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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
参与一线救援

记者从壹基金方面了解到，
7 月 20 日下午，根据河南省的灾
情发展，壹基金启动Ⅲ级应急救
灾响应。 21 日凌晨 3 时，升级为
Ⅱ级应急救灾响应。

据壹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河南省 12
支救援队伍已在郑州市城区、郑
州巩义市、安阳市、平顶山的郏
县和宝丰县、驻马店市泌阳县和
济源、焦作孟州市、许昌市等地
开展转移群众等应急救援行动。

与此同时，壹基金紧急救援
项目山东 7 支救援队紧急响应，
共计 49 名援救队员、14 辆救援
车、13 艘冲锋舟、12 台马达、11
个激流救援装备包、2 台发电机，
于 7 月 21 日 0:20 从山东前往郑
州展开救援工作。

20 日 20 时， 壹基金在河南
郑州的备灾仓库启动备勤响应。
21 时，壹基金在西安、长沙的备
灾仓库启动响应，调运救灾温暖
箱等救灾物资，同步启动采购编
织袋等防汛物资、弥雾机等环境
消杀物资、粮油。 待各受灾地区
恢复交通通行条件后，立即针对
儿童、 家庭紧急生活救助的需
求，发放救灾温暖箱、睡袋、粮油
等救灾物资。

截至目前，壹基金西安备灾
仓库的救灾物资正在分装，将启
运发往河南， 包括：1000 个救灾
温暖箱，1000 个卫生包，2000 个
睡袋。

在筹款方面，“壹基金紧急驰
援河南洪涝灾害行动” 已在轻松

公益、水滴公益、腾讯公益、新浪
微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
益等平台上线募捐，筹集款物。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发放赈济家庭箱

针对河南暴雨灾害，7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红基会”）紧急启动“天使之
旅 2021-驰援河南洪灾行动”，中
国红基会救灾工作组在河南灾区
一线了解灾区情况和实际需求，
先期支援河南省受灾地区 5000
只赈济家庭箱， 为受灾群众提供
食物、 雨衣、 日化用品等急需物
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同时，由山东聊城特战救援
队、 河北岭俊救援队等组成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河南救
援队” 于 7 月 21 日相继抵达河
南，支援当地抗洪救灾工作。

中国红基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持续支援抗洪一线应
急救援队开展救灾工作，组织红
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协助
当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
灾返贫和灾后疫情，并支持灾后
重建。

灾情发生后， 爱心企业、社
会各界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积极支援河南灾区。 其中美团公
益基金会捐赠 1 亿元，联合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优先
为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灾后卫生

防疫等提供服务；腾讯基金会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1000 万
元，支持抗洪一线救援队开展防
汛救灾工作及其人员保障、受灾
地区消杀防疫等；石家庄以岭药
业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连花
呼吸健康公益行”项目向河南省
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
个人防疫及消杀物资；百胜中国
携旗下小肥羊品牌向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捐赠价值 100 万元的
小肥羊自煮小火锅，紧急支援救
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等。

据了解， 针对此次灾害，中
国红基会也在美团公益平台开
展了线上筹款活动， 计划筹集
2000 只赈济家庭箱，为河南郑州
受灾家庭提供一周应急生活所
需。 计划筹款金额为 60 万元，截
至 7 月 21 日 22 时， 实际筹集善
款为 51.0496 万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启动“援助河南紧急行动”

记者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获
悉，河南灾情发生后，中国青基会
于 7 月 21 日启动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响应机制， 成立了抗汛救灾
专项工作组， 联合有关省级青基
会共同开展“抗汛救灾， 希望同
行———希望工程援助河南紧急行
动”，积极了解灾区受灾情况和需
求， 全力做好受灾青少年帮扶救

助关爱工作。
据中国青基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抗汛救灾，希望同
行———希望工程援
助河南紧急行动”
主要聚焦三项工
作： 一是资助灾区
困难家庭青少年，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
学业； 二是全力支
持灾区受灾中小学
开展灾后重建，确
保新学期按时复
课； 三是支持青年
志愿服务队开展防
汛救灾志愿服务。

与此同时，中
国青基会第一时
间向河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拨
付 150 万元， 用于
资助灾区困难家

庭青少年，帮助孩子及其家庭渡
过难关。

除了启动紧急行动外， 中国
青基会也在帮帮公益平台开展了
线上筹款活动，截至 7月 21日 22
时，共筹集善款 30270.6元。

记者从中国青基会处获悉，
线上筹集善款将用于资助灾区
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义务教育
阶段（小学、初中）标准 1000 元/
人，高中阶段（含中职中专）标准
3000 元/人，大学阶段（含高职高
专）标准 5000 元/人。对于特殊困
难家庭青少年， 可提高资助标
准。 可通过学生本人自愿向所在
地团组织申请助学金。 审核通过
后，由中国青基会将助学金拨付
至省级青基会，省级青基会将助
学金一次性以银行转账方式划
拨至受助人指定账户。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启动救灾救援应急机制

灾情发生后，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思源工
程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了“思
源工程” 救灾救援应急机制，及
时联系民建河南省委会了解当
地灾情和需求， 并倡议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爱心力
量参与救灾行动。

据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李晓林介绍，7 月 20
日晚，“思源工程”启动救灾救援
应急机制后，成立救灾救援工作
组进行分工，一是与民建河南省
委会及当地政府部门联系，了解
受灾情况和需求；二是在微公益
平台上线项目进行筹款，1 个多
小时筹集善款超 101.19 万元，近
6 万爱心网友捐赠； 三是倡议爱
心企业、专项基金等参与本次洪
涝灾害的救灾救援工作中；四是
落实紧急物资援助事宜，首批应
急安全卫生和生活物资（包含急
救箱、纱布等），21 日上午已经装
车发往河南， 火速支援受灾地
区；四是协调北京绿舟应急救援
促进中心，随物资车队奔赴河南
开展救援救灾和发放物资；五是

“思源工程” 旗下的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帮
帮公益，联系并配合社会组织开
展救灾救援行动。

7 月 21 日上午，思源工程基
金会发往河南的物资是 4000 个
赈灾应急箱，抵达后将由河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接收，统筹发放给
一线救灾人员及受灾群众。 7 月
21 日下午，思源工程基金会紧急
拨付 108.35 余万元用于救灾救
援。此外，7 月 21 日傍晚，思源工
程基金会按照公允价值，紧急采
购 2.4 万箱 57.6 万瓶娃哈哈纯净
水送往河南。

被问及面对突发性灾情，社
会组织层面可以发挥优势开展
哪些行动，李晓林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其
专业性、灵活性、广泛性等优势，
一是支持专业的救援队开展群
众安全转移、 被困人员搜救、卫
生防疫、物资发放等救灾救援工
作， 避免发生次生灾害和疫情；
二是及时拨付当地受灾群众急
需的生活用品、医疗卫生用品等
物资， 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三是对于因灾害而导致生活困
难的学生、妇女儿童、老年人等
群体，提供定向帮扶，防止因灾
返贫;四是助力灾重建工作，帮助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帮助当地尽
快恢复生产生活。

此次灾情，公众的筹款积极
性很高，思源工程基金会从 7 月
20 日晚上在微公益发出救灾救
援项目后，7 月 21 日分别在支付
宝公益上发布项目，3 个多小时
共筹集善款超 600 万元，公益爱
心用户超 23.96 万名。据了解，思
源工程基金会也在帮帮公益、腾
讯公益等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
线项目，目前爱心网友继续在捐
款支持救灾救援工作。

爱德基金会：
回应灾区点状需求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
与前线伙伴取得联系，开展了灾
情信息搜集和需求调研工作，今
天将采购的第一批物资（饮用
水、面包等应急食品）装车发往
郑州。 目前我们主要在做灾区的
点状需求回应。 ”爱德基金会灾
害管理与社区发展团队主任谭
花表示。

河南灾情发生后， 爱德基金
会总部虽然因为受南京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无法前往一线， 但仍
然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响应和
线上筹款工作。 据谭花介绍，7月
20 日晚，爱德通过跟当地相关机
构了解灾区情况后， 开展了回应
灾区点状需求的工作， 并调配了
爱德基金会在各地的兄弟机构的
人员前往一线开展救援工作。“我
们从兄弟机构调配的 4 人前往郑
州，计划 22日到达。 ”

谭花告诉记者，一线救援人
员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转移和搜
救，还顾及不到太多生活救助类
的需求。 包括郑州市区的一些主
干道及地势较高的地方，水虽然
退了，仍需要开展相关的清淤工
作;食物、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匮乏
仍是重点，各大商超的物资呈现
售空状态。

【下转 10 版】

壹基金：
参与一线救援

记者从壹基金方面了解到，
7 月 20 日下午，根据河南省的灾
情发展，壹基金启动Ⅲ级应急救
灾响应。 21 日凌晨 3 时，升级为
Ⅱ级应急救灾响应。

据壹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
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河南省 12
支救援队伍已在郑州市城区、郑
州巩义市、安阳市、平顶山的郏
县和宝丰县、驻马店市泌阳县和
济源、焦作孟州市、许昌市等地
开展转移群众等应急救援行动。

与此同时，壹基金紧急救援
项目山东 7 支救援队紧急响应，
共计 49 名援救队员、14 辆救援
车、13 艘冲锋舟、12 台马达、11
个激流救援装备包、2 台发电机，
于 7 月 21 日 0:20 从山东前往郑
州展开救援工作。

20 日 20 时， 壹基金在河南
郑州的备灾仓库启动备勤响应。
21 时，壹基金在西安、长沙的备
灾仓库启动响应，调运救灾温暖
箱等救灾物资，同步启动采购编
织袋等防汛物资、弥雾机等环境
消杀物资、粮油。 待各受灾地区
恢复交通通行条件后，立即针对
儿童、 家庭紧急生活救助的需
求，发放救灾温暖箱、睡袋、粮油
等救灾物资。

截至目前，壹基金西安备灾
仓库的救灾物资正在分装，将启
运发往河南， 包括：1000 个救灾
温暖箱，1000 个卫生包，2000 个
睡袋。

在筹款方面，“壹基金紧急驰
援河南洪涝灾害行动” 已在轻松

公益、水滴公益、腾讯公益、新浪
微公益、阿里巴巴公益、支付宝公
益等平台上线募捐，筹集款物。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发放赈济家庭箱

针对河南暴雨灾害，7 月 20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红基会”）紧急启动“天使之
旅 2021-驰援河南洪灾行动”，中
国红基会救灾工作组在河南灾区
一线了解灾区情况和实际需求，
先期支援河南省受灾地区 5000
只赈济家庭箱， 为受灾群众提供
食物、 雨衣、 日化用品等急需物
资，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同时，由山东聊城特战救援
队、 河北岭俊救援队等组成的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驰援河南救
援队” 于 7 月 21 日相继抵达河
南，支援当地抗洪救灾工作。

中国红基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持续支援抗洪一线应
急救援队开展救灾工作，组织红
十字防疫消杀志愿服务队，协助
当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
灾返贫和灾后疫情，并支持灾后
重建。

灾情发生后， 爱心企业、社
会各界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积极支援河南灾区。 其中美团公
益基金会捐赠 1 亿元，联合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优先
为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灾后卫生

防疫等提供服务；腾讯基金会向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1000 万
元，支持抗洪一线救援队开展防
汛救灾工作及其人员保障、受灾
地区消杀防疫等；石家庄以岭药
业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连花
呼吸健康公益行”项目向河南省
红十字会捐赠价值 1000 万元的
个人防疫及消杀物资；百胜中国
携旗下小肥羊品牌向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捐赠价值 100 万元的
小肥羊自煮小火锅，紧急支援救
援人员和受灾群众等。

据了解， 针对此次灾害，中
国红基会也在美团公益平台开
展了线上筹款活动， 计划筹集
2000 只赈济家庭箱，为河南郑州
受灾家庭提供一周应急生活所
需。 计划筹款金额为 60 万元，截
至 7 月 21 日 22 时， 实际筹集善
款为 51.0496 万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启动“援助河南紧急行动”

记者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获
悉，河南灾情发生后，中国青基会
于 7 月 21 日启动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响应机制， 成立了抗汛救灾
专项工作组， 联合有关省级青基
会共同开展“抗汛救灾， 希望同
行———希望工程援助河南紧急行
动”，积极了解灾区受灾情况和需
求， 全力做好受灾青少年帮扶救

助关爱工作。
据中国青基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抗汛救灾，希望同
行———希望工程援
助河南紧急行动”
主要聚焦三项工
作： 一是资助灾区
困难家庭青少年，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
学业； 二是全力支
持灾区受灾中小学
开展灾后重建，确
保新学期按时复
课； 三是支持青年
志愿服务队开展防
汛救灾志愿服务。

与此同时，中
国青基会第一时
间向河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拨
付 150 万元， 用于
资助灾区困难家

庭青少年，帮助孩子及其家庭渡
过难关。

除了启动紧急行动外， 中国
青基会也在帮帮公益平台开展了
线上筹款活动，截至 7月 21日 22
时，共筹集善款 30270.6元。

记者从中国青基会处获悉，
线上筹集善款将用于资助灾区
家庭经济困难青少年，义务教育
阶段（小学、初中）标准 1000 元/
人，高中阶段（含中职中专）标准
3000 元/人，大学阶段（含高职高
专）标准 5000 元/人。对于特殊困
难家庭青少年， 可提高资助标
准。 可通过学生本人自愿向所在
地团组织申请助学金。 审核通过
后，由中国青基会将助学金拨付
至省级青基会，省级青基会将助
学金一次性以银行转账方式划
拨至受助人指定账户。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启动救灾救援应急机制

灾情发生后，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思源工
程基金会”）第一时间启动了“思
源工程” 救灾救援应急机制，及
时联系民建河南省委会了解当
地灾情和需求， 并倡议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各界爱心力
量参与救灾行动。

据思源工程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李晓林介绍，7 月 20
日晚，“思源工程”启动救灾救援
应急机制后，成立救灾救援工作
组进行分工，一是与民建河南省
委会及当地政府部门联系，了解
受灾情况和需求；二是在微公益
平台上线项目进行筹款，1 个多
小时筹集善款超 101.19 万元，近
6 万爱心网友捐赠； 三是倡议爱
心企业、专项基金等参与本次洪
涝灾害的救灾救援工作中；四是
落实紧急物资援助事宜，首批应
急安全卫生和生活物资（包含急
救箱、纱布等），21 日上午已经装
车发往河南， 火速支援受灾地
区；四是协调北京绿舟应急救援
促进中心，随物资车队奔赴河南
开展救援救灾和发放物资；五是

“思源工程” 旗下的慈善组织互
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帮
帮公益，联系并配合社会组织开
展救灾救援行动。

7 月 21 日上午，思源工程基
金会发往河南的物资是 4000 个
赈灾应急箱，抵达后将由河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接收，统筹发放给
一线救灾人员及受灾群众。 7 月
21 日下午，思源工程基金会紧急
拨付 108.35 余万元用于救灾救
援。此外，7 月 21 日傍晚，思源工
程基金会按照公允价值，紧急采
购 2.4 万箱 57.6 万瓶娃哈哈纯净
水送往河南。

被问及面对突发性灾情，社
会组织层面可以发挥优势开展
哪些行动，李晓林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其
专业性、灵活性、广泛性等优势，
一是支持专业的救援队开展群
众安全转移、 被困人员搜救、卫
生防疫、物资发放等救灾救援工
作， 避免发生次生灾害和疫情；
二是及时拨付当地受灾群众急
需的生活用品、医疗卫生用品等
物资， 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三是对于因灾害而导致生活困
难的学生、妇女儿童、老年人等
群体，提供定向帮扶，防止因灾
返贫;四是助力灾重建工作，帮助
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帮助当地尽
快恢复生产生活。

此次灾情，公众的筹款积极
性很高，思源工程基金会从 7 月
20 日晚上在微公益发出救灾救
援项目后，7 月 21 日分别在支付
宝公益上发布项目，3 个多小时
共筹集善款超 600 万元，公益爱
心用户超 23.96 万名。据了解，思
源工程基金会也在帮帮公益、腾
讯公益等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
线项目，目前爱心网友继续在捐
款支持救灾救援工作。

爱德基金会：
回应灾区点状需求

“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
与前线伙伴取得联系，开展了灾
情信息搜集和需求调研工作，今
天将采购的第一批物资（饮用
水、面包等应急食品）装车发往
郑州。 目前我们主要在做灾区的
点状需求回应。 ”爱德基金会灾
害管理与社区发展团队主任谭
花表示。

河南灾情发生后， 爱德基金
会总部虽然因为受南京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无法前往一线， 但仍
然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救灾响应和
线上筹款工作。 据谭花介绍，7月
20 日晚，爱德通过跟当地相关机
构了解灾区情况后， 开展了回应
灾区点状需求的工作， 并调配了
爱德基金会在各地的兄弟机构的
人员前往一线开展救援工作。“我
们从兄弟机构调配的 4 人前往郑
州，计划 22日到达。 ”

谭花告诉记者，一线救援人
员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转移和搜
救，还顾及不到太多生活救助类
的需求。 包括郑州市区的一些主
干道及地势较高的地方，水虽然
退了，仍需要开展相关的清淤工
作;食物、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匮乏
仍是重点，各大商超的物资呈现
售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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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 月 17 日以来 ，河
南省大部分地区遭

遇极端强降雨， 中部和西北
部出现大到暴雨 ， 郑州 、焦
作、新乡、洛阳、许昌、平顶山
等地 的 部 分地 区 出 现大 暴
雨，多地遭遇特大水灾。

7 月 21 日， 国家防总启
动防汛 I 级应急响应。郑州等
城市发生严重内涝 ， 一些河
流出现超警水位， 个别水库
崩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
消，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河南等地的灾情牵
动着全国亿万民众的心。

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资
源、关注易受影响弱势群体 、
助力复工复产及心理援助等
方面有先天优势。 记者重点
采访了几家参与此次河南洪
灾救援的社会组织， 了解他
们针对此次救援开展的具体
行动。

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社会力量在此次洪灾救援中
开展的相关行动，希望有更多
公益机构、企业及企业基金会
等参与进来，助力受灾地区早
日恢复正常。

7 月 21 日， 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河南
安阳救援队进行道路救援，处理紧急突发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