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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慈善总会十年阳光之路
倾力帮扶彰显作为 尽心履职构建和谐

10载风雪无阻温暖路，万千与时俱进慈善人。回望10年，荥阳慈善总会在省、郑
州市的关心和领导下，在荥阳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热
情参与下，在广大慈善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以扶贫济困为宗旨逐步发展、完善。认真
贯彻落实《慈善法》、省市《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紧紧围绕荥阳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以“全民慈善、方便慈善、透明慈善、效益慈善”为内涵，开展创建
慈善城市活动，通过培育全民慈善意识，创新慈善募捐方式，拓展慈善服务领域，打造
荥阳特色慈善品牌等举措，每年实施40个慈善项目，组织900余场公益活动，募集善
款善物8933.11万元，发放救助金8023.89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0万余人次，在构建
和谐社会、创建文明城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支
持下，荥阳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
加强社会治理、推进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以创建全国星级慈善
城市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
抓手，党政支持、社会协同、全民
参与、凝聚合力，形成了具有一
定特色的慈善品牌和慈善文化。

2009年 8月，荥阳提出了
“全民慈善”理念，先后出台了

《关于在全市开展全民慈善活动
的意见》《关于创建荥阳慈善城
市的实施细则》《荥阳市创建慈
善城市实施方案》，倡导全民参
与慈善，着力创建以“全民慈善、
方便慈善、透明慈善、效益慈善”
为内涵的慈善城市。2009年11
月，荥阳成为民政部城市慈善发
展调研评估试点候选城市。
2010年，荥阳应邀参加民政部组

织的“全国部分省市慈善工作专
题座谈会”“全国慈善城市评估
标准讨论会”，8月荥阳被列为全
国首个慈善发展调查评估工作
试点县市。民政部中民慈善信
息捐助中心在荥阳开展调研，并
发布《荥阳市慈善事业发展纲
要》。中华慈善总会、省、郑州市
领导也先后对荥阳慈善工作做
出重要批示。

2016年 3月 16日，《慈善
法》分布，这是我国慈善事业迈
入法治化轨道的标志。荥阳根
据《慈善法》、国务院、省市《关
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实施
意见》及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出
台了符合荥阳实际的《荥阳市

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政府
主导、社会组织运作、各界参
与、舆论造势等多措并举的方
式宣传依法行善、依法管善的
新理念，达到了吸引民众、影响
民众、惠及民众的效果，荥阳上

下呈现出关心慈善、支持慈善、
参与慈善的良好局面。2016年
12月 26日，第四届“中国城市
公益慈善指数”在北京发布。
在发布的100个城市中，荥阳的
城市慈善总数位居全国第 36
位，荣获“慈善百强城市”。

2009年 12 月 22 日，荥阳
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确定每年 10月 12日为
“荥阳全民慈善日”。每年的
“荥阳全民慈善日”在荥阳市
委、市政府的精心部署、荥阳
慈善总会牵头组织、各部门联

动配合以及新闻媒体强力推
介下，引起荥阳各界的高度关
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组织系列救助活动等使市
民积极参与慈善，取得了显著
成效，一方面展示了“荥阳全
民慈善日”活动符合荥阳发展

的需要，深得民心；另一方面
反映出提倡多年的“全民慈
善”理念因“荥阳全民慈善日”
活动释放的能量正在被社会
各界认同和支持。“荥阳全民
慈善日”已成为荥阳的慈善品
牌与城市名片。

在荥阳大力推广合同认
捐、留本捐息、冠名基金等慈善
资金募集方式，建立了以“新田
基金”、“清华园慈善基金”“建
业大病救助专项基金”“扶贫济

困救助基金”“关爱困境儿童救
助基金”等各类慈善基金为基
础的长效化募捐机制。此外，
注重做好专项基金日常管理工
作，根据捐赠人的意愿，每季度

及时向捐赠人以电子或文本信
息的形式通报基金使用情况，
并通过荥阳慈善网和《荥阳慈
善报》进行公示，使捐赠人捐得
放心，用得明白。

通过品牌项目募集资金
助力扶贫济困

以各种主题活动为载体，围绕主旨，精心
组织和部署，有效开展好精准扶贫工作。成
功举办了诸如“家合爱心树慈善众筹”“关爱
困境儿童爱心义卖”“孤儿帮扶”“班班有个图
书角”“慈善村村行”等公益慈善项目，募集善
款的同时，体现了总会在帮扶助困中的组织
引领作用，也体现了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通过发展慈善超市、慈善医院、慈善饭店
等，积极倡导“人人可慈善”的理念，在超市、
医院、饭店等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162个，激
发人们的爱心，鼓励社会公众在“家门口”参
与慈善、支持慈善。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救到急处、难处
的原则，每年实施40个慈善项目，满足困难群
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丰富救助内容，延伸
救助群体，提高救助质量。

关爱困境儿童，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儿
童福利工作一直是总会每年的工作重点。首

先是做好孤儿帮扶工作，立足于“儿童福利
日”和“三个必访原则”,确保全市每名孤儿每
月不低于960元的生活养育保障，开展了孤儿
巡访、“小小飞行梦”成长体验夏令营、“爱心
红包”、“慈善微心愿”、“我的生日会”等项
目，投入资金 647.75万元，确保孤儿“同在蓝
天下 快乐共成长”，此项目于 2010年荣获中
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为了更好
地帮助困境儿童，使困境儿童项目运行后效
果达到行之有效，2015年开始着手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一是建立儿童福利三级服务体

系，通过县、乡、村建立儿童福利指导中心、
儿童福利指导站及儿童服务站，设立儿童督
导员岗位，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提供基础；
二是每年对荥阳困境儿童进行普查、巡访，
对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建立档案，有针对性
地开展慈善项目实施救助 10余个，投入项目
资金 58万元，惠及人员 4330人次；三是为荥
阳困境儿童每月发放养育补帖，进一步为荥
阳困境儿童提供帮扶，实现无缝隙救助，把
关爱困境儿童项目打造成新的慈善品牌和
亮点。

重点打造“关爱生命 点
亮希望”大病救助项目，为荥
阳贫困大病患者发放援助金
994.16万元。联合荥阳第二人
民医院开展“修身行善 慈善
医疗”公益项目，每年为全市
抗战老兵、退伍老兵、失独老
人、困境儿童发放价值10万元
的医疗爱心卡；开展“两癌”救
助，母亲节开展“闪光妈妈”贫
困母亲援助、“呵护心灵关爱
精神病患者等活动，为贫困患
者提供更好更实际的帮助。

圆梦贫困学子，共架爱心

桥携手育桃李。实施“爱心接
力 成就梦想”助学项目，每年
牵手荥阳六零集团、天兴建设
集团、荥阳农商银行等十余家
爱心企业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资助困难学生累计 4995 人
次，确保全市无一例学子因家
庭困难辍学。联合郑州海龙
集团开展“班班有个图书角”
爱心图书援助项目，为小乡村
小学赠送爱心图书价值 50万
余元。

关注孤寡老人，传递慈善
温暖促和谐。以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通过
开展“爱在慈善城 情暖夕阳
红”困难老人帮扶项目，在全
社会组织“敬老、爱老、助老”
系列活动，救助困难老人
5678人次，发放援助金 237万
元。开展“暖心计划”失独家
庭志愿服务、“向英雄致敬”
关爱抗战老兵、“九九重阳
节 浓浓敬老情”慈善助老项
目，为老人送去社会各界的
关爱温暖。2009年，此项目
荣获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
慈善项目。

围绕当前脱贫攻坚工作，
建立“扶贫 N+1”慈善互助平
台，对有爱心需求的贫困户搭
建受助平台，提供及时救助。
牵手慈善企业开展“星火燎原”
扶贫共建，为贫困村提供基建、
“造血”扶持。策划扶贫系列救
助项目，开展“丰民碾米设备”
捐赠、“阳光浴室”热水器捐赠、
慈善超市援助、残疾人助力金
等项目，对接扶贫项目 86个，
与36家爱心企业进行合作，投

入项目资金 481.81万元，为贫
困群众提供慈善服务。

爱心不分地域，慈善传递
荥阳大爱。在立足本地开展
慈善救助活动的同时，大力开
展对外救助宣传荥阳慈善。

如为汶川捐赠震灾款 818万
元，与省慈善总会援建西南旱
区22万元“爱心水窖”，与郑州
慈善总会远赴喀什、哈密开展
援疆行动，赴安阳灾区送去了
价值10万元的爱心物资。

在荥阳市各乡镇（街道）、
村（居），市直各单位、学校及
企业设立了 595个慈善工作
处（站），悬挂标识，专人负

责，充分发挥慈善工作处
（站）应有的作用，为顺利开
展慈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发挥志愿服务作

用，建立“建业爱心屋”、老年
大学志愿服务等各类志愿服
务队，为困难群众慰问演出，
送去温暖。

做好与各级新闻媒体的
合作，通过荥阳慈善网、《慈
善报》（总发行 131期）、郑州
晚报、手机报、微信等方式
宣传慈善文化。开展“荥阳
慈善奖”评选表彰，宣传扶
贫济困的慈善典型和凡人
善举。组织慈善书画展、慈
善婚礼、“善在我心”慈善文

化大赛、“感动荥阳爱心团
走基层”、“小爱心 大善举，
爱心储蓄罐免费赠送”等活
动，营造人人向善、行善的
良好氛围。

善行天下，大爱无疆。回
首十年，是荥阳慈善事业发展
不平凡的10年，也是收获的10
年，中华慈善奖、七星级慈善

城市、中国慈善百强城市、中
国慈善年度推动者、慈善披露
卓越组织、河南十大爱心集
体、郑州慈善大奖最具影响力
社会公益组织、创建慈善之城
先进县市、慈善扶贫先进单位
等各项殊荣,时刻印证着荥阳
慈善事业发展从点点星光到
艳阳高照。

各方支持、全民参与 共创星级慈善城市

依法行善、依法管善 培植慈善理念新“土壤”

务实作为、开拓创新，筹募救助工作取得新成效

通过增设慈善基金，开展特定帮扶

通过慈善载体募集资金，做“家门口”的慈善

加大医疗、教育救助，为贫困患者、贫困学子带来福音

助力精准扶贫
全方位关注贫困户

健全组织、加强管理，奠定慈善工作基础

加强宣传、弘扬慈善，营造慈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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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慈善总会联系技术员指导村民种植花椒树

端午节为老人送上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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