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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南充市、遂宁市、成都市灾后重建
项目巡视情况报告
巡视员

王瑄

2010 年 3 月 22 日至 29 日，
中国红基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傅阳、
监督巡视员王瑄组成的巡视组，在四川南充、遂宁、成都等市红十
字会同志的陪同下，在 8 天时间里，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考查、查
阅资料等方式，对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 35 所卫生站项目、四川省都
江堰市崇义镇吴塘、海云两个博爱新村申请变更的援建地点进行了
考察；对 5.12 灾后重建公开招标 3 个项目进行了验收；对南充、遂
宁、成都三市的部分灾后重建项目和慈善导航 3 个项目进行了巡视。
在巡视督导、项目验收、会议交流过程中，巡视组得到当地政府部
门、地方红会及项目执行方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现将本次巡视、验
收情况汇报如下：
一、灾后重建项目巡视情况
1．彭州市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巡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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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基会共在彭州市援建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 20 个，已经由
彭州市红十字会验收。由于时间限制，本次巡视共视察了 5 个卫生
站，包括：彭州市白鹿镇的水观村、白鹿村博爱卫生站，彭州市通
济镇的羊叉村、筒西村、红山村博爱卫生站。巡视所到的卫生站均
已投入运营，我们巡视过程中看到，前来就诊的村民有的在看病，
有的在拿药，部分卫生站还开有特色门诊，已建成的卫生站能够发
挥应有作用，令我们十分欣慰。其中，白鹿镇水观村村医对卫生站
评价较好。
装配式轻体房卫生站的建设也存在问题，按中国红基会与建设
方所签订的协议，卫生站内应配备药柜 2 至 3 个、药架 3 个、病床
3 张，然而未能按照协议配齐。另外，羊叉村、筒西村卫生站存在
漏雨现象，卫生站外檐伸出较短。
2．遂宁市蓬溪县 35 所卫生站改址问题
中国红基会共援建遂宁市 100 所博爱卫生站，其中蓬溪县 50
所。遂宁市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基会提出申请，拟对 50 所卫生站中的
35 所建设地点进行更改。对此，巡视组进行了专项考察。经了解，
蓬溪县现有 425 个村卫生站，无固定业务用房，现有业务用房大部
分为租借的农民住房，房屋设施简陋，条件差。我们巡视中看到，
有的卫生站和猪圈在一所房子里，且非业务用房设计，功能布局不
合理，同时受“5.12”汶川地震波及，造成部分租用的业务用房严
重受损。由于蓬溪县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县域经济发展缓
慢，农民收入低，农民期望从项目实施中获得直接的经济补偿。他
们对项目建设的期望值过高，后来发现无法实现时，就违背原先无
偿提供土地的承诺，要求变为有偿提供；同时，农业产业结构的调
整也导致部分原选址建村卫生站的土地变更，短期内不能提供建设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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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形成新的农民居住聚集区，新选址
的 35 个村卫生站中有 18 个原来没有村卫生站和村医生，农民患病
诊疗很不方便。变更后新选址的村卫生站由村民委员会无偿提供集
体土地进行建设，与村民集体活动场所、村民委员会所在地相邻，
服务人口一般在 1000 至 1800 人，服务半径较大，可以满足当地农
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
我们巡视过程中感到，遂宁市蓬溪县政府领导和红十字会都对
卫生站项目十分重视。他们在汇报时一再表示将紧紧抓住接下来几
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采取有力的措施，协调各部门解决项目建设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建设进度，更快更好地推进项目建设，
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让中国红基会援建的卫生站尽快投入
使用。经考察，遂宁市红十字会对卫生站援建地点的调整申请基本
符合当地的实际需求。
3．南充市仪陇县三蛟镇博爱卫生院
南充市仪陇县三蛟镇博爱卫生院中国红基会援建资金 60 万元，
一期已经到账 30 万元。我们现场检查，该项目主体已经完成，有望
在 6 月份竣工。在资金使用、项目管理方面，能够按照协议约定条
款执行，施工单位和项目监理人员资质合规合法，但该卫生院附属
配套工程在资金上尚存在缺口。
4．成都市都江堰虹口卫生院和紫坪铺卫生院
都江堰市我们巡视了 2 个卫生院，分别是已经竣工在用的虹口
卫生院和紫坪铺卫生院。我们认为总体效果很好，中国红基会博爱
卫生院的标牌、图标、碑记规范、明显，卫生院管理井然有序，院
里院外卫生整洁，庭院景观得体大方。值得推荐的是，都江堰红会
为了更好的提升卫生院的功能及服务社区，给每个卫生院配备了康
复活动室，并且购置了简单适用的康复健身的运动器械，改善了因
- 3 -

为地震致残和社会上残疾人员的生活质量。该活动室还兼顾了社区
卫生知识宣传、计划生育宣传等功能，有助于使我们的红十字博爱
卫生院的功能实现最大化。
5．都江堰市申请调整博爱新村项目的考察
都江堰市崇义镇吴塘博爱新村（109 户）、海云博爱新村（78
户）
，合计 187 户，中国红基会资助资金 280.5 万元。这两个村子目
前参与重建的户数比当初申报的户数增加较多。崇义镇政府担心按
原申报户数发放建房补助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发生，拟放弃该笔资
助。成都市、都江堰市红十字会拟申请将 280.5 万元资助款改为资
助都江堰市大观镇红梅村 210 户村民建房。多出 23 户资助款由镇政
府配套。我们此次现场巡视，都江堰市主管此事的副市长严代雄和
红十字会曾珉会长就此问题做了专项汇报和解释，我们和他们也进
行了切合实际的讨论。我们感到虽然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此事
关系农民实际利益，不可忽视问题处理不好的潜在隐患。
二、中国红基会 5.12 灾后重建公开招标项目验收、巡视情况
1．红十字乐和家园项目终期结案验收
项目名称：红十字乐和家园
执行机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实施地点：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
实施周期：2008 年 8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中标金额：365 万元（一期 180 万元，二期 185 万元）
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是有着 200 多户农民的山村，位于龙门山
南海拔 1600 米的大坪山，是 5.12 地震的重灾区，基础施设和道路
损毁严重，而且地震前该地区就是国家级贫困区。当地农民主要的
经济来源是种植中药黄连，基本上没有粮食作物的种植。农民的生
产生活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在中国红基会投入 365 万元资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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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援助下，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和当地政府和村民及众多志愿
者和爱心人士共同努力，以“集体自强，个人自主，生存自然，道
德自律，乡村自豪”为理念，在长达数十公里的大山里，红十字乐
和家园已经初具规模，他们就地取材，以低碳木屋和轻钢龙骨木屋
为主要建筑，配有红十字博爱卫生站、农民会馆、手工作坊、商品
交易中心、小小有机农艺园、猪舍、鸡舍，铺设了公用道路，修建
了公用饮水工程、单户污水处理池、沼气池、环保旱厕和入户垃圾
分类，为灾后重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提供
了良好的范例。我们所到之处，主体环境得到改善，生态得以恢复，
所有农户均搬进新居，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环保理念随处可见。综
上所述，我们认为，该项目基本实现了投标申请时的设定目标。
2．四川大邑灾后产业恢复项目终期验收
项目名称：四川大邑灾后产业恢复
执行机构：大邑兔王扶贫研究中心
实施地点：大邑县晋原镇、悦来镇
实施周期：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中标金额：52.84 万元
该项目向有产业恢复愿望的 320 户受灾农户提供产业恢复所需
的启动资源、配套技术培训和生产服务，帮助受灾农户积极启动自
救行动，充分有效的利用灾区现有资源和外来帮扶力量，站在高起
点上恢复和发展产业，实现灾区人民和受灾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并
以此影响和带动大邑县其它受灾地区。
项目在夬石、新乐、盐井、七里、六坪 5 个村先后实施，参与
农户达 320 户农户 426 人，发放兔笼及配套设施 640 组，发放种兔
640 组，计 3200 只。震前大邑在成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震后大
邑虽属 5.12 地震重灾县，但因伤亡人数少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和社
- 5 -

会各界的更多救援。震后数月里大邑一度人心浮躁，中国红基会援
助的项目在关键时候让大邑受灾群众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增强了
自救信心，同时影响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大邑的灾后重建，从此
大邑人心稳定，灾后重建得以有序有力的开展。
现在农户商品兔的户均出栏量达 180 只，户均销售收入 5400
元，增收 2000 元以上。通过听取汇报、调阅档案资料、查看财务原
始单据、查看农民培训教材及相关文字资料、入户调研，我们认为
该项目保障了项目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和项目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此
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项目村委会的积极配合，
扩大了中国红基会的深层次影响。在饲养和销售兔子的过程中，农
民意识到只有团结和有组织的面对市场，才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农村妇女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提升了自己的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地
位，使得区域性社会更加和谐。经查看，该机构的财务管理和项目
档案资料管理较为规范。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项目目标基本实现。
3．仪陇县特困受灾户扶助与贫困社区和谐发展项目
项目名称：特困受灾户扶助与贫困社区和谐发展
执行机构：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
实施地点：仪陇县
实施周期：200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中标金额：20 万元
仪陇县是朱德的故乡，位于四川省北部低山丘陵地带，是国家
级贫困县，也是 5.12 地震的重灾区，基础施设和道路损毁严重，目
前依然有很多村不通汽车。在中国红基会的项目支持下，仪陇县乡
村发展协会依托协会原有的社会力量，在 3 个乡 15 个贫困项目村帮
助建立农民互助活动中心，以农民互助活动中心为载体，定期组织
开展社区教育，并帮助了 50 户贫困受灾农户进行了房屋改建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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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通过听取工作汇报、查看档案资料和财务原始单据、查看农民
互助组月例会记录和入户调查，我们深深体会到，虽然中国红基会
每户 2000 至 4000 元的援助款不多，但是因为有了我们援助的启动
资金，50 户贫困受灾农户的住房得到了根本改善。此项目是中国红
基会的一个小金额项目，但是惠及了 3 个乡 15 个贫困项目村，帮助
了 50 户贫困受灾农户，受益人口超过 2000 人，一方面扩大了中国
红基会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拾遗补缺的援助给当地政府解决
了很棘手的社会问题。我们入户调研的时候，农民反映非常好。仪
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为此项目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切切实实给灾区
群众带来实际生活的改观，得到农民由衷欢迎，也使我们肃然起敬。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项目实施顺利，基本实现了投标申请时的设
定目标。
4．海惠彭州地震灾后生计与社区发展项目
项目名称：海惠彭州地震灾后生计与社区发展
执行机构；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实施地点：彭州市小鱼洞镇
实施周期：2009 年 9 月 25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中标金额：20 万元
该项目为彭州市 30 户地震受灾农户提供 180 只优质乐至黑山
羊，并提供相应的养殖技术培训和市场服务。在合同期内的 15 个月
里，受助的 30 户农户需要通过爱心传递的方式为另外 30 户农户免
费提供 180 只同等质量的乐至黑山羊和养殖技术的培训。除了听取
汇报、调阅档案资料外，我们还参加了农民互助组养殖例会，并考
察了小集体羊圈，走访了部分养殖户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对项目实
施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在与养殖户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
对于养羊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他们对中国红基会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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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之情。我们认为该项目实施顺利，能够为受灾农户提供产业恢
复所需的启动资源、配套技术培训和生产服务帮助，使得受灾农户
积极启动自救行动，恢复和发展了养羊产业，有助于实现灾区人民
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和改善了受灾农户的生活质量，基本实现了项
目目标。
5．中华环保基金会生态环保厕所项目终期验收
参加验收单位和人员包括：中华环保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李承峰、
成都红十字会项目办主任张叶茂、彭州环保局副局长、彭州市红十
字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中国红基会资助该项目 188 万元，项目目标是在四川省彭州市
地震灾区建设 100 个环保厕所，目前建成总数为 65 个。由于时间限
制，巡视组对白鹿镇回水村、白鹿村，通济镇羊叉村、大坪村、天
生桥村、黄村、筒西村等 7 个村的环保厕所进行了实地查看。经查
看，环保厕所符合设计要求，建筑风貌统一，已基本竣工或者已经
在用，基本上体现了环保功能，同时使粪便回收再利用成有机肥料，
大大改善了地方农民的如厕条件，也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
的主体思想。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厕所使用过程中的管理问题。部分环保厕所
后续的管理、清洁、维护不善，卫生状况较差。鉴于此项目的特殊
性，巡视组认为，今后对于此类环保厕所项目，以资助建设入户厕
所为宜。
6．生态旱厕保护水源地的示范和推广项目
项目名称：生态旱厕保护水源地的示范和推广
执行机构：成都野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都江堰、平武等 10 个地震灾区的自然保护区
实施周期：2009 年 9 月 25 日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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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金额：20 万元
该项目主要为四川 10 个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旱厕，以达到保护
水源的目的。我们巡视到了项目点之一的都江堰市虹口镇深溪沟村
自然保护区，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档案资料、实地勘察、走访农户
听取意见等，我们认为该项目实施良好，并得到受灾农户的欢迎。
该自然保护区道路崎岖、乱石林立，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卫
生条件和生活习惯不是很好，成都野草文化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和
宣传，使得农民慢慢接受环保理念和环保厕所。由于地处深山，农
民居住分散，各种交通工具都用不上，成都野草文化中心的年轻人
帮助农民施工，搬运水泥、砖、旱厕及各种管线，做了大量工作。
我们看到由于旱厕的推广，农民住户如厕的条件得到极大改观，同
时由于分别修了大便、小便储便池，下雨后不会再发生粪便随着雨
水到处流的现象，保护了生态环境和人畜饮水安全，同时储存的粪
便也成了很好的农家有机肥料。目前，100 所环保旱厕的建设已基
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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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大邑兔王扶
贫研究中心、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中华环保
基金会、成都野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共印 8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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