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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

2020年度品牌社会组织和社会

组织领军人物名单。本次评选

经全省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理

部门推荐、省民政厅复核、社会

公示、培训提升等程序，最终确

定 100 家 单 位 、200 名 个 人 为

2020年度浙江省品牌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领军人物。苍南县壹

加壹公益联合会及壹加壹创始

人张炳钩分别入选浙江省品牌

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领军人物。

据悉，苍南县壹加壹公益联

合会成立于2007年，前身为苍南

县防汛抗台志愿者联盟，正式登

记注册于2014年7月份，为4A级

社会组织。十多年来，壹加壹共

创建了“壹加壹属地救援模式”、

“壹加壹慈善孵化基地”公益品牌

项目 ，参加了 1000多次各类灾害

救援以及 4000多次各项爱心活

动，安全转移群众 10 万多人，救

援被困人员4000多人，志愿服务

总时数达20万多小时。

孵化基地以独特的“壹+N”

模式，融合未成年人矫正的“壹

次心”、扶残助残服务的“壹链

心”、敬老助老居家养老 服务的

“壹加益”、艾滋病预防的“壹起

来”、助学助困的“壹起帮”、新

居民服务的“壹家人”、关注两

癌健康的“壹路行”、自闭症专

业培 训的“星睿”等近 20 家不

同“壹”系列的社会组织，形成

一系列的壹聚合效应。在今年

抗击疫情工作中，壹加壹共组

织 453名壹加壹救援队员、志愿

者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时间上

达 10 万 多 小 时 ，爱 心 筹 款 达

2250多万元，为 575家企业提供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专业指导，

并积极参与消毒工作，消毒面

积达 500 多万平方米。

壹加壹创始人张炳钩，男，

苍南人。13年前他创立了全国

首家在民政注册的公益救援机

构一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

心，曾先后获得第八届中华慈善

奖、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

组织奖、全国首批志愿服务示范

团队等300多项荣誉。在他的带

领下，壹加壹率先提出“属地救

援模式”，以地理位置熟、周围环

境熟、人员情况熟、机制灵活等

公益服务特色脱颖而出，在参与

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2012年，成为国家民政部关

于民间组织参与政府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的试点单位。

2016年-2017年间，在国内

多次发生的洪涝灾害、台风灾

害、地震灾害等过程当中，张炳

钩协调全国数百家社会救灾机

构协助地方政府做好救灾工

作。随后，在厄瓜多尔地震、新

西兰地震、日本熊本地震、斯里

兰卡洪灾等国际救灾过程当中，

他又借助当地侨团的力量与国

内社会力量协同救灾。在今年

的战“疫”中，他第一时间组织

453名救援队员、志愿者参与一

线抗疫工作，并协助浙江省慈善

联合总会发起“共抗疫情，爱心

驰援"项目，搭建浙江省社会力

量联合抗疫协作网络，并在第一

时间协助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

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弛

援，共抗疫情"项目，筹款共计

2250万元。 （从容）

全省公布2020品牌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
“壹加壹”等榜上有名

日前，县摄影协会20余名

摄影师志愿者到即将拆迁的灵

溪老城房屋前，为这里的居民们

留下与世代居住的老屋的合影。

一座老房、一条老街、一个老区承

载了多少家庭数辈人的记忆，离

别前的合影显得弥足珍贵。

灵溪老街作为苍南城市文化

的发祥地，底蕴深厚、人文荟萃，

曾是县城最繁华的街区。今年以

来，灵溪老街列入灵溪镇老旧住

宅区改造工程，计划于年底动工

建设。为帮助居民留下永远的老

屋记忆，摄影师们用手中的镜头

定格了居民们与老屋的依依别离

情。 据悉，本次“老街记忆--留

下老城印象”主题摄影活动是由

苍南县文联与苍南县城老旧小区

改造建设中心主办，由苍南县摄

影协会承办。 （摄协）

留住老街记忆

最近，钱库商会在县委统战

部、工商联及钱库镇委、镇政府的

正确指导、领导下，通过前往周边

商会广场的走访学习，针对钱库

商会自身特点进行构思设计，对

设计方案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完

善，经过近 3个月时间的紧锣密

鼓，钱库商会广场的打造工作已

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

据悉，钱库商会广场是根据

温州市委统战部、温州市工商联

关于温州市商会发展综合体建设

的指导方案要求，坚持“资源集

中、功能集聚、服务集成”的原则，

着力把商企协会建成“两个健康”

先行区创建成果的展示窗口、商

企协会发展服务示范中心、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平台、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服务基地、民

营经济人士的温馨家园。

完工后的钱库商会广场整体

布局情况：一楼含有钱库概况及

地图、钱库商会广场LOGO墙、内

部企业会员信息平台触摸屏、宣

传片液晶屏幕、领导关怀栏、商会

广场简介，在会议室内含有投影

仪、荣誉墙、党建文化墙，楼道含

有会员风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二楼含有爱心公益行、这里是您

的“娘家”、“四好商会”做企业的

贴心人，“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

等栏目。

据了解，钱库商会综合体融

和钱库商会、钱库镇企业家协会、

苍南县印刷包装行业协会服务载

体，聚合多功能效应，积极服务于

本地商业、企业。钱库商企协会

共有会员 200多家，现为 4A级社

会团体组织，2019年 5月被温州

市工商联命名为“四好商会”。苍

南县印刷包装行业协会是龙港与

苍南分设后翻篇归零再出发，重

新建立理事会班子成员，现共有

会员 290家。下一步，钱库商会

综合体将以党建为引领，围绕民

营企业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

康成长的主题，创建成让企业暖

心、企业家舒心、政企连心的实践

平台。 （钱库商会）

展示商企协会新风貌

钱库商会全力
打造商会广场

最近，在第35个国际志愿者

日到来前夕，为进一步宣传、赞扬

和倡导志愿者的重要作用与奉献

精神，动员和凝聚更多的志愿者

服务社会、奉献爱心、传承文明，

由苍南县民政局、苍南县慈善总

会主办，苍南县慈善总会义工分

会承办 的几年“12.5”国际志愿者

日暨主题为“最美义工、大爱苍

南”的优秀慈善义工颁奖文艺晚

会在苍南县文化馆举行。

本次活动共对11位“县优秀

义工”、8位“市优秀义工”、9位

“市四星、五星义工”以及7家“优

秀社会组织”进行了表彰。在国

际志愿者日期间，除了本次表彰

颁奖活动外，我县还有多家社会

组织组织开展关爱空巢老人、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人、贫困

户等志愿服务，让群众感受温暖

就在身边。

苍南爱友社工组织志愿者走进

灵溪观美中心小学校园，开展彩虹

桥微心愿计划活动，为百名乡村校

园小学生发微心愿礼物，志愿者和

学生代表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

演。另外，爱友志愿者们还走进会

龙门社区雷锋站，开展多形式全方

位的服务与宣传，发扬志愿者理念，

开展公益理发，测量血压等便民服

务，同时聘请执业医生为老年人开

展保健医疗服务。为了让群众参与

到志愿者日的活动当中，雷锋站还

还通过宣传片播放，走上街头发放

志愿者日有关传单，志愿者日有奖

知识问答等环节，让群众参与到其

中，让志愿者日的理念深入人心。

县同城爱心社工组织志愿

者到藻溪镇和南宋镇等地为孤

寡老人送老人助行器的微心愿

及棉被等生活用品，并现场为老

人拼装、调试助行器，在寒冬里

为他们送上温暖和关怀。

县群鹰应急救援中心组织

连续2天“单车卫士”志愿者开展

共享单车大整治活动，对县城的

站南路、通福路、苍南动车站、汽

车北站、公园路、塘北路、河滨路

等主要路段乱停乱放的单车进

行整理，将其统一有序地排放。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营造人

人参与的浓烈社会氛围，镇计生

协、宜山社会工作站携手宜善公

益中心于 12月 4日上午在宜山

镇养老中心开展“关爱夕阳红.暖
心伴你我”健康沙龙活动，活动

现场还组织专业医疗人员为中

年老人提供义诊服务。

另外，还有县华山公益服务中

心组织15位志愿者前往革命老区

矾山镇杨子山村、三合新村开展助

老、扶老、“健康扶贫”活动为八位

病特困、孤寡老人送去了爱心红

包，并为他（她）们开展了修剪指

甲、理发、理疗活动。唐风职业技

能培训学校走进腾垟传星村开展

捐赠毛线给乡亲织毛衣活动。

近年来，我县公益组织组织和

志愿者大力弘扬志愿精神，倡导互

帮互助、平等友爱、助人为乐的社

会风气，在扶贫帮困、医疗救助、文

明礼仪传播、环境保护和大型活动

等重要领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涌现出一批志愿服务典型，对

推进我县文明城市创建、推动社会

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

进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我县社会组织开展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