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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九寨沟地震 

壹基金壹家人援建工作报告 



 

前 言 

2017年 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北纬 33.2°，东经

103.8°）发生 7.0级地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以旅

游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经济遭受重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毁。"8·8"

九寨沟地震是继"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强烈地震之后，四川遭遇的又一次强烈

地震，震级高达里氏 7级、震源深度 20千米、最大烈度 9度。地震波及四川、甘肃两省 4个

市（州）8个县，四川受灾人口 216597人，紧急转移安置 88856人。地震造成 25人死亡、5

人失踪、543人伤病，城乡住房不同程度受损，交通、通讯、市政、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8 月 8 日 21:40 分，壹基金启动应急响应，并立即派遣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九寨沟地震灾

区，先后派出机构员工及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合作伙伴 143 人在九寨

沟地震灾区开展工作。同时，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各成员企业的专业服务和物资支持也

在灾害发生当晚启动响应。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壹基金与九寨沟县民政局对接，开展紧急救援和救灾物资的发放工

作。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壹基金按照灾区实际需求、捐赠人的意愿以及自身优势，多次与

阿坝州住建局、九寨沟县民政局、教育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合作，在九寨沟地震受灾地区

后续持续开展壹基金温暖包、儿童服务站、工匠培训、安全家园、减灾示范校园、壹乐园音

乐教室和运动汇、九寨沟县第四幼儿园（启航幼儿园）等灾后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项目，以

增强当地群众及社区、学校应对灾害的能力，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重建韧性家园。 

灾害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在日常和重建阶段，分析灾害发生规律、提升灾害应对能力，

增强社区韧性，才能减轻灾害发生带来的损失。壹基金在灾后阶段围绕儿童和防灾减灾领域，

持续在灾区开展援建工作，期待和各方共同合作，积累韧性重建的经验，探索灾后重建的模

式，感谢所有信任和支持壹基金的壹家人，正是有你们的爱与责任，让壹基金在灾后可以践

行使命，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1. 壹家人的紧急救灾行动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壹基金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于 8 月 8 日晚 21:40 分启动

II 级救灾应急响应，并立即开展紧急救援工作。先后派出机构员工及壹基金救援联

盟、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 143 人奔赴一线，同时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各企业的专

业服务和物资支持也在灾害发生当晚迅速启动响应。 

8 月 8 日至 8 月 17 日，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在九寨沟县南坪镇、漳扎镇、永乐

镇、玉瓦乡、黑河乡、陵江乡、大录乡等 7 个乡（镇），56 个村（社区、安置点、学

校）开展救援，78530 人次受益，有 22 家机构、66 位志愿者参与行动。发放物资 26

车，价值总计约 4012489.8 元，包括：12 平米帐篷 380 顶、36 平米帐篷 10 顶、彩条

布 34.6 万平米、冰露水 62280 瓶；大米 159.66 吨、食用油 31950 升、睡袋 5637 个

（含京东公益平台众筹物资）；折叠床 1350 个、壹基金家庭救灾箱 1683 个（含宝洁

家庭救灾箱）、温暖包 400 个、小米移动电源 500 个。 

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先后出动 8 支救援队共 77 名队员，最早于 8 月 9 日上午

11:29 分抵达灾区，随后在九寨沟重灾区漳扎镇的 19 个村落及周边区域，开展 72 小

时生命救援、险情排查、紧急医疗服务、输送撤离人员、发放物资等一系列救援工

作。详见九寨沟地震一周年工作报告。 

 

 

https://s.onefoundation.cn/pdf/Uploads/201809/OF-Report-JZG01/%E4%B9%9D%E5%AF%A8%E6%B2%9F%E5%9C%B0%E9%9C%87%E4%B8%80%E5%91%A8%E5%B9%B4%E5%B7%A5%E4%BD%9C%E6%8A%A5%E5%91%8A.pdf


 

2. 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工作 

第一阶段紧急救灾工作进展顺利，然而九寨沟县地处高海拔区域，冬天即将来

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才是灾区最困难的时刻，需要持续支持。紧急救援阶段结束

后，壹基金根据灾后社区需求开展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为受灾害影响的儿童提供

灾后保护、课外活动、安全教育、卫生健康教育及社会心理支持等专业服务，并为他

们提供过冬的温暖包。此外，壹基金在受灾地区实施工匠培训、安全家园、减灾示范

校园、壹乐园、幼儿园援建等灾后重建项目。 

由于壹家人的信任与支持，壹基金在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阶段持续参与当地恢复

重建，同时增强当地群众及社区的灾害应对水平，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重建更

加安全、安心、美好的韧性家园。 

 

2.1 温暖包项目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壹基金为九寨沟县 14 个乡镇 18 所学校的 1800 名儿童

发放温暖包，共计 5 家社会组织和 150 余名志愿者参与发放。在甘肃省陇南市，50 多

名志愿者为武都区、文县 6 个乡镇，11 所小学的 700 名受灾儿童发放温暖包，缓解困

境儿童过冬困难问题，使儿童灾后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2.2 工匠培训项目 

工匠培训项目在九寨沟地震灾区的九寨沟、松潘、红原、若尔盖 4 个县实施，项目旨在



 

提高重建过程中农村工匠的技能水平，增强重建房屋的抗震性。项目共组织 4个受灾县的 123

名农村工匠参加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培训。经过理论和实操培训，同时组织专业考评考核，123

名农村工匠（砌筑工 40人、钢筋工 45人、装饰装修木工 38人）全部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行业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在重建过程中，经过培训的工匠

持续参与房屋重建，既能增加收入，又能促进重建和加固房屋的抗震性。 

  

  

图 1.图 2 木工培训现场 

  
            图 3 培训工匠合影                               图 4 工匠取得执业培训合格证 

2.3 安全家园项目 

“8·8 九寨沟地震灾区社区综合减灾项目--安全家园项目”，通过对灾区农村的参与式

防灾减灾规划，组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及支队，为其配备基本的应急装备并开展防灾减灾培

训，协助社区制定“家庭-灾害隐患点-社区”三级应急预案，广泛动员社区开展家庭风险排



 

查、应急演练等防灾减灾活动，以提高项目社区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搭建由农村防灾减灾

实践领域的专家、企业、社会组织及社区共同参与的平台，从整体上探索灾区农村防灾减灾

实践之路。 

项目合计在 10个乡镇的 38个社区（村）实施；组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38 支；配备公共

应急装备 34套；配备个人应急装备 680 套，并开展技能培训、社区预案制定、社区演练等主

题活动，支持救援队持续开展防灾减灾和抗疫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社区的自救互救理

念和能力，并在社区层面推动志愿服务。 

本项目的实施，同时也将推动社会组织在农村防灾减灾领域的专业化发展，提供社会参

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平台，探索建立“县-乡（街道）-村（社区）”三级社会志愿救援体系，

在九寨沟县的灾害应对中持续发挥作用。 

  

图 1. 九寨沟地震灾区安全农家项目启动培训会        图 2. 九寨沟地震灾区安全农家项目启动培训会 

  

图 3.灾难医疗和心理抚慰演练                    图 4.就地取材利用塑料布紧急搜救演练 

 

2.4 儿童平安计划-减灾示范校园  

2018年九寨沟县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在九寨沟县教育局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为九寨沟县

8 所项目学校开展参与式体验式安全教育，为项目学校教师提供安全教育培训，并在项目学

校开展 16 场校园减灾主题活动、8 场校园风险排查和 16 次校园应急疏散演练，为 6 所学校

配备应急物资和应急标识，开展 8场儿童安全训练营，共计 1600名学生受益。 

通过以上项目活动与内容的实施,支持学校安全教育活动和校园安全管理工作，增强了儿

童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提升了学校保护儿童的能力。 



 

  

图 1.2.第二次骨干教师培训-主题活动培训 

  

图 3.正在进行校园安全教育课                  图 4.正在进行校园安全教育课  

 

  

图 5.减灾主题活动-紧急救援                 图 6.减灾主题活动-减灾操 



 

  
图 7.黑河小学开展以地震为主的校园风险排查  图 8.第二小学开展以火灾为主的校园风险排查 

  

图 9. 图 10.黑河小学应急演练 

     

图 11.学校安装应急箱                   图 12.项目人员向学生老师介绍应急物资 

 

2.5 儿童服务站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以儿童保护为核心，通过支持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城市边缘社

区及灾后地区建立安全友好的儿童活动空间，为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和受灾害影响

的儿童及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活动、安全及卫生教育、社会心理支持、儿童保护宣教等服务，

缓解儿童面临的各类安全及心理问题，搭建基于社区的儿童服务专业平台，助力社区儿童的

身心发展。 

九寨沟地震灾后儿童服务站自 2017年 9月开始，先后在九寨沟地震灾区和甘肃陇南泥石



 

流灾害地区建立 9 个站点，由 7 家社会组织为 1,414 名灾区儿童提供服务。灾后儿童服务站

项目累计为儿童提供 10,853 人次服务，服务内容涵盖手工制作、绘画、游戏等常规活动，安

全、防灾减灾等主题活动，母亲节、端午节等特色活动，同时根据世界孤独症日、清明节、

世界地球日、世界读书日等节日组织开展相应活动。123 人次教师或志愿者参与项目活动和

服务，项目获得了九寨沟县教育局和当地居民的认可与好评。 

各站点和执行机构如下： 

序号 地区 执行机构 服务站点地点 

1 四川 北川羌族自治县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 九寨沟县大录乡中心小学校 

2 四川 北川羌族自治县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 九寨沟县大录乡亚录寨 

3 四川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九寨沟县黑河乡头道城村黑河小学 

4 四川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九寨沟县玉瓦乡四道城村玉瓦小学 

5 四川 九寨沟县 8090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九寨沟县第三小学 

6 四川 阿坝州社会工作协会 九寨沟县陵江乡中心小学校 

7 甘肃 陇南光明公益联合会 安化镇花池小学 

8 甘肃 陇南聚力公益协会 文县梨坪镇玉坪村 

9 甘肃 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文县天池镇洋汤寨小学 

10 四川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九寨沟县双河乡中心小学 

 

  

图 1.  水安全知识及水安全知识卡片填色                     图 2.  手工活动 

  

图 3.手工制作的茄子鞋                     图 4.应急包的讲解和运用 

 



 

     
图 5. 清理学校垃圾                  图 6. 趣味运动会活动 

 

2.5 壹乐园音乐教室和运动汇项目 

壹乐园公益计划以儿童发展和儿童保护为核心，包含音乐教室、运动汇两个项目，通过

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提供音乐和体育教学设备设施，培训农村教师，开发趣味课程，提高音

乐体育教学质量，进而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和社会交往，帮助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在九寨沟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项目在九寨沟地震灾区共援建音乐教室 18间、壹乐园

多功能运动场 14座，运动汇游乐设施 9套，有效改善了地震受灾地区学校的音乐和体育硬件

环境，同时为老师开展能力培训，提升音体教育的教学理念和能力，持续服务受灾地区儿童。 

  

图 1. 图 2. 壹乐园•运动汇教师培训 

 

 

  
图 3.运动汇游乐设施安装                     图 4. 运动汇游乐设施检验 

3 捐赠收入和支出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捐赠收入总额为 25,854,674.93 元，其中货币捐赠收入为

25,513,411.98 元,实物捐赠收入为 341,262.95 元。已发生捐赠支出 25,857,762.51 元，

捐赠收入余额为-3,087.58 元。详细如下表： 

 

壹基金 8∙8 九寨沟地震捐赠收入和支出汇总表 

期间：2017年 8月 8日-2022 年 7 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收入  

货币捐赠收入 25,513,411.98 

实物捐赠收入 341,262.95 

捐赠收入合计 25,854,674.93 

捐赠支出 

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 

货币资金采购支出 8,565,805.75 

物资捐赠支出 341,262.95 

支付合作伙伴支出 15,312,377.77 

小计 24,219,446.47 

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直接运行费用 - 

工资薪金 698,775.30 

差旅费 129,259.78 

救援行动专家顾问费 11,501.16 

社保及住房公积金 154,188.24 

资产折旧及摊销 69,912.32 

房租 69,648.54 

物业及水电费 22,467.02 

办公费用 9,733.61 

其他 142,269.14 

小计 1,307,755.11 

管理费用 330,560.93 

捐赠支出合计 25,857,762.51 

三、捐赠收入余额 -3,087.58 

 

  



 

项目支出汇总表 

期间：2017年 8月 8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支出名

称 
阶段 项目 支出金额 

一、直接

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紧急救援 
8.08四川九寨沟 7.0级地震紧急救援—九寨沟行动 4,268,047.38 

8.08四川九寨沟 7.0级地震紧急救援—文县行动 661,666.63 

过渡安置 
2017 四川九寨沟地震灾区过渡安置儿童关怀与支持

项目 
1,822,231.79 

灾后重建 

8.08四川九寨沟 7.0级地震灾区-社区综合减灾项目 2,264,965.47 

8.08 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灾区-2018 年减灾示范

校园项目 
570,579.01 

8.08 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灾区-2018 年壹乐园音

乐教室和运动汇 
4,019,543.07 

九寨沟县第四幼儿园援建项目 8,312,400.00 

九寨沟地震灾区第二期社区综合减灾项目 2,300,013.12 

小计 24,219,446.47 

二、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直接运行费用 1,307,755.11 

三、管理费用 330,560.93 

总计 25,857,762.51 



 

致谢壹家人 

8∙8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壹基金得到壹家人的信任和支持，持续在九寨沟地震灾区

开展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援建项目。其中公众捐赠渠道包括：腾讯公益、蚂蚁金

服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新浪微公益、新华公益、京东公益和百度公益。 

壹基金的赈灾行动还得到了可口可乐中国、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招商

物流、新力地产有限公司、跨越速运集团、CPG、成都天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

贝供应链有限公司、杭州脂老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华风爱科气象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美团旅行、青旅联合物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想公益基金会、深圳前

海移联科技有限公司、首旅如家、首汽租车、首汽共享租车 Gofun 出行、小米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的支持。 

壹基金明星义工也加入支持壹基金赈灾行动，包括邓超孙俪夫妇、刘亦菲捐款、

吴京谢楠夫妇、熊梓淇、黄磊孙莉夫妇、李易峰捐款、周冬雨等义工捐款支持。 

 

致谢一线伙伴  

 

壹基金救援联盟项目 

三亚救援队 

邯郸市户外救援队 

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救援队 

北京绿野救援队 

内蒙古联合救援队 

厦门市北极星救援队 

重庆公益救援联盟钬火救援队 

珠海民安救援队 

 

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 

陕西民间公益行动联盟—— 

兴平城市应急救援队刘文虎、刘卫国；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刘文化；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庞保良、康锐锐； 

 

川北联合救灾网络——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刘剑锋、龙海涛、瞿晓龙、王明明、卫雄飞； 

南充救援队-马跃、贾永君、李广福、绍斌，王风，王龙，赵志铭，苟忠林，常应峰，蒋

蓉，杨青平，邢欢，高强，陈登伟，赵春雪，何建桥，王春杰，杨东，贾文森，潘庆君，罗

万会，杨均，文平。 

 

贵州联合救援——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张克东；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紧急救援队代大昌、甘婷； 

 

联合救灾项目组（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严培文、伍松、汤唯唯、何兵兵 

 

志愿者 

倪凯丰、石庆玲、谭觐、程浩、李金埔、黄杰、成龙圻、叶宝莲、龚萍、张辉、李晓鹏、唐

诗元、尕让珠、赵小刚、黄磊、杨丽 

 

参与机构 

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共青团九寨沟县委员会 

兴平城市应急救援队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 

西安市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紧急救援队 

南充救援队 

阆中应急救援 

中国灾后重建学习网络 

 

后方支持机构 

四川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四川攀枝花花城义工协会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甘肃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 

甘肃天水市和雨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 

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晨曦爱心公益协会 

甘肃天水桥南建材城 

宁夏沙坡头区天都减防灾社工服务中心 

壹基金秘书处——公众捐赠人发展团队、合作发展团队、品牌公关团队、财务管理团队、综

合支持团队…… 

 

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伙伴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寨沟县民政局 

九寨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寨沟县应急管理局 

九寨沟县教育局 

九寨沟县慈善会 

雅安益联减灾服务中心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北川羌族自治县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 

九寨沟县 8090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阿坝州社会工作协会 

江油市绿叶舟志愿者协会 

北川羌族自治县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设协会 

绵阳兴业建设职业培训中心 

九寨沟县玛尼石社会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新秋减防灾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武侯区汇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全赖壹家人的信任与支持，壹基金才能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并持续

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一起共建更安全、安心、美好的韧性家园，重建美好生

活。 

感谢每一位壹家人！ 

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