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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灾后重建项目监督巡视活动 

监督巡视员赴成都市、阿坝州巡视情况 

中国红基会监督巡视员刘元福、

刘刚以及项目合作部副部长傅阳三

人组成的巡视组，于 2009 年 8 月 19

日—8月 25日赴四川省阿坝自治州、

成都市地震灾区对红基会援建项目

进展情况开展监督巡视。本次巡视活

动历时七天，共对两市州六个县市的

12个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巡视，其中

博爱学校 4所、博爱卫生院 5所、博

爱新村 3个。 

巡视组采取实地考察、入户访问、听取汇报、检查档案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掌握了中国红基会援建项目进展基本情况，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进

一步加深了地方红会对中国红基会援建政策的理解，对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及时处理，达到了巡视的预期目的。巡视组认为，中国红基会在成都、

阿坝两个地震极重灾区的援建项目进展情况较好，项目资金管理、拨付使用符

合规定，援建项目深受灾区群众欢迎。项目资金均能够按照项目进度分期拨付

县级红会，保障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资金申领、拨付手续完备。 

巡视组对红基会在阿坝州援建的博爱新村进行了重点巡查，当场就建设钢架

房与中国红基会的资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澄清，要求茂县红会尽快按照中国

红基会要求，将资助资金发放到每一户村民手中，村民这一做法表示热烈拥护。

8 月 20 日晚，巡视组约见了茂县王副县长（县红会会长），当面向其递交了《关

于我会援助茂县、汶川灾民新居有关问题说明的函》，并将红基会的资助方式作

了进一步说明。强调了钢架房建设推广与中国红基会无任何关系，要求阿坝州红

会、茂县政府和红会以负责任的态度召开村民大会，做好村民建房资助款的发放

工作，并将发放领取手续及发放现场照片报红基会备案。 

   

督导组与茂县受灾农民亲切交谈       巡视组在茂县检查和了解卫生站建设情况 

巡视员还针对项目管理提出了相应的工作建议，例如：选聘具有建筑专业知

识的建筑师、监理工程师等参与项目管理和工程的竣工验收；尽快组织对项目实

施地红会人员的培训，提高基层红会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因地制宜，

科学确定援建项目竣工日期，不宜搞一刀切。 



 

监督巡视员赴绵阳市、广元市巡视情况 

2009 年 8 月 23 日—8 月 28 日，由

监督巡视员孔令海、白玉桂、监督委办

公室副主任孙春苗、项目合作部助理刘

京京等四人所组成的巡视组，前往 5.12

地震极重灾区四川绵阳市安县、游仙区，

广元市剑阁县、青川县共 2市 1区 3 县，

在当地红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了

中国红基会灾后重建援建项目、5.12 公

开招标项目和央企基金援助项目的监督

巡视工作。 

在 6 天的时间里，共巡视援建项目 13 个，其中新村 2 个，学校 6 所（中、小学

各 3所），卫生院 4个，卫生站 1个，同时,巡视组还参加了游仙区新桥镇同福博爱新

村纪念碑揭幕仪式，随同中国红基会刘选国副秘书长参加了青川县苏河乡苏皇博爱小

学竣工典礼，凭吊了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并向罹难同胞表达了悼念之情。 

针对中国红基会援建的装配式轻体式卫生站，巡视组专门对其建设规范、质

量和投入使用情况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听取了地方红会以及乡村医生的意见和建

议，并针对此问题专门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建议，例如与村两委用房统筹规划、明

确相关责任主体、明晰产权、调整建筑材料等。 

  

同福村民真诚欢迎巡视组的到来          巡视组为同福博爱新村纪念碑揭幕 

作为巡视组长的孔令海还主动思考，提出将项目部的督导工作与巡视员的巡

视工作相区别，同时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以更好地促进监督工作的开展和援助

项目的规范运作。 

监督巡视员赴德阳市、巴中市巡视情况 

2009年 8月 23日——8月 28日，监督巡视员邓津、戴永田、王瑄及项目部

项目主管贾鑫一行四人，分别到德阳地区什邡市、绵竹市，巴中地区南江县、通

江县，对 17 个项目（7 所学校，9 个卫生院、站，1 个生态建设项目）的建设进

展情况进行了巡视考察。德阳地区红会常务副会长邱绵山、科长谢华等相关人员

陪同。 



 

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听取情况汇

报、查看建筑图纸、查阅档案资料、

审查财务账目、实地考查重建项目，

并走访施工人员、卫生院站工作人员、

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等相关人群，向地

方红会领导反馈考查情况，并与他们

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进行交流和沟

通，还检查了巡视地区的重建项目财

务管理情况，考查了以上地区中小学

校、卫生院(站)重建项目的执行情况。 

通过巡视，巡视员提出了以下建

议：规范财务管理、项目变动要及时上报、加强竣工项目的验收报告管理、加强

对捐赠在库物资的清理自查工作。同时，重视监督巡视工作，通过巡视考查对大

部分在建项目起到督促的作用，对重建项目的管理起到宏观监控的作用。地方红

会应该加大对中国红基会的宣传力度、重视中国红基会冠名权的使用，提高当地

群众对中国红基会的认知度。 

经考察，巡视组认为，德阳、巴中

两地区的中国红基会援助项目资金财

务状况良好，援助项目资金的 75%已经

全部到达德阳、巴中两地区，这两个地

区按照开工进度和中国红基会的要求

已将项目款项划拨到位。各级红会对中

国红基会援建的项目，都给予了高度重

视，认真负责，所有项目进展都比较顺

利。个别项目由于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

系，进展缓慢，有待日后进一步加强督

导检查。 

监督委办公室工作近况 

5.12灾后重建项目监督巡视活动汇报会 

2009 年 9 月 1 日，中国红基会

开展“5.12灾后重建项目监督巡视

活动汇报会”，汇报会由中国红基会

副秘书长刘选国主持，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王汝鹏、各部门负责人

以及项目合作部全体员工参与了此

次会议。会上，5 位巡视组组长分

别汇报了此次巡视的总体概况，总

结了基层执行项目的良好经验，并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

了针对性和建设性较强的建议。 

王汝鹏首先肯定了监督巡视员的工作成果，对巡视员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了

慰问和感谢，并向与会者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希望巡视员在实际巡视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深入思考，积极建

巡视组在通江县红会查看档案材料 



 

言献策，认真撰写巡视报告。 

第二、要求监督委办公室听取巡视员对于巡视工作的建议，做好巡视报告集、

社会监督简报等文件的整理和发布工作，并适时向监督委、总会等进行汇报。 

第三、要求项目部根据本次巡视汇报，及时与地方红会、公开招标项目执行

者等有关各方进行反馈、沟通与协调，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切实有效的解决

目前存在的问题。 

    

巡视组组长汇报各组的巡视情况 

第四、希望全体工作人员能够学习巡视员实事求是、主动思考的精神，密切

配合监督巡视员的工作，共同打造一支创新型、学习型的优秀团队，提高中国红

基会的生命力和公信力。 

监督巡视员心得感受集萃 

白玉桂：我愿做一个海边捡鱼的小孩 

出于对志愿者的崇敬、对红十字的热爱，我积极报名

应聘中国红基会的监督巡视员。看多了也经多了机关工作

的拖拉，因而没有指望着会有回音或很快有回应。但出乎

我的预料，邮箱里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邮件：“邮件收到，

我们会很快阅读。谢谢您的参与。”犹如清风拂面，让我

感到一种别样的爱和尊重。接下来的考试、面试、以及几

乎都是下班以后才发来的有关通知，都让我感到中国红基

会及其员工工作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雷厉风行，还有

那种忘我的工作状态，以及在招聘工作细节中处处体现出

的对应聘者的关爱。我感到，红十字精神在他们的一言一

行中得到体现。他们的言行加深了我对红十字、对志愿者的热爱。 

接下来的培训更是让我感觉如同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在这里我看到了红十

字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看见他手握羽毛笔在灯下奋笔疾书《索尔弗利

诺回忆录》，看见他在索尔弗利诺战役中放弃经商、救助伤员那忙碌的身影；知

道了“伤兵救助委员会”和《内法瓦公约》，以及国际红十字、中国红十字的主

张、原则、精神、宗旨等等，这些都让我在这个知识的宝库里目不暇接、如饥似

渴。当我一步步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我发现：我爱上了这里，而且流连忘返。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生于

701 年的李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是怎样在千年之后被

他的后人变成通途，又怎样在一夜之间连同民房、学校、卫生院一道被一场罕见



 

的地震化为废墟，继而又被肆虐的洪水扫荡！我们在四川绵阳市的游仙区、安县，

广元市的剑阁县、青川县，看到倒塌的房屋、损毁的道路，而看到更多的是崛起

的民房、学校、医院和正在修复的道路。更多感受的是党和政府的关怀、红十字

精神的传承！感受到打不烂、摧不毁的伟大民族精神！ 

从应聘中国红基会监督巡视员开始，

我感觉自己就象海边拾贝的小孩，一路

捡拾着圣洁美丽、五彩斑斓的贝壳，被

它充实、被它滋润；同时正在努力做一

个王汝鹏秘书长讲的故事里海边捡鱼的

小孩，把被海浪冲刷到沙滩上的小鱼一

条一条送回大海，看着着它们自由自在

地游向大海的深处。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致力于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

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促进世界和平与进步，是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宗旨原则，更

是志愿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为之奋斗终身的崇高追求。我为自己成为海边捡鱼的

小孩、成为中国红基会的志愿者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邓津：大山深处的希望 

8 月 26 日根据红基会的要求和当地红会的安排，我们

巡视组一行四人到巴中市南江县流坝乡小学考查。陡峭险

峻的山壁，泥泞盘旋的道路，倾盆而泻的大雨，在一路颠

簸起伏中,我们终于开到了流坝乡。 

一座白墙红顶的三层楼房矗立在群山环抱中，这就是流

坝乡小学，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举着伞在大雨中等着我们，

他们热情地请我们到学校楼房看看。戴永田巡视员仔细地

检查楼房的质量情况，王瑄巡视员认真询问资金到位和账

目的情况，项目部的贾鑫一个劲儿地拍照，我们兴奋地登

上三层楼，在一个明亮的教室里，摆满了小学生的课桌，

我们走了进去，通过明亮的玻璃向外看去，四周是被雨水洗涤青翠葱郁的大山，

一条清澈湍急的小河从

不远处流过，宽敞明亮的

楼房矗立于重峦叠嶂之

中,突兀于灰蒙平矮的农

民房之中，显得是那么的

耀眼和壮美。 

我们坐在课桌边，听

着校长讲述这里的一切，

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慨：我

们认为这次来到这里是

非常值得和应该的。我们

在大山深处看到红十字

的标识，同时看到所有捐

款人的希望。 

我们从同来的副县长眼中看到了希望，她知道有了中国红基会的援助，在南



 

江县的大山里都会矗立起这样美丽的学校；我们从校长的眼中看到了希望，他知

道尽管学校的操场和院墙还没有建好，但他可以在九月开学时将国旗升到高高直

立的旗杆上；我们从老师的眼中看到了希望，他知道过不久他就可以在明亮的教

室里给孩子们上课。 

我们躲雨时走进一个农民家，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睁着大眼睛，安静的坐在

那里，王瑄巡视员把从北京带来的笔给了她，让她好好学习，争取上中学、上大

学。不知道她能否听懂我们的话，但我们知道她会有希望，学校就在不远处，她

可以从这里一步步走向中学、大学。 

刘元福：援建项目给我成就感和自豪感 

根据红基会的统一部署和安排，8 月 19 至 25 日我和

傅阳、刘刚等同志对四川成都、阿坝两个地区六个县市的

十二个援建项目进行了监督巡视。此行对援建项目是个督

促检查，对中国红基会的宗旨和工作是从理性到感性的一

次深入了解，对自己也是个难得的教育和洗礼！ 

这次去的六个县市都是去年 5.12 地震后重建的地区，

中国红基会援建的项目个个都如雪中送炭、饥中送粮，受

到当地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在重灾区汶川县草坡乡，一

位八十四岁的彝族老大娘拉着我们在她们即将建成的新居

前合影。她和她的儿子一再向我们表达对党、对社会主义、

对向他们伸出援建之手的单位和个人的感激之情，并表示要告诉他们刚考上大学

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全力报答社会！ 

这次援建的学校、卫生防疫站等，在当地都是最漂亮的，有些甚至是地标式

的建筑。站在这些援建项目前，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以人道、博爱、

奉献为宗旨的中国红基会，既是一个慈善机构，又是一个开拓务实的社会团体。

能够为其服务是一个非常荣幸和不可多得的机遇。 

 

这次监督巡视接触了不少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弱势群体，也接触了一些在艰苦

贫困地区兢兢业业工作的基层干部和基层红会的同志，他们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了今后我做好监督巡视工作的

一份动力。再次感谢中国红基会给的机会和信任！ 



 

孔令海：责任感是做好巡视工作的动力 

此次中国红基会组织的 5.12 灾后重建社会监督巡视

工作，时间迁延长达十数天，参巡人员达 19 人，涉及 3

省 9 市（州）18 个县（区），行程逾万公里，巡视项目多

达 50余个，且均处地震重灾区，未发生任何问题。首次巡

视，即做到了如此安全顺利，这本身就是成功，足见中国

红基会领导为此付出的心血和精力。通过此次巡视，有两

点感慨深深。 

第一、思想重视，组织严密，是此次巡视工作圆满成

功的重要基础。为了保证巡视工作的顺利开展，红基会领

导亲自进行培训辅导，为所有监督巡视员投保了人身及交通意外险，在会机关工

作极度繁忙的情况下，各组均安排项目部人员跟随陪同，联系协调，甚至连出行

交通方式都亲自过问关心，足见会领导对此次巡视工作的重视和考虑问题的细致

周到。监督办的同志们对一应巡视工作的安排环环相接，保证了巡视工作的顺利

进行。各市、县红会高度重视，准备了详尽的资料，安排专人陪同，配备了越野

性能优良的车辆和具有山区驾驶经验的司驾人员，也是此次巡视工作成功的重要

保证。基础的扎实，保证了工作的顺利，且又进一步鞭策和激励了巡视人员。谨

对红基会领导的关心和照顾深表谢意。 

第二、灾民的深情，心灵的洗礼，强烈的责任感是做好此次巡视工作的强劲

动力。在灾区的每一天，我们都经历着强烈的情感冲击和深深的心灵洗礼。灾区

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深情，时时激动着我们的心。灾区人民大难面前不弯腰，挺起

脊梁战天灾，不畏艰险重建家园的精

神，时时感染和教育着我们。为了我

们行车方便，乡里提前通知沿途各村

修填水毁道路；行车途中道路毁损，

陪同的乡长和人大主任踏着泥泞亲自

指挥抢修；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拉着巡

视人员的手，道不尽的感激之情；匆

匆从工地赶来的镇长，因嫌自己手脏，

不愿握住巡视员伸出的手。这一幕一

幕，都是一堂一堂活生生的教育课，

更激发了我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坚

定了我们搞好巡视工作，为灾区人民

做点实事的决心和信心。 

王瑄：我们和灾区人民感同身受 

四川巡视回来，心情仍然不能平静，人总是感觉还在颠

簸摇晃的汽车上，灾区的一切萦绕不断，在凭吊汉旺镇地震

遗址和行进的路上，所看到的地震造成的惨重损失让我们都

感到十分的痛苦，为了大自然的灾难而无奈，我们和灾区人

民感同身受。同时，我们也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对灾

区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已经初建成效，灾区一片繁忙的建设景

象。我们中国红基会的援助项目基本上都已经开工，并且有

的已经竣工、交付使用，这使我们也十分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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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激励我们鞭策我们更好的完

成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努力工作使我们

中国红基会的每一笔善款得到充分的利

用。我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辱使命，把一切

问题及早发现，在工作中认真负责，能发

现问题，敢于讲真话，绝不人云亦云，把

问题及时准确的反馈给中国红基会，争取

把问题扼杀在萌芽中，进而提高们中国红

基会的社会公信度，并且使我们的社会监

督巡视工作健康发展。 

 

 

 

 

 

 

 

 

 

 

 

 

      

 

 

 

 

 

 

 

 

 

 

 

 

 

 

 

 

 

送：总会领导、中国红基会理事、监事、监督委委员、巡视员 

发：有关省、市、县红十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