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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参与一线救灾行动指南》发布
2017 年 12 月 28 日，《社会

力量参与一线救灾行动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在北京发布，
民间救灾有了行动共识。

近年来，各类社会力量参与
救灾的热情持续高涨，逐渐发展
成长为救灾工作的一支重要力
量，在应对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
害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组织灵
活、服务多样的优势，起到了重
要作用。 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
活动不规范的现象，影响了救灾
工作效率。

为健全社会力量一线救灾
工作机制，促进协调社会力量高
效有序参与救灾工作，在民政部
救灾司指导下，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 16 家国内相关具有救灾宗
旨的基金会、救援救助类社会组
织和有关高等院校共同制定了
《指南》。

社会力量加入灾害救援

近十年间， 大量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灾害救援，发挥重要作用。
民间救援力量已经成为我国自然
灾害抢险救灾工作不可或缺的一
员。同时，也体现出中国社会在灾
难面前的强大凝聚力， 体现了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

2008 年汶川地震，民间救援
力量首次在国内崭露头角，刚刚
成立不到一年，号称为中国民间
专业、独立的纯公益紧急救援机
构“蓝天救援队”参与到紧急救
援中， 出色地完成了救援任务，

赢得公众赞誉。
民间救援力量在汶川地震

中的出色表现，使得各种民间救
援力量相继出现。 但在历次灾害
救援中也有一些不经报备、不听
指挥的民间救援队，这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民间救援的
信赖。

如今，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
国民间救援力量也日益成熟，有
若干个具有相同属性的平台型、
枢纽型组织出现———“壹基金救
援联盟”“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中
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中
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 等各
种救援平台相继成立。

作用受到政府肯定

民间力量在灾害救援中的
作用也逐步受到了政府的肯定。

2015 年 10 月 8 日， 民政部
制定印发了《关于支持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
见》， 其中在支持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救灾工作的主要任务中提
出，要制定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
工作预案和操作规程。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防灾减灾
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发
布，指出，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
机制。 坚持鼓励支持、引导规范、
效率优先、自愿自助原则，研究
制定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防灾
减灾救灾的相关政策法规、行业
标准、行为准则，搭建社会组织、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的协调
服务平台和信息导向平台。

2016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国家综合防灾减灾
规划（2016－2020 年）》。一系列政
策法规出台及试点，均是从政府
部门的视角，支持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救灾工作。 与此同时，从社
会组织视角，在加强学习相关政
策法规外，如何有效贯彻落实相
关政策，与政府相关政策进行有
效对接，完善社会组织自身在相
关政策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当前
急需推进的工作。

5 大原则 18 条指南

灾害救援是在特殊情况、特
定环境、特别时期开展的特殊工
作，高效有序规范是救灾工作的
核心要求和基本原则。 社会力量
参与救灾迫切需要加强专业性
建设，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提
升专业能力，推动形成社会力量
有序有效参与救灾的行动共识。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牵头，
联合多家社会组织、 平台机构和
研究机构， 集中各方的智慧和经
验，共同起草制定了《指南》。《指
南》的发布，有利于促进社会力量
面对灾害救援， 既能做到积极响
应，自发、自觉，又能做到规范行
动，自律、自治，对于提升社会救
灾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指南》 总结了近年来社会
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经验和教
训， 提炼出 5 条基本原则和 18

条具体行动指南。
基本原则， 一是定位准确，

有序参与。 社会力量作为政府救
灾的补充力量，应在政府统一指
挥和统筹协调下有序参与救灾
工作。

二是理性救灾， 量力而行。
不做超出社会力量自身能力及
对灾区无实质性帮助的事。

三是属地为主， 效率优先。
以属地救援力量为主，不盲目前
往灾区； 以抢救生命为第一目
标，提升一线救灾效率。

四是需求为本，尊重生命。遵
循灾区需求，尊重受灾地区文化、
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 充分尊重
和保护受援人的权利和尊严。

五是严格自律，有效规范。践
行人道主义精神， 行动信息公开
透明，主动接受社会质询和监督。

18 条行动指南包含了应急
准备、启动响应、救灾行动、结项
撤离、信息传播发布等 5 个阶段
的关键性流程和措施，指导帮助
相关社会组织完善自身管理，规
范工作程序，更加有效有序参与
救灾工作。

目前，该《指南》已向社会组
织开放，旨在通过《指南》的发布
和推广，动员和鼓励更多的社会
组织作为《指南》联合发起单位
加入进来，在《指南》（2017 版）基
础上，共同讨论不断完善《指南》
相关内容。 并以《指南》为契机，
在民政部救灾司的指导和支持
下，共同研究草拟社会组织参与
救灾工作的各项具体操作手册，
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救灾能力
建设，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一线救
灾能力。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民生银行举办特殊画展助力自闭症群体
2018 年 1 月 6 日，民生银行

携手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在北
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了主题
为“同执画笔，用心绘懂”的特殊
展览。 此次展览旨在以绘画创作
助力公益，深化民生银行“懂你
的银行”这一全新的零售银行品
牌形象。 活动邀请全国的小作者
与自闭症孩子共绘一幅画，呼吁
全社会来真正关注和理解自闭
症群体。

经过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携同数位知名艺术家的共同甄
选，最终共有 60 幅充满“懂”的
力量的代表作向公众正式展出。

用心懂得，以艺术助力公益

画展前夕，民生银行以北京
一家自闭症儿童关爱机构为真
实取材地，拍摄了一部公益短片
《懂，比爱更强大》，从一位特殊
教育学校老师的角度，讲述他与
一群自闭症孩子“因懂生爱，因
懂而坚持”的故事。 此短片一经
播出，便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

民生银行收集到短片主人
公———5 个自闭症孩子绘制的

“半幅画”，以此为模板，邀请全
国范围内客户与广大社会爱心
人士，同执画笔，通过完成半幅

画，用心去懂自闭症儿童群体。
此次活动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正式上线，共举办线下活动
400 余场，吸引全国近 5000 个家
庭参加， 共收到超过 4000 幅画
作，最终选出 60 幅代表作，在北
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展出。 画展现
场，知名艺术家邱志杰、陈曦、申
树斌、邬建安、章犇，中华社会救
助基金会代表杨旖旎，民生银行
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田丽，北京
分行行长助理许芳以及北京民
生现代美术馆副馆长郭晓彦出
席活动， 并围绕“艺术助力公
益”、“懂比爱更重要” 等话题展
开深入讨论。 此外，小朋友们现

场同绘半幅画， 专家给予指导，
讲解绘画知识，探索画作背后的

“懂”。
作为主办方代表，民生银行

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田丽分享：
“自 2017 年以来，民生银行发布
全新零售银行品牌口号———‘懂
你的银行’， 并于去年 6 月在全
国数千家网点同时开展懂你品
牌主题日活动。 通过全国分行联
动，正式拉开零售银行品牌战略
升级的序幕。 ”与此同时，民生银
行将每年的 6 月 6 日定为“懂你
的银行”品牌主题日，将“懂”的
内涵和品牌体验全面落地。 她补
充道：“我们基于对‘懂’的精神

的深度挖掘， 拍摄了公益短片
《懂，比爱更强大》，希望通过它
的传播，呼吁更多的人懂得和关
注自闭症人群，从而将‘懂’的力
量扩大到全社会的范围。 民生银
行也希望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
时，将‘懂你的银行’打造成一个
倾听消费者，理解消费者，并为
大家提供专业、贴心以及定制化
服务的品牌。 ”

此次用艺术助力公益的行
为，得到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与
数位艺术家的支持，中央美术学
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表
示：“用艺术创作作为桥梁与特
殊群体展开对话，超越语言和文
字的行为，让更多人能够切身感
受自闭症患者的世界。 相信民生
银行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真正
了解客户需求并积极实践承诺
的可信赖伙伴。 ”

懂你所想，用爱予你所需

据悉，全国每 1000 个儿童里
就有一个患有先天性自闭症。 截
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100 万儿
童被确诊为自闭症患者，无论是
孩子还是家长，在现实生活中的
处境都很艰难。 只有社会大众理
解其所需，才能真正帮助自闭症

群体融入社会。
多年来，民生银行持续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不断开展系列社
会公益活动，已在消费者层面及
社会层面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
自零售银行品牌战略升级以来，
民生银行更是希望以本次“同执
画笔，用心绘懂”活动为起点，以
“懂”的力量作为助力，将品牌公
益活动推上新的高度。

传递爱心，播撒懂的种子

“懂”的力量，是一种超越了
语言和行为的洞察力，是一种发
自内心传递爱的感染力，更是能
够提供对方真正所需，从而不断
散播的恒动力。 如同田丽副总经
理在展览中表示，此次活动的举
办初衷与民生“诚于民，道相生”
的企业价值观一脉相承，是民生
对“懂你的银行”定位的有力诠
释。

民生银行零售银行希望能
以朋友的形式，成为真正懂得客
户内在情感、生活点滴的合作伙
伴。 依据不同需求，为客户“量体
裁衣”，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
值得托付的金融服务，做一家真
正的“懂你的银行”。

（辜哲）

《指南》的发布将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加入救灾行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