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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区慈善总会（基金会）秉承发扬人道

主义精神、扶贫济困、见难相助、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困

难的办会宗旨，积极开展各类慈善活动，让困难群众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受到了社

会各界和群众的好评。
通鼎爱心大楼、恒力爱心大楼、康

力爱心大楼、盛虹爱心大楼、永鼎爱心
大楼、亨通爱心大楼，在吴江区滨湖乐
龄公寓二期，一栋栋大楼有了新的名
字。

近年来，通鼎、亨通等爱心企业热
心投身公益事业，用爱心汇聚起一股暖
流，为吴江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增添了
闪亮的一笔。政府为表彰本地企业的善
行善举，特将吴江区滨湖乐龄公寓二期
部分大楼冠上爱心企业之名，以此鼓励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实事项目。

爱心楼是公益事业创举

吴江区滨湖乐龄公寓二期作为全区
养老机构的标杆性工程，是“1058”
工程中重点实施的10项民生实事工程
之一。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于2013
年启动，2016年9月竣工，2017年10
月正式运营，集生活居住、医疗保健、
文化娱乐、社会活动、便利服务于一
体，兼顾了不同经济承受能力服务对象
的需求，对吴江养老事业具有重要的示
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慈善
事业，《2014年慈善募捐活动方案》和
《2015年度慈善募捐活动方案》先后提
出：“凡对一次性定向捐赠吴江乐龄公
寓二期建设6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或个
人，可在吴江乐龄公寓的单体建筑物上
进行冠名。”“对慈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爱心企业和个人，决定给予吴江乐龄
公寓单体建筑物命名权，企业或个人命
名权仅限一次”。给爱心楼冠名，是我
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大创举和一大
亮点。

6家企业5年共捐1.3亿多元

政府表彰先进、弘扬善举，进一步
激发了吴江民营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

有数据显示，近5年来，亨通集团
累计向区慈善总会 （基金会） 捐赠
2500万元，盛虹集团累计捐款2500万
元，恒力集团累计捐款2500万元，康
力电梯累计捐款2200万元，通鼎集团
累计捐款1926万元（其中2014年定向
为滨湖乐龄公寓二期捐款600万元），
永鼎集团累计捐款1600万元。

2018年1月16日上午，我区在滨

湖乐龄公寓二期举行爱心楼冠名揭牌仪
式，以此表彰企业的善举。“冠名爱心楼，
是区委、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通鼎等6家
企业多年来奉献爱心的肯定，更是对我们
的一种鞭策和激励。我们将用有温度的责
任实践传播和延续社会正能量，让仁德与
善行在吴江这片创新的土地上升腾开花，
让慈善大爱不断积聚与撒播人间。”通鼎集
团董事局主席沈小平在发言中激动地说。

慈善创新撬动社会正能量

乐善好施、济危扶困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
体体现。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近年来，我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迅速，已逐渐向教育、科技、环保、体育
等各个领域扩展。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区公益慈善事业，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
会的温暖，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政府部
门一直致力于探索推出新方式、新载体，
为慈善事业注入新元素，努力让民营企业
参与公益慈善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

区委副书记王燕红在爱心楼冠名揭牌
仪式上致辞，她说：“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
业，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
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希望各地各部门以此次爱心楼冠名仪
式为契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
举措，进一步拓宽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渠道，不断激发企业参与热情，努力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企业完善自身发展
与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和谐统一，让人民群
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温
暖，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希望全社会以
这次6家爱心企业为学习榜样，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努力
践行慈善精神，为推动我区公益
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全力
打造“八大标杆”、建
设“强富美高”新吴
江贡献更大的力
量！”

用冠名作纽带
搭建大爱桥梁

爱心楼撬动更多社会正能量
本报记者 杨东萍

广泛募集爱心善款广泛募集爱心善款，，为困难群体送去帮助和温暖为困难群体送去帮助和温暖。。

让慈善之火温暖江城大地
区慈善总会（基金会）扎实开展各类慈善活动

本报记者 周成瑜

近年来，每年新春佳节到来
前，区慈善总会（基金会）都会联
合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区文广
新局、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区工商
联等部门，开展新春大型慈善募捐
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伸出友爱
之手，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募捐期间，各区镇、各单位组织
接收捐款，并缴至区慈善总会（基金
会），区慈善总会（基金会）做好募捐
总结、统计工作。积极参与慈善捐助
活动的单位及个人享受一系列表彰
激励，企业或个人一次性捐款到账
50万元以上的，发放区慈善总会
（基金会）命名的永久性“慈善爱心
杯”；一次性捐赠1万元以上的个人
和捐赠10万元以上的团体、单位发
给纪念证。对于一次性捐赠100万

元以上的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在同等条
件下则优先推荐为先进单位或先进个
人，并在年终考评时作为评选明星企
业、先进企业的重要依据。

此外，爱心企业捐款数额达到一
定金额时，可按一定比例提取设立定
向冠名基金，重点帮助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困难家庭，形成爱心企业专
项点对点帮扶机制，宣扬企业公益行
为。去年，经过各方努力汇集爱心，
我区共募集善款6424.2万元，用于各
项慈善事业发展。

自2002年起，吴江启动了机关“一
日捐”活动，每年8月15日，广大机关
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纷纷献出爱心，捐
出一日工资，弘扬“团结互助、扶贫济
困、关爱奉献”的慈善精神，形成“人人
奉献爱心、个个参与慈善”的和谐氛围。

夯实募集基础 壮大慈善力量

区慈善总会（基金会）牢牢把
握扶贫济困的宗旨，自觉把“慈善
为民、服务为本、乐善好施”作为
慈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
开展各类慈善项目，有效发挥慈善
同舟共济、拾遗补缺作用。

贫困家庭慈善大病救助项目一
直是区慈善总会（基金会）工作的
重点，资助对象主要是城乡低保、
低收入及长期患重大疾病的弱势群
体家庭。2016年，区慈善总会（基金
会）结合近年来大病救助的实施情
况，对大病救助进行进一步规范，明
确救助对象为年度个人负担医疗费
用超过1万元的低保、低保边缘、特
残、五保、三无对象及孤儿，其中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2倍低保标准的大
重病困难对象，年度个人负担医疗
费用不满5万元的，由区镇慈善分
会救助,超过5万元的由区慈善总
会（基金会）救助。2017年，大
病救助项目共惠及全区2708人，
发放救助金2467.67万元。

在开展大病救助的基础上，区

慈善总会（基金会）又于2016年启动
针对重病困难对象的“手拉手、送温
暖”慈善救助项目，通过探索建立企
业家慈善捐助与点对点帮扶相结合的
衔接机制，有效整合慈善资金，加大
对因病致贫返贫家庭的慈善救助力
度，实现重病困难家庭精准扶贫。

2017年，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手拉手、送温暖”慈善救助项
目提标扩面，救助比例由原来的30%
提高至35%，其中低保及低保边缘家
庭未成年人、散居孤儿救助比例提高
至80%；在救助范围方面，在册救助
对象由原来的低保、低保边缘中的重
度残疾人扩大至低保、低保边缘、重
度残疾人、一户多残依老养残、特困
人员等；年度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由30
万元降低至25万元。

两年来，全区共有亨通、恒力、
盛虹、通鼎、永鼎、康力等19家企业
加入“手拉手、送温暖”慈善救助项
目队伍，支出救助金767万元，惠及
395名受助对象。

为解决和改善困难对象的住房问

扎实开展项目 打造慈善品牌

去年，区慈善总会 （基金
会） 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不
断强化慈善宣传，普及慈善理
念，努力扩大慈善公益事业的
影响力和公信力。

为加大社会各界对慈善工作
的监督力度，保障公众对慈善款
物募集和使用情况的知情权，区
慈善总会（基金会）提请区审计
局对上一年度资金来源、使用情
况进行审计，主动接受社会各界
的监督，增强吴江慈善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

去年，区慈善总会 （基金
会） 举办了2017年“手拉手、
送温暖”慈善项目爱心企业表彰

等活动，以倡导扶贫济困良好风
尚，进一步激发全民向善、人人为
善的昂扬热情。通过这些评比表
彰，传播慈善正能量，宣传了一批
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创新“互联网+大慈善”的
模式，区慈善总会（基金会）与第
三方合作开发吴江区慈善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进一步整合全区的慈善
力量，通过重点设立“我要捐款”
和“我要求助”两个特色项目，发
挥慈善组织与困难求助者之间的桥
梁纽带作用。目前就平台的具体内
容和运营方案，正与区各相关部门
和慈善组织进行接洽。

弘扬慈善文化 扩大慈善影响

新的一年里，区慈善总会
（基金会）将以《慈善法》为遵
循，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常态性
工作，以创新举措推进吴江慈善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筹集慈善资金方面，区慈
善总会（基金会）首先将完善现
有募捐方式，继续做好新春期间
大型募捐、机关单位“慈善一日
捐”等活动。其次结合本地企业
需求，努力推动定向捐赠、冠名
基金等一批项目形成，同时通过
网络、微信等方式，拓宽捐赠渠
道，方便公众捐赠。

在提升慈善宣传实效方面，
一是加快吴江区慈善的网站、微
信公众平台建设进度，集慈善文
化宣传、网上募捐通道、慈善救助
申请、慈善信息公开等功能于一
体，提升其知晓度和关注度。二是

精心组织慈善活动，重点放在开展救
助服务和宣传救助成效上，力争有新
特色、新亮点、新成效。三是加大与传
统媒体、新媒体合作力度，针对实施
的重点项目，利用媒体开办的专题栏
目，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升慈善的社会影响力。

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方面，区
慈善总会（基金会）将根据《慈善
法》的要求和相关会议精神，对现
行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修订、完
善，对各类项目、冠名基金、协议等
再次进行检查、核对，主动接受各
方监督，使慈善工作真正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招聘优秀人才，建立员工
薪酬制度和培训制度，逐步打造一
支专业化素养高、凝聚力强的专职
工作者队伍，并积极探索建立“社
工+义工”的运作模式。

展望2018 慈善永不止步

题，自2008年起，区慈善总会（基
金会）开展困难家庭危破房改造
工作，对每宗重建或修缮房屋的
申请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公示，
并两次提高救助比例，加大对困
难群众危破房改造工作的力度，
去年共资助危破房改造108户，
支出354.96万元，确保了困难
群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为使每名学子不因家庭贫困而
辍学，区慈善总会（基金会）认真
开展慈善助学工作，去年累计支出
273.10万元资助597名贫困学子。

在解决我区患特殊病症的特定
人员大额医疗费用问题方面，区慈
善总会（基金会）去年支出440万
元用于双特再救助基金，救助大病
困难对象。

▲▲区领导与爱心企业代表合影区领导与爱心企业代表合影。。

▲▲

20172017 年 吴年 吴
江区爱心助学金江区爱心助学金
联合发放仪式联合发放仪式

区委副书记王燕红和通鼎集团董事局主席沈小平为通鼎爱心区委副书记王燕红和通鼎集团董事局主席沈小平为通鼎爱心
大楼揭牌大楼揭牌。。 （（王炜王炜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