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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慈善城市建设慈善城市 温暖出彩郑州温暖出彩郑州
——郑州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慈善是人类之心所能领略到的最
真实的幸福。”如今，在郑州，这种真实
的幸福四溢弥漫、温暖人心。

地处黄河之滨、中原腹地的郑州，
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滋养下，一直都
崇尚和践行着“仁爱为本、广行善举”的
传统美德。

慈善是一种基于人性光辉的选
择。而慈善事业是弘扬善念、书写爱
心、造福民生、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自2013年郑州慈善总会第三届理
事会成立以来，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在各县（市）区、开发区的
有力配合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
支持下，郑州慈善总会在帮扶困难群
体、助力脱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
面作出重要贡献。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荣誉，就是郑
州“大爱之城”的坚实注脚。

截至 2018年年底，市本级共募集
善款 4.3亿元，慈善项目、慈善基金、精
准扶贫、SOS 紧急救助共支出 3.5 亿
元，救助各类困难群体280万人次。

六年来，郑州荣获“中华慈善奖”
“中国政府推动奖”“全国七星级慈善城
市”“5A级中国社会组织”“全国敬老文
明号”等荣誉称号。“中国慈善联合会人
才培养基地”落户郑州，助力全国慈善
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汇聚“郑能量”，慈善别样红。郑州
慈善总会充分挖掘慈善事业发展潜力，
适应新形势、树立新理念、创新募捐救
助方式，以慈善组织为中坚的各类慈善
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品牌慈善项目惠及
百姓，全民慈善意识显著增强，各类慈
善活动积极踊跃，走出了一条改善民生
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慈善事业发展之
路。

慈心善举，以点点爱心之光，温暖
出彩郑州。慈善，正成为郑州一张亮丽
新“名片”。

传播慈善理念 汇聚“郑能量”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慈善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慈善事业是一项为国
分忧、为民解愁的光荣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彰显了慈善事业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给慈善
组织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郑州慈善总
会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全市慈善系统开展学习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提高思想认
识，动员广大慈善工作者满怀信心投入
新时代慈善事业。

尊法兴善，弘扬善念。《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自2016年 9月 1日颁布实

施以来，为强化法治思维，树立依法行
善、依法治善、依法兴善的理念，郑州慈
善总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法》学
习宣传活动，举办学习《慈善法》培训
班，提高各级各部门和从业人员依法从
事慈善工作的认识，推动慈善事业沿着
法治化轨道健康发展。连续三年开展

“中华慈善日·郑州在行动”广场庆祝活
动，通过义诊、义卖、义演、公益骑行、绘
制善城蓝图等方式普及了《慈善法》知
识，传播了“全民慈善”的理念，在全市
掀起依法行善、依法治善的良好社会氛
围，激发了全社会义行善举的热情。

为让更多人认识慈善、了解慈善、
参与慈善，近年来，郑州慈善总会不断
加大对慈善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和互联网，通过
慈善周周行、爱满绿城、郑州慈善风云
榜等专题专栏，大力宣传各类慈行善举
和正面典型，着力推动慈善文化进机
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引
导社会公众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
慈善，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其中，联合省会新闻媒体结成爱
心大联盟，开展“慈善一小时”大型公益
活动，大力宣传郑州慈善总会提倡的
33条慈善行为，让全市市民积极参与
到慈善行动之中；编辑出版《郑州慈善
诗词集》和《郑州慈善风采录》，定期编
发《各地慈善动态》，定期印发《郑州慈
善》期刊，宣传慈善理念，传播慈善文
化。

开展慈善评选表彰活动，弘扬社会
正能量。自 2014年开展第二届“郑州
慈善风云榜样”和“郑州慈善大奖”评选
活动以来，每两年评选一次，通过网络
投票等环节，评选出对郑州慈善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单位、个人等近200
个，设立“风云企业排行榜”“风云爱心
单位排行榜”“风云爱心个人排行榜”

“风云志愿服务排行榜”“风云基金排行
榜”“风云项目排行榜”“风云新闻事件
排行榜”等奖项。通过评选表彰慈善典
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激发全社会的慈善热情，
激励更多单位和个人投身慈善事业，以
实际行动构建和谐郑州。

拓宽慈善途径 更好造福社会

弘扬慈善精神，拓展救助思路，郑
州慈善力量使贫困家庭燃起希望之光，

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蓝天。
六年多来，郑州慈善总会团结带领

广大慈善工作者、慈善志愿者，紧紧围
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署，不断创新慈
善发展理念，以“郑州慈善日”为契机，
以慈善项目为基石，以慈善基金为抓
手，探索演绎出灵活多样的扶贫模式，
形成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百花齐
放的社会效果。

自2007年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郑州慈善日”起的那一天，每年的 10
月 16日，对于郑州来讲，就被赋予了全
新的意义。这一天，已成为大爱绿城的
慈善节日。

目前，“郑州慈善日”活动已经连续
开展 11年，共募集款物超 10亿元，受
益群众达千万人次。每年，郑州市委办
公厅、市政府办公厅都联合下发《关于
开展“郑州慈善日”活动的通知》。省、
市领导对慈善日活动都给予了高度重
视和支持，出席慈善日活动仪式，带领
机关领导干部带头捐赠。各行业主管
部门分别组织召开动员会，发动企业家
奉献爱心、回报社会。

创新募捐形式，实现募捐机制长效
化。郑州慈善总会依法拓展慈善活动
领域，为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提
供参与慈善的新途径，让更多的困难群
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帮扶。六年来，先后
设立助医、助学、助残、助困、助老、救急
难、社区基金、个人冠名基金等各类慈
善基金 101 个，定向捐助资金 3.24 亿
元，支出2.5亿元，150万人次受益。

从2011年起，每年年末岁初，总有
一个慈善盛会令人期待——郑州慈善
总会慈善项目发布会。2019年 1月 9
日下午，“大爱郑州”再传“暖”消息——
今年，郑州慈善总会将拿出 1500万元
善款，实施38个慈善项目。

稳步推进慈善项目运行，以品牌慈
善项目吸引社会捐赠。2013年以来，郑
州慈善总会先后开展的“助医、助学、助
困、助残、安老、精准扶贫、困境儿童帮
扶、慈善文化建设、慈善志愿者发展”等
九大类慈善项目80余个，使用慈善资金
9700余万元，惠及困难群体百万人次以
上。为做好慈善项目的监管工作，郑州
慈善总会监事会，坚持对慈善项目、慈
善基金督导检查，给爱心人士捐出的每
一分钱都配上“安全锁”，维护慈善总会
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从现场捐款到银行转账，再到动动
手指就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捐款——在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郑州慈善总会创
新募捐方式，开启了“慈善+互联网”的新
时代，拓宽了慈善参与面和募捐范围，使
募捐对象不再局限于本区域。在筹集善
款的同时，吸引更多网友关注、推送、点
赞，提高慈善的社会参与度，为慈善汇聚
起更磅礴的力量。自2015年起，联合腾
讯公益平台上线 300多个网络众筹项
目，总阅读、转发量高达300万人次，募
集善款480余万元，捐款人数15万余人
次，救助社会困难群体千余人，为贫困大
病患者开辟了快捷通道。

慈善，是一缕阳光，温暖着受助者
的心坎；慈善，是一滴雨露，润泽着每一
位困境中的人。郑州的慈善之爱，跨越
高山大河，传至千里之外。

自 2016年起，郑州慈善总会先后
赴新疆喀什、哈密等地开展慈善援疆系
列公益行动。2017年郑州市民政局、郑
州慈善总会联合各县（市）区、开发区和
相关爱心单位先后注入290万元，设立

“郑州援疆慈善帮扶基金”，为郑州慈善
援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源源不绝的
保障力量。“郑伊慈善超市”援疆慈善项
目、“守护天使”困境儿童帮扶援疆慈善
项目、“童心桥”郑哈两地儿童互动夏令
营慈善项目、“白内障免费筛查治疗”援
疆慈善项目、“心通道”心理援疆慈善志
愿者服务项目等慈善项目的相继展开，
传递着绿城大爱，慈善情缘架起豫疆两
地人民“友谊桥”。

慈心为怀，引人向善；公益为本，扶
危济困。拓宽慈善途径，创新募捐形
式，提高慈善项目效能，郑州慈善正激
荡出更强大温暖的力量。

打造慈善城市 让爱洒满绿城

从“西瓜哥”卖瓜救妻引倾城之爱
到“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真情故事，从

“送水哥”、白血病女孩杜珊珊到仁医胡
佩兰，从“爱心花园”“爱心联盟”到“王
宽家”、陇海大院爱心群体……郑州这
座城市，书写着人间大爱。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是民政
部支持，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研发的一
套对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
监测和科学评价的指标体系，被业界形
象地称为“城市爱心 GDP”。2012年，
郑州首次参加第二届“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指数”统计，并在当年指数发布会上
被授予“七星级慈善城市”荣誉称号。
2018年，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
数”发布，在全国慈善百强排行榜上，郑
州慈善综合指数位居第 17位，在中部
城市中排在第2位。

那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一天：2014
年 11月 18日。那一天，郑州慈善人高
瞻远瞩地提出创建全国“慈善城市”行
动的新目标，努力让慈善成为郑州的新
标识。

慈善城市建设是城市治理模式创
新体系中具备柔性互动和显性社会效
果的有效方式。多年来，郑州把慈善事
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
级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每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都体现有慈善的内容，出台
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各县（市）区、
开发区相继成立慈善组织和乡村基层
慈善工作站（点），形成市、县、乡、村慈
善组织的全覆盖，有力彰显了慈善事业
的社会保障补充作用。

近年来，正是得益于慈善城市创建，
郑州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慈善理念深入
人心，加快了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在

“感动中国”人物17年评选中，河南有16
个人（集体）上榜，其中9人来自郑州。

职业化、专业化的队伍是慈善事业
发展的基石。2017年，中国慈善联合
会选址郑州，建设“中国慈善联合会人
才培养基地”，并在2018年举办两期来
自全国 150个城市慈善组织代表参加
的“中国慈善联合会人才培养基地”培
训班，大力培养发展了一批管理型、领
军型慈善人才，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组织人才队伍支撑。

“人人慈善为人人”。郑州慈善历
经多年发展，全市各类志愿者已经达到
城市人口的10%，与郑州慈善总会合作
的“医疗、环保、助残、助学、助老、抗癌”
等各个领域的慈善服务队伍近百支，每
年以郑州慈善名义开展的志愿服务活
动千余次，参与志愿者数十万人次，郑
州市志愿服务指数位居全国前列。连
续开展四届“志愿四方杯”公益慈善项
目创投大赛，扶持基层志愿者组织开展
慈善志愿服务。持续推进慈善志愿者
工作站建设，汇聚爱心、完善网络、健全
体系，加强慈善组织建设，推动慈善组
织向农村、向社区延伸，形成乡村、企业

上下贯通、左右相连的慈善组织网络，
确保慈善工作的全面顺利开展。

善心鉴日月，大爱永无疆。郑州全
国“慈善城市”创建之路，正润物细无声
般地丰富着这座城市的内涵和特质，铸
造着城市的新公益、新理念和新风尚。

立足崭新起点 展现更大作为

慈善，永远在路上，需要一棒接着
一棒跑。

2019年 3月 28日，对于郑州慈善
而言，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
天，郑州慈善总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从不同行业领域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理事会、监事会，并确立了新的发展
目标。

在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征程上，郑州慈善事业也迎来非常好
的发展机遇。“好形势催生高目标。”郑
州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姚待献
介绍，今后五年，郑州全市力争捐赠总
额超 15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超 500万
人次；发展志愿者超50万人；信息公开
达标率实现 100%；到 2023年，全市慈
善城市创建达标率达到 80%；各县
（市）区、开发区在辖区公共场所、旅游
观光景点等地方至少打造 1个慈善文
化园、慈善广场或其他慈善地标；市、县
（市）区、乡（镇办）、村（社区）四级慈善
网络全覆盖。

立足新起点、奋发新作为、建功新
时代。今年，郑州慈善总会将以“创建
全国慈善城市”为目标，以“中华慈善
日”和“郑州慈善日”为载体，持续抓重
点、攻难点、举亮点，统筹开展慈善事业
各项工作。巩固创新募捐平台，进一步
壮大慈善实力；以贫困区域和贫困人群
为重点，做好精准扶贫救助，大力宣传
慈善文化，营造慈善事业发展良好环
境；加强慈善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的培
训，完善基层慈善组织网络。多措并举
推动全民慈善，积极助力脱贫攻坚，推
进新时代慈善事业新发展，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对慈善事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努力实现慈善募捐任务3个亿，受助群
众50万人次，建设一个慈善文化园，全
民参与慈善活动达85%。

行走在时间里，奋斗在征途中。郑
州慈善总会锐意进取、接力奔跑，为推
动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断
凝聚爱心、汇聚力量。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
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一种基于人性光
辉的选择，而这种人性光辉，总是由内
而外、由近及远地普照。慈善的力量，
能让生命的乐章“声声不息”。

汇聚慈善“郑能量”，共建“大爱之
城”。郑州，必因慈善而更加温暖，必因
慈善而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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