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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在行动

爱心传递温暖，慈善凝聚力

量。2020 年 9 月 5 日是第五个

“中华慈善日”，为深入学习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传承

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

优良传统，弘扬慈善文化、推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县民政局通

过广泛发动、积极引导各公益慈

善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和公

益慈善活动，在全县范围掀起了

新一轮慈善公益热潮。

开展主题宣传：
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疫情防控

9月 5日，由县民政局、县慈

善总会主办，县同城爱心社工服务

中心、县96345社会公共服务中心

联合承办的“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

疫情防控”大型公益活动，在灵溪

镇公园山广场正式启动。

在活动现场，十余个“爱心摊

位”整齐摆开，来自各行各业的社

会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开展了爱

心便民服务、健康检查、慈善知识

宣传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慈善

活动，吸引了周边广大市民参与。

9 月 5 日，苍南爱友社工在

灵溪公园山雷锋站举行了一场

“牵起爱心的手 共享感恩的家”

为主题的活动，80多名慈善义工

参加了活动，通过视屏 PPT 讲

解，走上街头传单发放，宣传推

广慈善法，共同营造起浓厚的慈

善文化氛围。

开展扶贫帮困：
关爱特困贫病、孤寡老人
8 月 25 日，在第五个“中华

慈善日”来临之际，苍南县华山

公益服务中心十多位慈善义工、

爱心志愿者为五凤水沟村8户特

困、病困孤寡老人送去爱心红

包。8月 27日，华山公益志愿者

和专家医师又走进水沟村开展

义诊活动，为该村 48位 65岁以

上老人开展义诊活动，并为他们

建立了健康档案。

日前，松山青年志愿者在得

知一位优秀志愿者的母亲不幸身

患癌症，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一

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情况后，志愿

们自行发起捐款，伸援手献爱心，

短短一天时间筹得爱心款10500
元，来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为迎接慈善日的到来，9月5
日上午，同德爱心志愿者们来到

了岱岭畲族乡云山村慰问贫困

家庭范先生。据了解，范先生一

家三口都残疾，生活主要靠低保

收入。为此，志愿者们给他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

开展爱心助学：
携手共进筑梦未来

正值开学季，为迎接“中华

慈善日”的到来，9月 4日，桥墩

爱尚公益组织了主题为“助力贫

困学子成长成才”的帮扶困难家

庭学子活动。志愿者一行十余

人来到桥墩小学，共为 23 位贫

困家庭学子送上了助学金。

9月5日，县慈航救援服务中

心爱心驿站组织志愿者在藻溪开

展“携手献爱心 共度慈善日”慈

善助学活动，共为 5位特困家庭

学子送去慰问物资和助学金。

结对四川红原：
持续多年对口帮扶

在慈善日到来之前，钱库商

企协会联合钱库镇发动当地企

业家代表，组团前往海拔3500米

的四川省西部高原红原县开展

东西部扶贫协作考察交流活动。

代表团一行来到红原县麦

洼乡考察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现

状，并在麦洼乡举行了结对帮扶

捐赠仪式。据悉，从 2018 年开

始，该镇已连续三年与红原县麦

洼乡进行对口帮扶活动，每年送

去 10 万元的帮扶资金，今年由

温州市华联印业有限公司、苍

南县贝诺塑膜制品加工厂、浙

江顺福印业有限公司、温州春

园烫画科技有限公司四家企业

共同出资。 （从容）

爱心助学 扶贫帮困 结对帮扶

中华慈善日，苍南社会组织“益”起来

今年年初，面对新冠疫情来

势汹汹，县慈善总会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反应迅

速，组织严密，措施有力，落实到

位，成效非常显著。据统计，全

县各级慈善组织共筹募款物

1665.53 万元，其中疫情防控款

物 1170.83 万元；支出救助款物

1978.48 万元，其中疫情防控支

出1170.83万元。

坚持精准施策，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在抗疫伊始，县慈善

总会通过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向社会公布了疫情

公开募捐捐赠渠道，号召大家发

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优良传统，积极捐赠善款、善

物，支援我县及湖北等地的疫情

防控工作。截止 6月底，慈善总

会共接收疫情防控社会捐款

1154.22 万元，以及来自社会各

界的捐赠物品，对募集的专项款

物全部实施专账管理，全部公示

使用去向，接受县审计部门和社

会监督。目前，所有款物均拨付

到位，实现账户0结余。

拓宽筹款渠道，实现慈善募

集多元化。一是开展常态化的

“慈善一日捐”募捐活动。由我

县两办发文号召依法开展“一日

捐”活动，慈善总会负责实施并

接收捐款。二是积极引导定向

捐赠、拓展专项基金。鼓励爱心

企业、个人定向捐赠，重点支持

农村建设、扶贫济困、教育、文

化、卫生等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突出救助重点，推进慈善救

助精准化。在慈善助困方面。春

节前夕举办两场迎新慈善宴活

动，与 90名矾矿困难职工及 150
名金乡镇困难群众共享爱心慈善

大餐。县委书记黄荣定，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县慈善总会会长

丁振俊，副县长曾迎玲等出席金

乡慈善宴并为困难群众发放慰问

金。联合县融媒体中心一行，慰

问《温暖2020·慈善新闻行动》中

的 3户困难家庭。“铭记项目”在

妇女节、劳动节、建党节等节日慰

问各行困难对象 31名。“六一”

儿童节，走访我县多家自闭症训

练中心，慰问41名家境困难的自

闭症儿童。

在慈善助医方面。1-6 月

份，大病救助项目全县各级慈善

组织共支出救助资金 96.55 万

元。春晖基金救助我县患“两

癌”妇女 7人，支出救助金 2.4万

元。医疗救助慈善补充保障计

划 1-3 月份以来共救助低保户

76位，支出救助金29.51万元。

在慈善助老方面。品牌助老

项目“孝心基金”支出 11.6万元，

慰问矾山等地特困老人40名。

在配合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合作）工作方面。

做好对口帮扶资金的接收、拨付

使用及监管等环节。截止 6 月

底，已接收一家爱心单位捐赠的

东西部结对帮扶资金20万元。

在扎实推进农村造血型帮扶

基地创建工作方面。5月份，根据

市慈善总会《关于开展第二轮温

州市“农村造血型扶贫基地”项目

工作安排的通知》，经乡镇慈善会

筛查，县总会调研后，上报我县三

家基地参与市慈善总会评估。

加强基层建设，提升工作效

能最大化。5月 29日，圆满召开

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对获

得2019年度慈善荣誉的单位、个

人及 2020年度抗疫突出贡献者

进行了表彰；筹备成立苍南县慈

善总会义工分会；开展2019年定

向捐赠项目及 2020年新冠疫情

防控捐赠资金使用跟踪核查工

作，分阶段对我县各乡镇慈善会

开展核查，灵溪、马站、金乡、桥

墩等四个乡镇现已完成第一阶

段核查工作；积极开展学习交流

和各项评选活动，参加省慈善联

合总会举办的 2020年之江公益

沙龙，探讨公益组织抗击疫情期

间的不足与反思，探索后疫情时

期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路径，学

习优秀公益组织参与突发救助

事件的宝贵经验。

加强各方联动，促使慈善氛

围最优化。继续与县融媒体中

心合作开展《温暖 2020·慈善新

闻行动》栏目，制作并播出3期节

目，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积极发

挥自媒体平台功能，宣传慈善工

作。截止6月底，已累计在《今日

苍南》上发表慈善相关报道 12
篇，专版新闻5版；在县广播电视

台《苍南新闻》中播出慈善活动

相关报道11次。 （慈会）

精准施策 突出重点 加强坚守

县慈善总会：以实际行动支撑善的力量

为进一步宣传《慈善法》，

深入普及慈善知识，弘扬新时

代慈善文化，9 月 5 日，在第五

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由县

民政局、县慈善总会主办的“决

战脱贫攻坚 助力疫情防控”大

型公益活动，在灵溪镇公园山

广场正式启动。图为当晚举办

的义演晚会。 （林敏/摄）

9月3日-9月7日，群鹰救援

开展进学校防台防汛宣传教育活

动，分别走进苍南县灵溪镇四中、

灵溪镇小博士幼儿园、苍南县世

纪阳光幼儿园等多家教育机构，

增强师生防汛、防台风等安全意

识，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

件的能力，共受益600多人。

（群鹰）

为更好促进就业，增强创业

者的劳动技能，9月 5日，县宜善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在宜山针织

园区开展了“青春助企增活力·创

业培训促发展”学习沙龙会活

动。共 40余名创业人员参加了

本次就业创业专题辅导。通过利

用全新的运营思维吸引足够的客

源，让学员们实现无忧创业，轻松

致富。

（宜善）

今年以来，苍南县唐风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开展走进灵溪，腾

垟，莒溪，桥墩的等地，带动乡村

妇女利用碎片时间绣衣服，挣工

资，贴补家用。计划从六月份开

始到年底开展苍南女性“秀慧课

堂”钩绣技能培训，走进我县十几

个乡镇进行钩绣技公益活动约

15场次，受益群众达 400人。

（唐风）

安全教育进校园

青春助企增活力

秀慧课堂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