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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用好宣传好慈善法
“排头兵”扛大旗

省慈善总会作为全省性联
合性慈善组织，全省慈善事业
发展的排头兵，在学好用好宣
传好慈善法方面，责无旁贷地
扛起大旗。

慈善法将每年9月5日确
定为“中华慈善日”，成为加强
慈善宣传、传播慈善理念、弘扬
慈善文化、营造慈善氛围、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投身慈善的重要
抓手。省慈善总会紧紧抓住

“中华慈善日”这一契机，从
2016年至 2019年，在省委宣
传部、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支
持下，连续4年成功举办集普
法、募捐、救助、宣传于一体的

“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全面
展示了自慈善法实施以来河南
慈善事业的发展成就，受到省
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与社会
各界普遍欢迎。

2020年“中华慈善日”，省

慈善总会将与中华
慈善总会、省委宣传
部等联合举办以“汇
大爱共克疫情、集善
行决胜小康”为主题

的慈善活动，更多精彩
令人期待。
除开展“中华慈善日”主

题活动外，省慈善总会还开展
了全省慈善会系统学习贯彻慈
善法培训班、河南省民营企业
家代表学习贯彻慈善法座谈
会、书画名家慈善邀请展、慈善
法知识竞赛等多种丰富多彩的
活动，并连续四年举办全省中
小学生慈善征文大赛，吸引了
全省各地20多万名中小学生
参与其中……通过这些活动带
动和广泛宣传，让慈善法深入
人心，并有效促进了慈善法的
贯彻落实。

依法依规开展慈善工作
聚焦“五大慈善”

“要发挥好慈善事业在第
三次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我们全
面贯彻落实慈善法。”今年7月
6日，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
受邀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
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进行贯
彻实施《慈善法》情况汇报时，

详细介绍了省慈善总会依法依
规开展主要工作的情况。

——加大募捐力度，建设
“实力慈善”。在省慈善总会积
极动员下，涌现出以建业集团、
天伦集团、平煤神马集团、牧原
集团、河南中烟集团、河南大地
水泥有限公司、大桥石化集团、
圣玛斯集团、侯建芳家族、薛景
霞、秦英林和钱瑛夫妇、任太平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回报
社会，为做好慈善救助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并发挥了很好
的引领作用。

在设立各类慈善基金、主动
对接外联合作的同时，省慈善总
会不断加大网络募捐力度，推动
网络募捐成为新的增长点，加强
与腾讯公益等互联网平台合作，
拓展网络募捐渠道，拓宽网民参
与范围。仅 2019年“99公益
日”三天就募集善款8373万元，
在全国省级慈善会中位居第三，
河南网络募捐工作由此迈入全
国第一方阵。

——助力脱贫攻坚，发展
“高效慈善”。省慈善总会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以助力脱贫
攻坚为重点，倡导全省慈善一
盘棋，整合慈善资源，坚持精准
救助，积极开展一系列慈善救
助项目：“益路童行——关爱困

境儿童项目”，至今已资助了
16家机构，5842名困境儿童；

“助力脱贫攻坚点亮学子希望”
慈善助学活动连续开展四年，
已帮助贫困大学新生9549名；
动员一批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
开展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项
目;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实施

“为生命续航——大病赠药项
目”，救助各类癌症及大病患者
119725人次，为推动10种药
品成功纳入医保目录，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了积极贡
献……4年多来，围绕脱贫攻
坚，省慈善总会推出了近20项
慈善项目，切实发挥了慈善事
业扶贫济困的积极作用。

——加强慈善宣传，推进
“全民慈善”。充分利用报刊、
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互联
网，策划组织相关的宣传报道
和宣传活动，加强慈善文化传
播。充分运用《河南慈善》、河
南慈善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
身宣传阵地开展慈善宣传。同
时，以慈善文化教育基地、慈善
医院、中小学生慈善征文比赛
等为载体，推进慈善进社区、进
校园。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
报及省内多家主流媒体都对总
会工作进行过深入报道，社会
反响强烈。

——加强规范运作，打造
“法治慈善”。省慈善总会根据

慈善法精神，不断完善以章程
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
捐赠和救助流程，完善捐赠合
同审批程序，推进内部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按照慈善法要
求和捐赠协议约定，严格慈善
款物的管理和使用，加强内部
控制和内部审计，不断提高慈
善资源使用效益，确保每一分
善款都能及时、有效地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

——坚持信息公开，打造
“阳光慈善”。“我们把‘善款善
用，诚信透明’作为承诺，切实
履行信息公开责任，努力把慈
善打造成‘玻璃缸中的事业’。”
邓永俭会长表示，省慈善总会
通过河南慈善网，按要求及时
发布慈善信息，实现了捐赠收
入和救助支出日公示、慈善项
目动态公示，让善款善物来去
透明、使用清楚、公众放心，同
时，自觉接受行政监督、社会监
督，全力维护“慈善透明卓越组
织”荣誉，使省慈善总会的公信
力不断增强。

“慈善事业永远在路上。”
邓永俭会长表示，2020年是决
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省慈善总会将继续
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推动以
法治善、以法促善，努力谱写河
南慈善工作新篇章，推动我省
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 9月1日，记
者从河南省足协了解到，
2020“建业杯”因爱而战
业余五人制联赛的报名
通道正式开启，在受疫情
影响推迟了4个月后，这
项全省规模最大的业余
足球赛事在 9月火热回
归。

此次赛事由河南省
慈善总会、河南省球类运
动管理中心、河南省足协
主办，河南足球事业发展
基金会承办，建业集团提

供全额资金支持。“建业
杯”创办于2018年，是河
南省内规模最大、参赛人
数最多的五人制业余足
球赛事，首届比赛即有
132支队伍参赛，在省内
10市举行。

今年，受疫情影响，
“建业杯”的启动时间相
比去年晚了近4个月，赛
程和比赛规模也将大幅压
缩，设计参赛队伍总数将
减少到160支。不过比赛
仍将覆盖全省18个省辖

市全面举行。根据组委会
的计划，今年的比赛将分
为城市预选赛和决赛两个
阶段，预选赛阶段，郑州、
洛阳两地的参赛队伍为
16支，其他16个省辖市参
赛队伍均为8支。

根据赛程，9 月 12
日，首阶段的城市预选赛
将在省内18个省辖市全
面打响，随后各市冠军进
入5个赛区，进而决出八
强，最终的总冠军将在10
月25日产生。

河南省慈善总会深入贯彻实施慈善法
努力打造实力慈善、高效慈善、全民慈善、法治慈善、阳光慈善——

助力脱贫攻坚 彰显慈善力量

依法治善，砺行致
远，善莫大焉。2016年9月 1

日起，随着《慈善法》正式实施，我国
迎来依法治善新时代。四年来，在大爱河
南，慈善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温
暖人心，改变命运，丰盈灵魂……

2016年以来，河南省慈善总会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围
绕全省脱贫攻坚大局，全面深入贯彻落实慈
善法，坚持新发展理念，依法依规开展慈善
活动，努力打造实力慈善、高效慈善、全
民慈善、法治慈善、阳光慈善，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彰显了慈善的力

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9月1日，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获
悉，成龙电影《急先锋》宣
布定档9月30日，作为目
前国庆档中唯一一部超
级动作大片，《急先锋》以
满血复活勇往直前的决
心，为 2020年的影院再

添火力。
电影《急先锋》由唐

季礼执导，成龙、杨洋、艾
伦、徐若晗、母其弥雅领
衔主演，朱正廷特别出
演，讲述国际安保团队惊
险刺激的跨国营救故
事。

9月30日，陈可辛执
导的影片《夺冠》正式上
映，这也是今年春节档撤
档影片中首部上映的影
片，该片讲述了中国女排
历年来的夺冠故事，也是
巩俐和黄渤首部合作的
影片，票房潜力十足。

9月1日上午，由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

“金牛送福 家和业兴——
《辛丑年》特种邮票印刷开
机仪式”在北京邮票印制
局举行。

《辛丑年》特种邮票是
中国生肖邮票序列第四轮
中的第六套，由著名画家
姚钟华创作，延续了第四
轮生肖邮票的“家国”理
念，一套两枚分别展示了
国家的期许、家庭的企盼，
组合而成浓浓的新春祝
福。其中，第一枚名为“奋
发图强”，描绘了雄壮有
力、一往无前的奔牛形
象。公牛四蹄扬起，昂首
向前，目光炯炯，表达出不
畏艰险、砥砺前行，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的寓意。第二枚名为

“牛年大吉”，通过大牛与
小牛舐犊情深的温馨画
面，向全国人民传递家庭
兴旺和谐、团圆美满的美
好祝愿。

2021年1月5日，《辛
丑年》特种邮票将正式上
市发售。 据人民日报

官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峰 实习生 郑艳

生肖牛年邮票来了！ 定档！ 春节档电影逐渐“复活”
成龙电影《急先锋》9月30日上映

启动！全省规模最大的业余足球比赛
开始报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玮皓“奋发图强”

“牛年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