式在未来的灾害救援中或将成为常态，然而当前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
救援队开展水上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