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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慈善”引领中原慈善出彩新局面
——河南省慈善总会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个“中华慈善日”

四、全省慈善会系统优秀慈善组织名单

郑州慈善总会

周口市慈善总会

南阳市慈善总会

濮阳市慈善总会

许昌市慈善总会

安阳市慈善总会

鹤壁市慈善总会

林州市慈善总会

武陟县慈善协会

二七区慈善总会

河南省慈善会系统先进典型宣传活动荣誉榜

近年来，河南省慈善总会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民政厅指导下，在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为遵循，以扶贫济困为重点，坚持创新发展，努力服务脱贫攻坚，慈

善募捐、慈善救助、慈善宣传等工作都取得了显著进步，涌现出一批优秀单

位和优秀个人。为表彰先进，鼓励市县慈善会和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继续

关心支持慈善工作、参与慈善事业，省慈善总会决定开展先进典型宣传活

动，对近年来全省慈善会系统在慈善事业发展中贡献突出、作用明显的慈

善组织、爱心企业、慈善项目和爱心个人予以宣传。

希望荣登荣誉榜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在扶贫济困

中发挥榜样作用、作出新的贡献。希望社会各界向他们学习，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慈善薪火，累积慈善力量，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全省慈善会系统慈善楷模名单

牛振西 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长

毛兆祥 三门峡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任太平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应芬 焦作市屠王大骨头饭店经理

杨海波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河南区域总裁

宋兆普 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

张龑莉 河南省肿瘤医院主任医师

梁声翕 河南师范大学主治医师

窦东海 鹤壁市鼎鑫劳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薛景霞 河南康利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全省慈善会系统优秀爱心企业名单

伊电控股集团

平煤神马集团

祝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凤凰投资集团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三、全省慈善会系统优秀慈善项目名单

郑州慈善总会 聋艺画廊——助聋创业就业慈善项目

安阳市慈善总会 慈善血透项目

鹤壁市慈善总会 “营养加油站”项目

信阳市慈善总会 信阳市先定教育基会“圆梦行动”奖学项目

周口市慈善总会 周口市慈善总会爱心粥屋工作委员会“爱心粥”项目

濮阳市慈善总会 “慈善送温暖关爱贫困失能老人”活动项目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为爱而战——贫困孩子的足球梦”项目

鹿邑县慈善总会 “山果计划”困境儿童助养项目

武陟县慈善协会 武陟慈善助力脱贫攻坚项目

中牟县慈善总会 千人万岗·成就未来——助残脱贫公益慈善项目

1 坚持“法治慈善”
做到以法促善依法行善

2016年 9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
式实施。《慈善法》是中国慈善领域首部综合性基础
性法律，为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提供了法律框架和
制度保障，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化时代。

以《慈善法》为核心的慈善法律法规体系，为
新时代慈善事业提供了法律引领、法律规范和法
治保障。

自《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省慈善总会以实际
行动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慈善法》，通过召开全省民
营企业家学习贯彻《慈善法》座谈会，举办“善行中
原·助力脱贫”慈善法实施二周年暨“中华慈善日”
慈善活动、联办河南新闻广播《对话民生》节目等方
式，生动形象地宣传《慈善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省慈善总会以《慈善法》为基本遵循，不断增强
法治意识，持续提升法治素质和依法办事水平，把
各项慈善工作严格置于法律法规制度框架内，确保
各项慈善活动规范有序。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慈
善法》精神，不断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先
后建立完善了财务管理、基金管理、项目管理、志愿
者团队管理、信息公开、公文处理办法等26项规章
制度，不断提升总会内部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使总会的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随着9月 5日第四个“中华慈善日”的到

来，中原大地处处爱心涌动。在这个由爱心

组成的慈善海洋中，河南省慈善总会无疑是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

作为省民政厅主管的省级综合性联合性

慈善组织，省慈善总会具有公开募捐和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长期为全省完善社会

保障、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助力脱

贫攻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厚重的慈

善之力。

今年3月 12日召开的河南省慈善总会第

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注定是河南慈善事业发

展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会议回顾总结了第三届理事会五年来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省慈善总会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全省

工作大局，不断探索适合我省慈善事业可

持续发展的路子，共募集发放慈善款物

41.5亿元，直接救助困难群众 77万多人次，

在助力全省脱贫攻坚战役中彰显了慈善的

作用和力量。

会议椽笔擘画了新时代省慈善总会转型

升级的奋进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着力

在建设法治慈善、实力慈善、高效慈善、全民

慈善、阳光慈善“五个慈善”上下功夫、求突

破、见实效，推动省慈善总会向联合型慈善组

织转型升级，在款物募捐规模上实现新跨越，

在品牌项目打造上展现新亮点，持续提升社

会公信力和行业影响力，实现全省领先、全国

一流的机构发展目标。

□本报记者 卢松

公开透明是慈善的生命所在。加强资
金管理，深化信息公开，打造阳光、透明、
诚信慈善，是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障。

点击进入省慈善总会的官方网站河南
慈善网，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个慈善项目接受
捐赠和救助帮扶的情况，以及在线捐赠信
息、线下捐赠信息和资金拨付等信息。进入
子栏目，还可以查询省慈善总会每年度的财
务会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等信息。

省慈善总会着力打造“透明慈善”“阳
光慈善”，严格慈善款物的管理和使用，
按照《慈善法》要求和捐赠协议约定，确
保每一分钱都能及时、有效地用到最需要
的地方。

省慈善总会制定了《信息公开暂行办
法》，建立社会捐助信息公示制度，按照真

实、完整、及时的原则，对慈善项目实施过
程、结果和运行情况全程跟踪反馈，定期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特别是捐赠者的监
督，让公众看到慈善募捐的“明白账”，交给
社会一个“放心账”，致力于把慈善打造成阳
光下最透明最干净的事业。

法治保驾护航，实力造福人民，高效促
进发展，全民汇聚力量，阳光彰显公信。“五
个慈善”，既是省慈善总会今后五年发展的
总体要求，也是新一届理事会的奋斗目标。

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省慈善总会
将按照“五个慈善”的总体要求，继续团结带
领全省广大慈善工作者、慈善志愿者，不负
时代所托，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省慈
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为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献礼，以新作为描绘慈善事业
浓墨重彩的崭新画卷。

募集款物，是开展慈善救助的基本前提
和物质基础。省慈善总会始终坚持把慈善
工作放到全省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拓展筹募渠道，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慈善精准救助能力持续提升——
郑州铁路光辉门窗总厂厂长刘豫中（化

名），2014年查出患有肝癌，一直以来接受
省慈善总会药品援助救助。在病情得到控
制之后，刘厂长带领早已停工的工厂进行转
型，使全厂27位工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慈善助医，共救助144725人次，帮大病
群众走出困境；慈善助学，共救助 11365人
次，帮贫困学子圆成才梦想；慈善助困，为
180892名困难群众送上温暖；慈善扶幼，让
106549名困境儿童得以快乐成长。

针对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省慈善总
会策划实施精准慈善，创新募捐方式，拓展
募捐渠道，持续抓好“益路童行——困境儿
童关爱”“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
救助”“慈善 SOS——紧急救助”“为生命续
航——大病赠药”“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项
目”等项目的实施，不断提高慈善救助服务能
力，共募集发放资金32.6元，直接救助困难群
众超过65万人次，为河南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力量，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年前 8个月，省慈善总会共接受捐赠
款物 35663 万元，帮扶困难群众 49925 人
次。省慈善总会荣登第十六届中国慈善榜，
获得“慈善榜样”称号。

网络募捐亮点纷呈——
互联网公益构建了中国慈善新生态，网

络募捐已成为慈善募捐新的增长点。省慈
善总会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和作用，与更
多的公开募捐平台开展广泛合作，积极推进
以众筹项目为载体的网络募捐工作。今年
前 8个月，通过腾讯公益、轻松筹、水滴筹等
互联网募捐平台，发布网络众筹项目 255

个，共募集资金1070万元。
今年4月 25日，省慈善总会与轻松公益

和郑大一附院等 4家医院共同开展的“助力
脱贫攻坚·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医
疗救助项目正式启动，对具有河南省户籍、
18周岁（含）以下，因患白血病、严重肾病、严
重先心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城乡低收
入或低保家庭的贫困儿童，给予最高不超过
2万元的紧急救助。为了帮助“助力脱贫攻
坚·点亮生命计划”贫困儿童大病医疗救助
项目筹集善款，省慈善总会发起的“救救孩
子——‘折翼天使’救助计划”，已在轻松公
益上线，并引发了爱心人士的强烈关注，目
前已募集善款120万元。

动员更多爱心力量参与支持慈善——
在省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下，省慈善总

会常务理事、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宋兆
普长期救助新疆困境脑瘫儿童，创造了社会
力量援疆新模式。十年坚守，汝州市金庚康
复医院共救治脑瘫弃婴 3165名；与新疆的
医院“结对子”，建立 4所脑瘫康复医院，救
治当地脑瘫患儿6174人次。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的善心大爱，仅是
一个缩影。省慈善总会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和
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在贫困地区开展产
业扶贫、文化扶贫和教育扶贫等项目，带动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比如，支持河南圣玛斯科
技有限公司在深度贫困地区卢氏县建纳米滤
材与加工成型生产基地，并在叶县捐建一所
学校；支持河南省信念集团在卢氏县成立卢
氏林海兴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15个香
菇生产基地，带动3000多户农民脱贫。

建业集团、康利达集团、洛阳农商行、伊
电集团等爱心企业，任太平等爱心人士积极
捐款捐物，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发挥了很好
的示范引领作用。榜样带动，越来越多的爱
心力量积极参与支持慈善事业，为困难群众
奉献爱心。

“募集善款1970万元，帮扶贫困大学新
生4169名。”这是省慈善总会 2018年“助力
脱贫攻坚·点亮学子希望”慈善助学行动的
一份亮眼“成绩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
我省首次以省、市、县慈善会联动的方式，开
展慈善助学的创新探索。

众人划桨开大船。省慈善总会站位全
局，努力当好全省慈善事业发展的排头兵，
积极发挥对市、县慈善会的引领、协调和指
导作用，凝聚全省慈善会的合力，让有限的
慈善资源发挥最大、最快的慈善效益。

积极实施省、市、县慈善会宣传联动和项
目联动，举办全省慈善工作经验交流会，开展

全省慈善会信息统计和慈善业务培训，加强
对市、县慈善会的服务、交流和业务指导，不
断发展完善覆盖全省的慈善组织网络体系。

目前，河南省慈善网络已初步形成，共
有 18个省辖市慈善总会、156个县（市、区）
慈善会、1227个乡镇慈善分会，16057个村
（社区）成立了慈善工作站。

省慈善总会积极搭建平台，为有需求的
市、县慈善会提供联合募捐服务，与许昌、开
封、永城、漯河慈善总会联合募捐 1625 万
元，有力地促进了市、县慈善会组织发展，扩
大了慈善事业的影响力，为更多困难群众提
供慈善救助。

林州市龙泉村 65岁的“拾荒”老人李秋
贵，8年来持续向慈善组织捐款7989.5元。

鲁山县农民李欣从微薄的收入中，每
月向慈善组织捐款 100 元，已经坚持捐了
3年。

新乡市退休校医梁声翕自 1996年起用
退休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并为河
南省特困教师和贫困家庭白内障患者捐赠
10万元。

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组织开
展水上义务救援、水上安全知识传播等志愿
服务活动十余年。

…………
大爱河南，善满中原。
10年前，“慈善”一词还很少被人提及。

如今，慈善意识已深入人心。社会各界踊跃
参与救助弱势群体、抗击自然灾害等慈善活
动，慈善，已成为很多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
个重要途径。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省慈善总会持
续加强慈善宣传，营造慈善氛围，提高全民

慈善意识。加强与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合
作，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
机等优势，策划宣传重点慈善项目和重要
慈善活动，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慈
善事业中来。努力办好《河南慈善》杂志和
河南慈善网，维护好官方微博、微信，制作
播放公益广告，争取机场、地铁、公交等管
理部门的支持，在这些场合投放户外公益
广告，建立涵盖“刊、网、微、屏”等多种载体
的“宣传矩阵”，不断扩大河南慈善事业的
影响力。通过创建慈善文化教育基地等形
式多样的慈善活动，更好地推动慈善文化
进学校、进社区。

在“中华慈善日”开展慈善评选宣传活
动，深入挖掘河南慈善事业发展中涌现出来
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大力弘扬大爱善
举，积极倡导“人人向善、人人可善”的理念，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带动更多的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支持慈善事业，真正让普通
群众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唱主角，让“全民慈
善”成为中原大地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建设“实力慈善”
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4 推进“全民慈善”
汇聚向上向善正能量

3 发展“高效慈善”
下好全省慈善系统“一盘棋”

5 打造“阳光慈善”
提升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省慈善总会主要负责人看望大病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