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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和巴中市灾后重建项目巡视情况报告 

 

巡视员  刘福本 

 

2010 年 3 月 22日至 3月 26日，中国红基会项目管理部部长兼

秘书长助理雷淑敏、监督巡视员刘福本，赴四川省广元市和巴中市

对部分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督导和巡视，对广元市红十字会康复中

心选址进行了勘察，对广元市利州区受援的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进

行了抽查，并特别邀请了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的承建方青岛清源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占军和施工业务员任茂林等 3 人参加了

广元市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的查看。巡视组还赴巴中市，对中国红

基会 5·12 招标项目“通江县文峰乡灾后重建与生态健康促进”项

目进行了检查和巡视，负责执行该项目的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

究会的工作人员王雪梅陪同巡查。 

一、总体概况 

在广元市一天半时间，我们巡视查看了 12 个项目点，包括：1

个康复中心选点、1 个竣工小学、3 个卫生院站、2 个博爱学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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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健康新村、4 个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召开了 1 次座谈会，随访

了 10余位村民；巡视组还对广元红会拟申请的社区托老中心选址点

进行了实地查看。到巴中市的当天下午，巡视组查看了巴州区下巴

庙卫生院综合楼在建工程，第二天赴通江县文峰乡营盘村，查看了

1 个学校，进入 5个村户、随访 10余位村民，现场查看学校和民房

排危改造工程、饮水工程、沼气工程、垃圾池、蓄水池等项目，并

召开了 1次座谈会。本次巡视的总体情况如下： 

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由于中国红基会援建项目在 5·12 抗震救

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十字会引起当地市、县政府的重视，

两个市的 10个县级红十字会（另有 1 个正在待批）全部理顺管理体

制，并且实现了人员到位；这次巡视检查也引起了所到市、县政府

的重视，政府领导分别与我们见面，对中国红基会给予当地救灾工

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红基会灾后重建项目所发挥的作用及社

会影响给予高度评价。 

基层红会态度积极。两市红会均有总会和中国红基会的援建项

目，红会中有专人负责援建项目，相关制度也比较齐备。两地红会

比较重视和珍惜援建项目，愿意把现有的项目做好，也希望能够得

到新项目的支持。 

项目进展基本顺利。目前已竣工的项目正待举行仪式，在建的

项目在按照进度要求赶工期，拟申请的项目也有目标和方案，当地

政府承诺配套资金。项目财务管理比较规范，档案管理基本完备。 

有较多项目需求。由于两市地处四川北部山区，属经济欠发达

地区，特别是巴中市毗邻陕西汉中，国家级贫困县较多，由于资源

不足、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享受优惠政策和接受援

助方面有时被边缘化。巴中市红十字会在租赁的门面房办公，条件

很艰苦。中国红基会资助的“通江县文峰乡灾后重建与生态健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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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目所在的营盘村，非常落后，该项目是这个村受援的第一个

项目，村民们感激不已。他们在表达感激的同时也反映，另外两个

项目点（土门村和茶园村）更落后，对项目的需求更大。 

二、项目进展情况 

（一）广元市 

广元市红会共接受中国红基会援建资金 7035万元，确定立项的

援建项目有 58 个，其中：卫生院 5 个、中小学 7 所、新村 13 个、

卫生站 33个。已拨资金 4814.5万元，完成 43个项目，占项目总数

的 74%。首批 32个项目中，已竣工 28个；第二批 15个项目中，已

竣工 13 个；第三批 11 个项目中，已竣工 2 个，开工 1 个，7 个卫

生站和 1个康复医院在做地勘、设计、预算工作。 

巡视组所巡查的项目的总体情况如下： 

1．中国红基会资助的广元市实验小学博爱楼已投入使用。 

2．东坝兴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堆镇博爱小学、三堆镇博爱

中学、白朝乡卫生院和徐家村博爱新村及卫生站 6 个项目正在建设

中，预计 2010年 9 月至 11月可投入使用。 

3．广元市红十字会康复中心选址完毕，在即将开发的住宅区内，

图纸、地勘已经完成，计划 5·12期间举行奠基仪式。 

4．利州区红十字会拟申请的新民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及博爱托老

中心选址地点已经动工平整土地，拟申请 400万元援建款。 

5．由青岛清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建的利州区 20 个装配式轻

体房卫生站是这次广元之行的重点。由于当地农民居住分散，村与

村之间要翻山越岭，时间有限，我们无法全部看完，选了 4 个有代

表性的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进行了现场查看，分别是盘龙镇上石村、

赤化镇泥窝村、宝龙镇回龙村和石桥村等 4个卫生站。 

经过巡视组现场查看，发现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存在以下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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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都没有配备药柜；配备的病床多数属非医用病床；已经配备

的药品架因不结实、不承重，多数没有使用；房内屋门玻璃面积大

而薄，有潜在危险；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屋顶漏水、墙皮脱落、窗户

没锁、电路不通、屋顶和房檐掉板等现象。我们看到的 4 个卫生站，

有 2 个在使用，村医自行配备了药柜，并在现场为多名村民诊病，

有的村民还在输液，他们对卫生站建在村里使村民小病不出村，解

决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表示十分满意。 

另有 2 个作成临时仓库。据利州区红会反映，还有 1 个装配式

轻体房卫生站被山体滑坡冲毁，利州区红会要求重建。 

（二）巴中市 

1．到达巴中市的下午，巡视组驱车 1 个多小时到巴州区下巴庙

镇查看了博爱卫生院的在建工程（我会资助 30万元，当地政府出资

50万元），预计该工程将 2010年 8月完工投入使用。 

2．对巴中市通江县文峰乡灾后重建与生态健康促进项目进行抽

查验收。巴中市通江县是温家宝总理联系的扶贫县，总理曾 2 次到

县里视察慰问，并为通江县解决了修路、架桥等问题。我会支持的

灾后重建与生态健康促进项目费为 128万元，执行期 2年，从 2008

年 11月开始，由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

获得该项目，分别在文峰乡的 3个村庄（营盘村、土门村和茶园村）

实施，目前，中国红基会已拨付 50%的项目款，我们赴其中的营盘

村进行了巡查。 

项目由退休的前巴中市政协副主席张浩良主持，项目组成员都

是高学历的志愿者，对项目态度认真，使项目实施比较顺利，项目

费用管理账目清楚，项目执行细致规范，灾害救援与防御培训项目

及对村民危房改造的补贴，均有村民们的登记和签名。经随机走访，

村民均反映收到补贴款 1000元，培训效果也很好。整个村子把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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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当成大事去关注和支持。特别是饮水、沼气、改厕项目等进入村

民家庭，使得村民直接受益，受到当地村民热烈欢迎。学校和村民

民房排危改造工程，改变了学校面貌、改善了教学条件，增设的学

校卫生室使学生们的卫生知识得到提高，身体健康也有了保障。村

里建起垃圾站后，逐渐改变了村民随意倾倒垃圾的不卫生习惯。该

项目确实对提高村民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通江县红会常务副会长严琳介绍，她已去过另外 2 个村（土

门村和茶园村）查看项目执行情况，3 个村的项目执行方法、内容、

效果、进展情况相同，而且已经完成大半。 

3．在巡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村小学排危改造工程后仍有新的需

求：学生课桌非常破旧，大部分没有底，座椅是学生自带的；操场

晴天扬尘土，雨天一片泥，而且没有任何体育设施；校园内没有厕

所；学生没有午餐就餐条件（食堂、炉灶），孩子每天只吃早餐和晚

餐；没有喝水条件（保温桶）；没有课外书可读；还有一个教室的屋

顶没有改造（当时属非教室）。 

虽然当地这样的学校可能有很多，我们没有足够能力去一一改

善，但我们至少可以使我们资助的项目所在的 3 个村的学校条件完

善起来（预计 3 所学校 20 万元左右），会使我们的项目更加完美、

更加深入人心。 

三、存在问题 

通过对广元、巴中两个市执行中国红基会项目情况的巡查，发

现存在以下问题： 

1．做项目工作经验不足，广元市利州区红会看到村委会在项目

验收报告上盖章，未经核实就予以盖章（其实 20个装配式轻体房卫

生站的质量与内设物品没有达到验收标准），一是不符合项目验收程

序，二是反映出区红会对项目的监督指导不够，同时也反映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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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基会制定的验收标准不够细致（例如房门的材质、窗户要带锁、

药品架承重要求、医用病床要求等）。 

2．对项目及红十字理念的宣传不足，标志意识、红十字氛围不

够浓，特别是 5.12 招标项目，中标单位不注重宣传红十字会，大部

分在建工程工地没有红十字标志、项目内容及捐赠方的介绍；联合

援建项目的竣工仪式上红十字会的位置不突出；没有制作项目宣传

品。 

3．广元市红会有两个项目有结余款（白朝乡卫生院、三堆博爱

中学各结余 20 多万元），希望用于项目配套工程、标志牌的制作及

宣传活动，巡视组当即答复只能用于配套工程，须报告中国红基会

批准后方可执行。 

4．广元市利州区荣山镇泰山村卫生站被山体滑坡冲毁，利州区

红会提出重建。 

5．因 5·12招标项目没有经过地方红会，地方红会对此项目的

关心不够，项目执行方也不愿接受地方红会管理，双方缺乏沟通合

作意识，对项目的监管不利。 

四、措施及建议 

1．对青岛清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在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建设方

面存在的配套不到位、工程质量问题现场提出批评，并要求其对承

建的 122所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做出一套维修方案，并在 2010年 4

月底前全部完工，孙占军副总经理诚恳接受批评，并在我们和当地

红会面前承诺一定在本周拿出方案并于 4月底完工。2010 年 3月 30

日，中国红基会已发函青岛清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责成其对承建

的 122 所卫生站逐一进行检修，并提出执行协议的相关要求；同时

致函广元市红会，要求配合青岛承建公司做好卫生站维修工作，并

拿出各卫生站二次维修验收单。中国红基会亦从此次事件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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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教训，即:项目验收标准务必细致、量化；基层红会对项目的

验收盖章必须严格、慎重。 

2．通江县文峰乡 5·12招标项目已完成一半以上，中期验收基

本合格，可拨二期款继续将项目完成并收尾，使村民尽快受益。另

建议三个村的学校项目继续资助，解决课桌、操场、厕所、饮水、

就餐条件等问题。 

3．在巡查结束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将上述存在的问题向两市红

会进行了反馈，提出下一步执行项目的要求，指出装配式轻体房卫

生站当仓库的错误，要求立即腾空，为维修做准备；对利州区红会

对卫生站项目指导监督不力、未经验收就盖章等问题提出批评。上

述意见他们都认真接受，并同意关注和支持 5·12招标项目的开展，

大巴山生态研究会秘书长张浩良同意与巴中市红会多沟通，共同将

项目做好。 

4．波兰使馆捐赠 32 万援建的 4 个卫生站都在广元市，已告知

广元市红会做好安排，以便在 2010年 5月举行竣工仪式。 

五、体会 

1．开展巡查工作很有必要，对项目的执行能够起到宣传、督促、

指导作用，同时了解项目进度和存在问题，特别是现场解决问题、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对项目的正确有效执行具有现实意义，对

项目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感受到老百姓对中国红基会的援建项目欢迎至极，促使我们

更努力地工作，对他们给予更多的援助，扩大项目受益范围。 

3．地方政府和红会对我们开展的巡查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认为

中国红基会派巡视组千里迢迢到基层和农村巡查项目执行情况，态

度认真、工作务实，不仅对捐赠人负责、对红十字品牌负责，也是

对项目执行方和受益人负责，能够使中国红基会更具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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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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 

                                                  共印 73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