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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曲靖地区“春雨行动” 

抗旱救灾项目监督巡视报告 

 

巡视员  孔令海  

 

2011年 4月 20日至 25日，中国红基会监督办主任助理胡星奇、

社会监督巡视员孔令海对云南省红十字会“春雨行动”项目的实施、

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项目的社会效果进行巡视检查，重点检查

了饮水项目、水利项目的实施进展和运行情况。所巡视的地区包括

昆明市的富民县、寻甸县以及曲靖市的会泽县、马龙县等 2市 4县，

具体查看了小型饮水工程 6 个。同时对中国红基会援建的常规项目

——曲靖市马龙县大海哨天狮博爱小学进行了巡视。 

巡视组听取了地方红会的工作汇报，现场查阅了相关的项目文

件和资料，走访并听取了灾民的意见和反映。总体来看，云南省红

会在执行“春雨行动”项目方面管理得当，项目进展顺利，资金拨

付及时，社会效益显著，特别是小型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切实符合

当地情况和人们群众需求，将爱心和温暖送到灾区群众中，有助于

弘扬红十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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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整体情况 

目前，云南省红会接收中国红基会的抗旱救灾资金共

6128.4761万元，其中，4259.4761万元用于采购和发放“春雨礼包”；

1869万元用于援建小型抗旱饮水工程，共援建饮水工程 169个，项

目覆盖云南全省 16 个州、市的 90个区、县，将使约 13.5 万人受益。 

截至 2011年 4月，所有饮水工程项目已全部启动，并全部拨付

70%的项目援助资金 1308.3 万元。项目进展情况可以分为三种——

有 13个项目竣工并上报了竣工资料，经验收合格，已将其余的 30%

项目款项拨付到位；部分竣工项目上报了竣工资料，但经云南省红

会审核，竣工资料有待整改完善，待上报齐全后云南省红会将及时

拨付项目尾款；其它项目还处于实施和验收、上报竣工资料阶段。

总体来看，全部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工。 

二、昆明市巡视项目执行情况 

中国红基会通过云南省红会分两批共拨付给昆明市红会 920 万

元“春雨行动”抗旱救灾资金，其中 74.5%用于“春雨礼包”的采

购和发放，25.5%用于饮水工程建设。截止到 2011 年 4 月，中国红

基会共援建昆明市 23个小型饮水工程。巡视组对富民县、寻甸县的

4 个项目进行了实地巡视。 

1. 昆明市富民县永定街道办事处北邑村委会田冲村饮水工程，

该项目工程总投资 11.23 万元,其中 10 万元由国家电网公司通过中

国红基会资助,不足部分由乡政府、村委会自筹及农民投工投劳解

决。目前该项目已建成使用，它解决了该村 71户 238人、132头牲

畜的饮水困难,并从根本上解决了人背马驮、人畜共饮的状况,消除

了安全隐患。 

2. 昆明市富民县赤就乡阿纳宰村黄家庄村民小组饮水工程，该

项目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通过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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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会捐赠 5 万元。该项目将 2 公里外的山泉水通过架设管道引入至

村后新建的蓄水池，并经沉淀后输送到村民家中。饮用水的改善不

仅解决了黄家庄村民小组 48 户、192 人、144 余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问题,同时降低了村民的生活成本及劳动力的投入。 

3. 昆明市寻甸县仁德镇道院村委会庙坡村饮水工程由中国南

方电网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资 10 万元，目前已经建成并投入使

用。庙坡村因离水源点较远,铺设管道成本较高,于是县红会与县自

来水厂协调接入到离村最近的自来水站管道。自此庙坡村的 189户、

738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4. 昆明市寻甸县七星镇戈必村委会大新村饮水工程是中国红

基会捐赠 16万元建设而成的。大新村是个缺水少粮的村子，村民居

住条件较为恶劣。由于水源点离村子较远，管道铺设困难，施工难

度较高，客观上增加了工程成本。目前项目已投入使用，解决了大

新村 28户、135人、118余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 

三、曲靖市巡视项目执行情况 

截止到 2011 年 4 月，曲靖市红会共接收中国红基会援助资金

775万元，其中 517 万元用于采购“春雨行动”礼包，258万元用于

修建 15个小型人畜饮水工程。曲靖市红会非常重视“春雨行动”项

目，与地方政府、县红会、乡(镇)水站以及当地村民对水源点多次

实地考察，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村作为首批援建项目地点。我们对

其中 2个项目进行了实地巡视。 

1. 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旁官地村委会小型饮水工程，该项目总

投资额 39 万元。其中 35 万元由中粮集团、武汉船舶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赠，群众

投劳折资 4万元。旁官地村小型饮水工程取水于巴图水库,该项目将

于 5月份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将由乡水务所统一管理,并纳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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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系统,它可解决该村 1150人及 1452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2. 曲靖市马龙县大庄乡大庄居委会湾子村饮水工程投资 12 万

元，该项目由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赠。湾子村

饮水工程设计周到，设有控制室、分级过滤设施、一户一表等，当

地水务所还制定了相关的工程管理和检修、水费收取和使用等管理

办法，目前该项目已竣工投入使用，解决了湾子村 162户、648人、

435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巡视组随机进入几个受益农户的家中察看

水质及农户们的使用情况，村民们对饮水工程项目十分感恩，纷纷

表示感谢捐方和中国红基会。 

检查完饮水工程后，巡视组对中国红基会在马龙县援建的常规

项目——马龙县大海哨天狮博爱小学进行了检查。该小学于 2005

年由新加坡天狮集团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资 20 万元援建，目前有 20

位教职员工，就读的学生来自附近的 6个村，共 11个班级 300名学

生。天狮集团援建的三层教学楼极大地改善了该校的教学条件，并

已经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楼。 

四、抗旱救灾工作的好做法 

为了帮助山区群众彻底摆脱世代盼水的困境，云南省红会的同

志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摸索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如：

先易后难，先浅山后深山，先小型后大型，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注

重宣传示范效应等诸多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思想重视，安排周密 

云南省各级红会根据捐方意愿和中国红基会的相关要求，认真

研究，拟定落实措施。对所有援建项目，自选址、报批、建材采购、

施工监理、资金拨付、验收等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严谨的操作规定，

并编辑成项目实施手册，下发至各州、市、县红会。 

（二）严格程序，规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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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选点工作中，一切从灾情和需要出发，把最困难、最急需

作为选点标准，慎重决策。每个项目点的确定都经历了镇（乡）自

报——县、州(市)红会现场勘察——省红会确定的程序。在资金拨

付的过程中，省市红会做到专人专账管理，每个环节有凭据、有签

字，确保了安全，其它如建材采购、工程验收等亦是如此，避免了

暗箱操作，确保了透明和规范。 

比如会泽县马路乡旁官地村，距县城 102 公里，距曲靖市 300

余公里，道路崎岖险峻，自县城往返一趟需 8 小时，曲靖市红会的

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先后 5 次前往现场调研论证，足见地方红会对

“春雨行动”项目的重视。 

（三）注重监管，狠抓质量 

善款的使用，既要对捐款人负责，又要对受益者负责。为了使

饮水工程质量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省、州（市）、县三级红会在选择

施工单位时,坚持公开招投标。施工材料采购由灾民自己参与把关，

镇（乡）水务所全程参与施工监督，竣工验收由具有资质的质监部

门负责，决算审计由国家认可的结算审计机构审计签字。省红会还

专门聘请一名建筑工程师，严把 169个项目的质量关。 

（四）因地制宜，重在实效 

在饮水工程项目运作过程中，云南省各级红会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依据灾区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村民居住状况，充分听取和

尊重灾民意见，灵活施工方法。有的村子村民居住集中，则只修一

个大水窖;有的村人口分散，则建二到四个小水窖；有的村位居深山，

施工困难，则输水管明铺；有的村处于浅山，开挖方便，水管则暗

埋；有的村地势较高，则用水窖增压；有的村地势平坦，就用引水

管直供。 

比如会泽县的旁官地村，210户人家 1150余口人，但居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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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只建 100立米水窖一个；而富民县的田冲村，仅 71户 238口人，

却散居在 2 公里长的 4 条山沟里，即安排修建了 4 个小水窖；又如

寻甸县的庙坡村，189 户近 738 人全集中居住在一个坝子里，饮水

取自山间水库，就省却水窖，加粗引水管径，全部直供到户。灵活

的处置方法，既保证了供水效果，又节约了资金。 

（五）精心设计，节俭开支 

云南省安排的 169个饮水项目，平均援建资金每个只有 11万元，

最少的只有 5 万元。经费有限，必须精心设计，精确计算，用有限

的资金获取最大的使用效益。我们所巡视的 6 个项目中，有 5 个均

巧妙利用当地地理条件，精确选定水窖位置，尽管水源地相距很远，

但都做到了自流引水，自流供水，省却了泵房建设、水泵购置、输

电线路架设、后期用电等庞大开支，既节约了资金，又大大缩短了

建设工期，且有效减轻了村民长期用水费用负担，并极大降低了后

期维修维护费用，确实把民心工程做到了灾民心里。 

（六）着眼长远，探索建管新路径 

大旱是暂时的，救助也是一次性的，但缺水却是灾区永远的现

实。如何实现资助资金效果最大化，如何保证项目长期健康运行，

帮助灾民彻底摆脱缺水困境，云南省红会在这些方面作了很多有益

的尝试。在饮水项目建设中，大力宣传项目建设意义，充分调动灾

民积极性，大部分项目均发动村民筹款，自筹资金有的甚至达到了

项目资助经费的 85%，且全部施工均动员灾民义务投工投劳，极大

的弥补了建设经费紧张的局面。在用水问题上，所有项目均实行水

表入户，按量计费，有偿使用，以收养支。既弥补了后期的设施维

修、维护、消毒、管理人员薪酬等相关费用，又避免了水资源的浪

费，也能被灾民理解和接受，效果良好。 

五、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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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别项目因资金短缺成了拖尾工程。富民县黄家庄在 2010

年 12月完成水窖、引水管线铺设后，资金耗尽，入户设施建设资金

缺口 8 千元。经巡视组与省红会同志商量，省红会同志答应尽快协

调资金到位，届时县红会将安排施工，保证 5月底前供水到户。 

2． 有偿用水，少数特困家庭恐难承受。我们所巡视的 6 个项

目，均实行有偿用水，其中 5 个为每吨收费 0.5 元，我们走访的绝

大部分村民均表示理解，也可接受，但极个别特困家庭却难以承受。

寻甸县庙坡村的一位 60多岁的独臂老人，孤身一人生活，家里一贫

如洗，2010 年 10 月引水到家后，至今仍去村里原有的水井打水，

他告诉我们原因是他付不起水费。会泽县旁官地村饮水工程 2011

年 5 月初完工，因系水泵引水，后期运行费用高，拟每吨水收费 3

元，预计将会有更多的村民交不起水费。建议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给特困家庭予以适当水费减免，以体现红十字的人道主义。 

3． 有个别县级红会尚未完全理顺体制，红会工作人员多为县

卫生局的干部兼任。由于人员不到位，工作量大，尽管很多项目已

竣工，但资料汇总速度慢，很多资料不齐全、不规范。建议县级红

会尽快理顺体制，配备专职干部和工作人员，以确保各项工作的顺

利完成。 

4． 所巡视的 6 个饮水项目，均按中国红基会要求立碑纪念，

但碑记制作材质、设计、立放各不相同。为便于宣传和捐方查看，

建议省红会按中国红基会要求制定统一标准，明确碑记材质、字体

大小等，并将碑记立于项目点的明显位置。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巡视员、国务院

国资委综合局 

发：有关省、市、县红十字会、有关中央企业 

                                                 共印 1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