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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楚雄地区“春雨行动” 

抗旱救灾项目监督巡视报告 

 

巡视员  赵秀梅 
 

2010 年 7 月 5 日至 10 日，中国红基会监督巡视员赵秀梅、监

督办副主任孙春苗对云南省“春雨行动”抗旱救灾项目的实施、项

目资金的管理使用以及项目的社会效果进行巡视检查，所巡视的地

区包括昆明市的禄劝县和东川区、楚雄州的楚雄市和姚安县等 2 市

（州）4县（区），检查了“春雨礼包”的采购和发放、饮水工程项

目的建设和进展，并随机入户走访了 9 个受助的灾民家庭。巡视结

束后，巡视组及时与当地红会进行了沟通反馈，并与云南省红会进

行了深入座谈。 

总体来看，云南省红会在执行“春雨行动”方面要求严格、管

理得当，项目进展顺利，资金拨付及时有序，“春雨礼包”等救灾物

资的采购和发放基本符合要求，小型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切实符合

当地情况和群众共需求，善款得到了妥善有效的使用，得到群众的

欢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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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云南省旱情情况 

云南省在 2010 年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截止 2010 年 4

月上旬，旱灾已造成全省 16 个州市的 2640 万人受灾，其中 888 万

人和 1890 万头牲畜饮水出现困难， 823 万人需要口粮救助，农作

物受灾面积 4743 万亩（其中 32%绝收），全省农作物直接经济损失

超过 170亿元。 

（二）中国红基会援助资金到位情况 

截止到 2010年 7月 5日，中国红基会“春雨行动”共援助云南

省红会 4766 万元，用于采购“春雨礼包”、援建饮水项目等工作。

4766万元援助资金的主要分配和用途如下：3541万元用于采购“春

雨礼包”，1064 万元用于修建小型饮水工程，20 万元由喜来健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定向捐赠给红河州建水县用于打深水井项目，141 万

元用于央企援建项目的工作经费。 

1. 关于春雨礼包的采购和发放。用于“春雨礼包”采购的 3541

万元已经全部拨付至各州、市，该批救灾款覆盖了云南省全部 16

个州（市）的 90 个县（区）。云南省红会考虑到本省救灾地域广、

范围大，物资运输费用高等问题，将“春雨礼包”的采购发放工作

放置到各县（区）进行，现阶段已经完成物资采购，大部分州、市

已经执行执行完毕。 

2. 关于饮水工程的建设和进展。中国红基会援助资金中的

1064万元用于修建小型饮水工程，援助项目达 103个，项目覆盖了

云南省全部 16 个州（市），所有项目现已全部启动，并拨付了 70%

的饮水工程项目资金（共计 744.8万元），现阶段项目正顺利实施。 

二、云南省昆明市巡视情况 

云南省红会分两批共拨付给昆明市红会 820 万元“春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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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资金，其中 80%用于“春雨礼包”的采购和发放，20%用于饮水

工程建设。昆明市红会专门成立了“春雨行动”领导小组，负责做

好对礼包的采购、项目计划书的指导、工作检查等。巡视组对昆明

市的禄劝县和东川区进行了检查巡视。 

（一）“春雨礼包”的采购和发放 

昆明全市共采购大米 824.74吨、矿泉水 13999箱，发放范围覆

盖 8 个县（区）、51 个乡（镇）、472 个村小组，受益人数达 55161

人。昆明市红会还专门组成督查小组，对救灾物资发放进行全程监

督。总体来看，“春雨礼包”的采购和发放基本能够遵循中国红基会

的要求，禄劝县的发放工作相对较好，巡视组经过检查和随访，确

认发放及时、足额、到位。但东川区的“春雨礼包”发放工作还存

在一定问题，包括： 

1． 物资领取登记表的填写不够规范、原始表格收取不够及时，

存在通篇笔迹相同、“签领人”处为打印而非本人手写、用别的表格

签领等现象。 

2. “春雨礼包”存在将大米和水进行拆分、重新组合发放的情

况，对此，东川区红会进行了解释，是为了照顾更多最贫困的弱势

群体，如五保户、残疾人、贫困学生等。 

为了进行验证，巡视组随机抽查走访了东川区乌龙镇碑棋村五

保户王祥新的家，42 岁轻微智障的王祥新和 80 多岁的老父亲住在

一起，家庭非常困难，他们拿出了有中国红基会标识的 2袋（25公

斤/袋）大米向巡视组展示，虽然他们不太会表达，但他们父子俩的

脸上全是感激之情。 

接着，巡视组根据东川区乌龙镇跑马村小学校门口张贴的大米

发放公示名单，来到了该校 3 年级小学生尹才富的家，尹才富母亲

亡故，父亲打工在外，他和弟弟一起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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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贫困，土坯房的墙上还有巨大的裂缝。尹才富在学校成绩较好，

这次通过学校得到了 25公斤大米的救助，尹才富的奶奶从厨房拿出

大米袋子，连连感谢捐方和中国红基会，说“吃大米的时候吃到了

你们的心意”，令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经实地巡视，巡视组确认东川区红会的救灾物资发放到位，群

众也认可，确实能够使最弱势的受灾群众受益。巡视组建议东川区

红会应该先报备中国红基会，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对于已经发生

的情况应该提交相关材料进行说明。 

（二）饮水工程的建设和进展 

截止到 2010年 7月，中国红基会共援建昆明市 8个小型饮水工

程，巡视组对其中 2个项目进行了实地巡视。 

1. 昆明市禄劝县翠华镇大麦地村饮水工程。大麦地村是一个极

端贫困的苗族自然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700元，村民居住地海拔 1970

米，山高、坡陡、谷深，极端缺水，平常喝水就十分困难，每家要

专门出一个劳动力每天来回背水喝，这次旱灾更加重了村民们的取

水难度，所以该项目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由衷欢迎，听说巡视组要来，

苗族村民们自发聚在田地里等候我们，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真诚的感

谢。该工程建设地势较高，要在不同海拔的山坡上建设 3个蓄水池，

用电泵从山沟里将水逐级抽取到 3 个蓄水池里，工程所需材料全部

靠人力搬运，工程难度大，建造成本高。该项目由国家电网公司、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国红

基会捐赠 16万元，大麦地的村民自发投工投劳协助施工，目前正在

抓紧建设中，建成后可解决该村 40户 162人、260头牲畜的饮水，

同时也可节约村民的劳动力，有助于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 

2. 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跑马村大石头小组饮水工程，该项目由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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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赠 10万元。该项目将泉水从 4公里远的山上

引入到蓄水池，经过沉淀后经该村原有输水管道输送到村民家中，

目前正在建设当中，预计 7 月底可竣工。项目完成投入使用后，可

解决大石头小组 85 户 337人、100余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三、云南省楚雄州巡视项目执行情况 

截止到 2010年 7月，楚雄州红会共接收中国红基会援助资金共

200万元，其中 154 万元由于采购“春雨行动”礼包（包括 50公斤

大米、1箱矿泉水），46万元用于修建小型人畜饮水工程。楚雄州红

会的领导干部对待项目认真严谨，项目管理严格，文件档案齐全，

不管是救灾物资采购还是饮水工程建设，都涌现出很多很好的经验，

值得其他地方红会进行借鉴。 

（一）“春雨礼包”公开招投标与发放的经验 

针对“春雨礼包”的采购，楚雄州要求各相关县（市）红会要

成立“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采购方案，向当地财政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得到批复后发布救灾物资招标采购邀标公告，采取竞争性

谈判或者询价方式采购；由受益县（市）红会和州红会写上，共同

确定招标采购时间，参加招标会议。招标会议邀请当地纪检部门、

监察部门领导参加，对招标过程全程监督。招标过程中严格遵守招

投标管理规定，坚持做到以下 7 点：（1）参会人员和供货商签到登

记；（2）州红会领导提出招标采购的要求和采购项目背景介绍；（3）

由监督小组对供货商资格进行审查；（4）如供货商之间有亲属关系

或合作关系的，经审查发现，一律劝退，不得参加竞标；（5）经纪

检小组审查程序合法，方可正式召开招标会议；（6）投标采取 3 家

或 3家以上供货商一次性报价，在同等质量标准的情况下，按照“低

价”中标的原则进行采购；（7）评标小组现场评标，现场宣布中标

的供货商，并签订采购合同，发布中标通知书，明确具体的供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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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期限。 

采购物资到达后，由各相关县（市）红会与质检部门一起验收，

验收合格后，按分配方案发放。发放过程中，始终坚持张榜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捐赠单位名称、发放标准、受益群众实名签领登记

等。除了在发放前进行公示外，还请当地党政领导主持参加发放仪

式，邀请州、市两级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春雨礼包”的整个采

购和发放过程，州红会领导全程参与组织、指导和监督，州、（市）

县红会设立监督举报电话，保证了救灾物资采购、发放的公开、透

明、高效。自“春雨行动”礼包发放以来，没有接到举报和投诉。 

巡视组对楚雄州红会采购和发放“春雨礼包”的做法进行了充

分肯定，并在姚安县、楚雄市随机选择了 3 个领取礼包的受助农户

进行了走访，救灾物资的发放确实做到了公平规范、公开透明，相

关原始材料、文件档案等也很细致、齐全、完整。 

（二）小型饮水工程的建设 

截止到 2010年 7月，中国红基会共援建楚雄州 4个小型饮水工

程，楚雄州红会非常重视这 4 个项目，协调当地县（市）政府分管

领导和红会工作人员、乡镇水电站（所）、当地村民深入实地考察，

选择水质好、污染小、水源相对充足、村落相对密集、受益人口相

对集中的村作为援建项目地点，并由当地卫生防疫部门进行水质检

验，达到饮用水标准后方可援建。巡视组对其中 2 个村的项目进行

了实地巡视。 

1. 楚雄州姚安县大河口乡涟水村和尚庄小型饮水工程，该项目

需投资 16.13 万元，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

赠 15 万元，村民投工折价 1.13 万元。该项目已经竣工验收并投入

使用，工期短、质量好、效益高，解决了该村 3 个村民小组 122 户

576 人和 1 所小学 218 名师生的饮水困难。姚安县红会工作人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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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认真负责、专业高效的精神，对于中国红基会的援助资金十分重

视，严格履行中国红基会的各项要求。该县副县长、红会会长李静

媛亲自带队，经常深入各个工程点了解项目的勘选、建设情况，督

导和检查项目，并带领县红会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基层工

作。 

2. 楚雄州楚雄市子午镇打苴村山尾巴村民小组饮水工程投资

18.92万元，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通过中国红基会捐赠 15万

元，不足部分由受益农户集资 20997元（约 244元/户×86户），投

劳折资 18223 元。该工程考虑周密，设有控制室、双重过滤设施、

各户水表等，制定了相关的工程管理和检修、水费收取和使用等相

关制度，目前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解决了 86户 460人、350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巡视组随机进入

3 个受益农户的家中，打开水龙头就能接到干净清凉的水，该村的

农民们对这个项目十分感恩，纷纷自行在家里水龙头下方的水泥台

上涂上了红十字的标识，他们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感谢捐方，令

巡视组十分欣慰。 

四、项目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调整“春雨行动”的资金比例 

云南属于高原地带，虽有大江大河，但是获取饮用水一直是山

区农民的大问题，很多村子原本就需要到远处挑水，这次旱情使得

很多原有的水源地纷纷枯竭，更加剧了村民取水的难度。因此，本

次所巡视的 4 个饮水工程均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参

与，建议将剩余更多的资金用于援建饮水工程方面。 

（二）建议适当调整救灾物资的投放方式 

巡视中，地方反映给旱区农民发放瓶装矿泉水不能满足村民的

长期饮水需求，搬运不方便，而且由于数量有限，也舍不得用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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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做饭或给牲畜饮用。在这方面，云南省红会“甘露行动”的租车

送水的做法值得借鉴，即在灾区县租用送水车从距旱灾村最近的清

洁水源点取水，直接送给受灾严重的村民，解决人畜饮水和生活用

水问题，该做法能够大大提高社会捐赠抗旱资金的使用效益，节约

成本，扩大收益面。据测算，租车送水的成本仅为每 15 公斤水 1

元钱。 

（三）项目管理要兼顾灵活化和标准化 

各省各地的旱情、气候和地理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建议一方面

要给予地方红会适当空间和项目自主性，让其结合当地实况开展项

目；另一方面，该作严格要求的程序、规则等还是不能放松，例如：

救灾物资采购必须公开招投标，物资发放前和发放后必须在村务公

开栏进行公示，项目变动和调整（例如“春雨礼包”的拆分组合）

必须及时报备并得到同意才能进行。 

（四）对项目执行能力好的地方红会予以表彰 

经过实地巡视，巡视组认为，楚雄州红会、姚安县红会、楚雄

市红会工作认真严谨，对援建项目管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建全。

楚雄州基层红会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具有奉献精神，他们经常深入

偏远贫困地区，为当地群众谋福利，深受百姓爱戴，也把红十字的

种子撒播到了老百姓心中。巡视组建议，可对项目执行能力强、表

现突出的地方红会给予表彰并给予适当的项目倾斜，从而带动更多

的地方红会把中国红基会的援助资金使用好，把援建项目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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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