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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慈善力量预案启动 社会救援响应迅速

News News

四川启动慈善力量
应急响应预案

据《川观新闻》报道，在此次泸县地震

中，四川省民政厅启动了慈善力量应急响应

预案，会同应急厅建立协调机制，提供地震

救灾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慈善组织开展

募捐和救助活动。

截至 9月 16日 22时，中华慈善总会、
成都市慈善总会、泸州市慈善总会、自贡市

慈善总会、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四川省红十

字基金会、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基金

会、四川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四川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浙江省

爱心事业基金会等 12 家慈善组织已通过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完成公开募捐活

动备案。除中华慈善总会、浙江省爱心事业

基金会外，其它机构均在四川省内注册。

四川省慈善总会启动应急预案，进入应

急响应状态，及时开展灾情监测与需求评

估，并加强与总会会员单位、应急响应伙伴

单位的联系，将根据灾情开展相关慈善工

作。省市县三级慈善会救灾专项募捐活动也

正在策划中，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灾区

灾民安置、灾后重建提供资金、物资以及志

愿服务需求。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秘书

处启动应急预案，与泸州市红十字会、四川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泸县在地救援队取得了

联系和商讨救灾方案。上午已调配红基会人

道救援备灾物资 200套发往泸县红十字会。

社会力量积极响应

地震发生后，为准确了解泸县地震当地

的实际需求，以及如何通过捐款帮助到受灾

群众，《公益时报》记者拨通了泸州市慈善总

会的电话。

泸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阳云川告诉《公

益时报》记者，由于震后部分房屋受损，救灾

核灾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被毁的家园等待

重建，受灾的群众需要帮助。泸州市慈善总

会按照机构的职能和职责，发布了地震捐款

倡议书，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和物资，定向用

于泸县灾区生活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募

集的善款将由泸县指挥部进行统筹安排。”

据阳云川介绍，他们通过与泸县慈善会

沟通了解到，灾区目前物资基本能够保障，

政府相关的物资储备较充足，基本能够满足

需求。“现在如果有电话咨询，我们都是这么

跟公众解释，如果特别有物资捐赠意愿的，

我们必须确认泸县那边有需求且能够妥善

处理之后再接收。如果泸县根本不缺物资，

我们就不接收了，否则收了也是一种资源浪

费。目前主要还是后期重建工作需要资金的

支持。”

9月 1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
网络紧急启动救援行动，于 7时派出 3支队
伍前往现场开展灾情调研、需求评估，人道

救援网络伙伴攀枝花众援会也前往震中玉

蟾街道龙桥社区入户调研。14时，第一批物
资 800件雨衣、50顶帐篷从成都起运。

中国扶贫基金会还启动了“有你‘救’有

力量—泸县地震人道救援行动”，从物资援

助和一线救援两方面进行重点支持。物资援

助方面，针对灾区群众可能面临的短中期出

行困难、基本食品短缺和采买受困等问题，

优先为受灾地区提供粮油包、棉被、雨衣、帐

篷、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援助。一线

救援方面，救援队开展包括但不限于被困人

员转移、危险排查、减防灾知识培训等工作。

7时，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武胜山地
救援队 2车 4人携带 1台清障车出发，于上
午抵达泸县开展行动；壹基金工作人员和联

合救灾项目伙伴-四川原点慈善公益慈善
中心、叙永县微公益协会也在上午抵达，了

解紧急救助阶段安置需求与物资需求；壹基

金联合救灾项目伙

伴-乐山善诚志愿者
协会启动备勤。

物资调运方

面，壹基金从威

宁备灾仓库、成都备灾仓库、北川备灾

仓库调运物资，共计 4 顶 36 平米帐
篷、30顶 12平米帐篷，240张折叠床、
512条睡袋于当晚送达。帐篷在当晚为

受灾的老乡们遮风挡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组织成都即刻救援

队，4名队员携带搜救、急救装备和应急通
讯装备等也到达受灾严重地区，在泸县福集

镇草坝村、清华村、茂盛村、团仓村等地开展

应急救援救助工作；调拨救灾家庭包 1000
个、帐篷 50顶发往受灾地区。

爱德基金会的在地合作伙伴也赶赴震

中泸县福集镇，开展灾情排查和需求调研等

工作。目前已初步了解到当地特别是农村的

房屋受损严重，村民和居民正在相关部门安

排下前往集中安置点，村民主要是老人和小

孩。部分地方停水停电，急需过渡安置所需

的帐篷，以及饮用水和方便面等速食食品。

截至当日 17:30，已在泸县完成第一批救灾
物资的采购，包括 3192桶方便面和 9600盒
牛奶，并在发往安置点的途中。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于当日上午 7时 40
分启动“灾急送”公益物流平台，快速集结

“灾急送”应急物流志愿者，计划调运 1000
个救灾箱、1000个卫生包、132个睡袋、30顶
12平米帐篷支援泸县。第一批物资已发车。
企业也加入助力。壹基金联合可口可乐

中国启动净水 24 小时行动，紧急调运
48000瓶饮用水，第一车纯悦水已于 18时
送达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校安置点。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伊利集团紧急调拨

金典纯牛奶等物资，第一批物资于 12时送
达泸县二中安置点，第二批物资于 14时送
达泸县城北小学安置点。

泸县目前灾情情况如何，社会组织可

以发挥哪些作用，如何协同政府部门做好

救援工作？为此，《公益时报》于 16日下午
专访第一时间介入灾区、收集信息并评估

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

救援力量充足
省外队伍无需加入

《公益时报》：请简单介绍下这次泸县
地震的最新情况。

郝南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泸县地震
体现了国家在防灾减灾工作方面的进步。

我们原来做过评估，按照以前模型推算的

结果，这次灾害的影响其实是小于预计情

况的。这说明我们在建筑抗震性以及防灾

减灾能力、响应水平等方面都有提高。以

我看到的情况，四川的救援力量是非常充

足的，很快就可以达到饱和程度。而且这

次各方响应的效率很高，救援阶段的效率

也很高，所以造成的损失相对比较小。

在灾害影响方面，震中的几个村子

已经造成了一定数量房屋的倒塌，大概

有几十间。目前人员伤亡的情况是个位

数。农村地区有些比较老的房

屋是防不住的，但了解到的倒

塌数量不多，没有出现像鲁甸

地震那样整片倒塌的。另外，

这次地震离人口密集

的县城很近，

那里有十多万

人，但是

整体上没有太大的问题。据我们了解有

一些建筑方面的损失，但还没有特别严

重的房屋倒塌，多是一些天花板、围墙方

面的非承力构件损害，不是整体上的破

坏。通讯、交通方面也是有保障的，电力

应该也能很快修复。所以，前线应该很快

就能把所有灾害情况摸排清楚，救援也

会比较顺利地进行。

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受地震影响的

人很多，需要转移安置。仅县城就有十几

万人，有好几个镇有几万人，都需要临时

避险，加起来可能有 20多万人。但避险有
一个问题，四川在接下来几天都是降雨天

气，很多地方缺乏避雨场所，安置会比较

有挑战。接下来，我也迫切想要知道政府

的安置方案是什么，以及社会组织可以做

什么。

《公益时报 》：根据卓明的经验 ，你认
为哪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可以立即采取行
动？ 哪些社会组织可以暂时缓一缓？

郝南：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地震
的不确定性，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大的余

震，或者类似级别的、比较强的余震，这些

都不确定。而且这次地震是序列性地震，

需要请地震专家尽快能给出一个方向性

的结论。

从救援角度来讲，我预计救援阶段会

很快结束，不会达到 72小时这么长，24
小时内就能结束，甚至

更短。在搜救方面，很快

我们对所有人员的

情况就会有

一个完整的

掌握，被困人员也会被及时救出。所以，我

觉得省外的救援队伍是不用参与的，省内

周边地方的队伍可以保持一定的关注，以

防发生更强的余震，但是这个启动的可能

性不大。总体而言，现场的救援力量已经

相当饱和了，多了反而是负担。

目前，泸州市附近、距离几小时路程

的队伍有很多已经进入现场，反应很快

速。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场附近有这样几支

非常专业、有能力有经验的队伍，并且已

经在前期发挥作用。

当地的红十字队伍、山地队伍等，都

是非常不错的救援队伍，均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主力还是专业队伍，这是社会应急

力量队伍建设方面比较好的进步。

救灾阶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

表现为政府如何安置受灾群众。在我看

来，政府能够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建立帐

篷集中安置点。由于该地位于洪灾高风险

地区，城市预留了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的场

所，这个预案和准备是可以采取的。据了

解，政府已经召集了一百多辆大客车，随

时可以把受灾的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另外，还可以让大家投亲靠友，分散集中

安置的压力。

具体还要看政府怎么分流，有

多少集中安置的群众，以及群众什

么时候能回家。这

些集中安置的群

众就是社会组织

可以重点支持的

对象。我们需要保

持跟政府之间的

沟通，由此决定下

一步做什么。

政社协同迅速
磨合多年开花结果

《公益时报》：地震发生后 ，你观察到
政府跟社会组织有哪些分工？

郝南：首先说一下我们协调机制的启
动。四川省有一个经验更丰富、更成熟的

社会力量协调网络，日常有很好的基础，

彼此也有配合的经验，也建立起了一些日

常合作。四川方面跟国家应急管理部之间

有过协同合作，本身就有属地的优势，各

方面的关系都有，就看如何组合。

四川在这次灾情里的表现几乎是一

次优等生的行动汇报。我们看到在第一时

间，四川本地社会力量的网络就动员起

来，基本是地震发生后马上就投入救灾。

在迅速打通各个渠道的基础上，从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到团省委到团市委、团县委，

快速形成了一个协调机制。同时，有经验

的社会组织的代表也赶赴现场进行协同

工作，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实施。这是我

观察到的。

四川省有能力去搭建起这样的网络，还

可以协调省慈善总会、红基会等合作伙伴参

与进来。这是社会力量跟政府部门协同建立

起来的机制，也是多年来不断响应、不断磨

合、不断迭代的结果，现在到了开花结果的

时候。这也是我多年来非常期待的。

支撑早期决策
卓明已转交接力棒

《公益时报》：卓明启动了Ⅳ级响应 ，
从灾情发生至今都做了什么？

郝南 ：我们有Ⅰ、Ⅱ、Ⅲ、Ⅳ四级响应
级别，根据对灾情的预判我们启动了Ⅳ级
响应。地震发生 5至 10分钟，我接到了最
早看到地震信息的卓明伙伴的电话。按照

流程，我做了一个初期的研判，包括地震

影响范围、形势趋势等，最后决定启动Ⅳ
级响应，召集志愿者上线开始工作。当时

是凌晨 5点钟，已经有十个志愿者表示可
以参与响应。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

此次泸县地震，卓明起的是一个早期

决策支持的作用。我们让关注灾情的救援

队伍先稳定下来，不要盲动，后续逐步把信

息提供给他们。对已经行动起来的队伍，请

他们提供现场的情况，搜集各村受灾情况、

交通是否通畅等信息。把这些重点区域都

排查完了以后，我们才敢说这次地震的影

响没有那么大，然后再把信息传递给后方。

当协调中心成立以后呢，卓明就会把

这些职能跟他们进行转交。比如前期我们

建立的备勤队伍负责人微信群，后续我们

就把群交给协调中心，让他们有一个现成

的群去运用。今天大概是 10点到 11点，
我们就把这个接力棒正式交给他们了。

《公益时报》：在此次地震中，卓明的
工作重点是什么？是否还会提高应急响应
级别？

郝南：第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按照流
程和预案已经做完了。卓明会选择最需要

做的事去做，同时也避免跟四川成熟的伙

伴网络有功能上的重叠。

至于接下来是否会提高响应级别，还

是要看需求。如果大家都做得很好，卓明

可能就不需要提高响应级别了。

■ 本报记者 李庆 马兴帆

9月16日4时33分，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

米，造成部分房屋倒塌。当日上午8时后应急管理部启动地震应急

三级响应，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二级地震应急响应。省民政厅启动慈善力

量应急响应预案，会同应急厅建立协调机制，提供地震救灾需求信息，及时有序

引导慈善组织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16日16时，地震造成泸州等地12.1万人受

灾，3人死亡，100人受伤；1400余间房屋倒塌，6400余间严重损坏，2.9万间一

般损坏。

地震发生后，截至9月16日14时，泸县设置了五个救援安置点为受灾群众

提供救援保障，分别为梁才学校安置点、泸县二中安置点、九曲河公园安置点、城

东小学安置点以及城北小学安置点，安置民众共计10281人。

四川泸县“9·16”地震发生后，共青团泸州市委发布“告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书”，公告强调：正在一线救援或周边备勤中的属地社会组织、志愿者进入泸州青

年微信公众号“抗震救灾”栏填写“参与应对响应、备勤表”。属地外的社会组织、

志愿者队伍和志愿者暂时不要盲目前往受灾区域，可通过泸州青年微信公众号

“抗震救灾”栏进行异地线上备勤。

20 万人安置问题亟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