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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眼病患者重获光明

市慈善总会举办
十九大精神征文比赛学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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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袁中共重庆市慈善总会尧市慈善捐赠服务中
心党支部在总会会议室举行十九大精神征文比赛学习与
评析会袁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陈焕奎袁副会长艾扬尧况
由志尧艾永玲及总会全体工作人员尧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
活动遥
学评活动中袁与会者对聂品尧李世东尧张龙波等同志
的 12 篇征文袁从党的十九大主题鲜明性尧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先进性尧 打赢脱贫攻坚战应借势
借力尧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尧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等方面进
行了学习和评析袁并提出了学以致用的措施遥大家一致认
为袁12 篇征文观点明确尧思路清晰尧见解深刻尧对策得当袁
既有理论高度袁又契合实际袁质量颇高袁对全市慈善工作
有较强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袁要与学习市委书记陈敏尔尧市长唐良智对全
市慈善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袁 与刘光磊会长提出的工作
要求结合起来袁务必学深学透袁抓好落实遥冶陈焕奎对征文
比赛学评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他希望继续保持这种良
好的势头袁把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袁推进重
庆慈善事业再上新台阶遥
渊曾绍仑冤

—— 市慈善总会携手爱尔眼科医院共塑“光明助困”慈善品牌
—
特约记者 张长荣
野在市级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袁耶健
康扶贫窑光明助困爷项目活动进展顺利遥下一
步袁希望市慈善总会继续支持尧协调帮助项
目有序推进袁让更多处于贫困的眼病患者重
获光明遥 冶
野爱尔眼科医院为我市慈善健康扶贫做
了很多具体工作袁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遥
市慈善总会将与爱尔眼科医院共同打造耶健
康扶贫窑光明助困爷慈善项目品牌遥 冶
1 月 31 日袁 一场特殊的交流和对话在
市慈善总会展开遥爱尔眼科医院渊重庆南坪冤
院长杨宇尧重庆片区医疗总监杨力等袁与市
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陈焕奎袁 副会长艾扬尧
况由志袁副会长兼秘书长艾永玲袁副秘书长尧
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主任尧筹募二部部长杨
艳梅及总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袁就野健康扶贫窑
光明助困冶项目推进情况尧未来规划与发展
部署进行交流遥双方达成共塑野健康扶贫窑光
明助困冶慈善项目品牌的意愿遥
作为我市知名眼科医院袁近年来袁爱尔
眼科医院渊重庆南坪冤一直专注于慈善公益
活动遥 2016 年 8 月袁在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努
力下袁由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发起袁重庆市
慈善总会主办袁 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执
行袁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指导及支持
的慈善公益活动要要
要野健康扶贫窑光明助困冶
项目活动正式启动袁 将通过专项慈善基金袁
对我市众多贫困家庭眼病患者进行治疗救
助袁帮助他们重获光明遥
据了解袁这个活动救助规模为 800 万元
人民币遥 其中袁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捐赠
400 万元基金袁重庆市慈善总会联合重庆爱
尔麦格眼科医院等社会力量共同筹集 400
万元袁 用于该项目重点资助扶贫重点区域尧

办 重庆市慈善总会
重庆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
重庆市政协新闻宣传中心

黄亮源 摄

交流会后双方合影

在册贫困人口遥
这个活动将历时 2 年袁从 2016 年 9 月 1
日启动袁到 2018 年 8 月 31 日截止袁对贫困
眼病患者在野白内障手术尧翼状胬肉手术尧儿
童医学配镜尧糖尿病眼底病评估冶中所产生
的袁除居民医保尧职工医保尧其他各类补贴支
付外的自费部分袁通过专项慈善基金进行全
额救助遥
野我们组建了项目管理办公室袁成立了健

康扶贫攻坚工作组袁协调各区县慈善总会尧各
执行医院按活动要求袁分片区渊区/县冤开展扶
贫行动遥 冶在当天的交流会上袁杨力介绍了野健
康扶贫窑光明助困冶项目的推进情况袁得到了
市慈善总会的高度肯定袁艾扬尧艾永玲更是希
望双方共同打造慈善品牌袁野一起将 耶健康扶
贫窑光明助困爷项目打造成品牌项目袁扩大影
响力袁争取更多重点企业支持袁树立参与企业
的公益形象遥 冶

野今天的沟通交流袁 以及近两年爱尔眼
科医院为慈善健康扶贫所做的实实在在的
工作袁充分体现了爱尔眼科医院的责任心和
做好慈善公益的诚意遥冶陈焕奎要求袁项目管
理办公室要多向老百姓宣传 野健康扶贫窑光
明助困冶项目袁让老百姓认识这件事是为民
服务的善事尧实事袁要通过大量的工作让老
百姓袁特别是眼病患者从健康扶贫工作中得
到实惠尧感恩社会遥

金科助贫困家庭过好年
2 月 11 日袁在 2018 年新春来临之际袁金科与市工商
联尧市慈善总会再次发起野情暖万家冶新春公益关爱行动袁
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黄红云向市慈善总会捐赠 120 万
元袁用于慰问野五老冶群体及重点优抚对象 1200 户遥 市慈
善总会副会长艾扬代表市慈善总会接受了捐赠遥
2 月 12 日袁金科工作人员奔赴涪陵区尧万州区尧石柱
县尧忠县四个区县袁将 120 万元捐赠款送到 1200 户野五
老冶群体及重点优抚对象的手里遥
据了解袁 新春公益关爱行动是金科红太阳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迄今已开展 8 年遥 此次活动标志着金科正式
启动 2018 年各项扶贫工作遥
渊黄亮源冤

扶贫必扶智 梦想飞更远
—“阳光扶智公益基金”在渝启动
——

胡政武抱着黎泽慧合影

特约记者 张长荣
野谢谢各位叔叔阿姨浴 有了你
们的帮助袁 我也能像城里的孩子
一样学书法和舞蹈了浴 冶2 月 5 日
上午袁北京市京师渊重庆冤律师事
务所会议室袁 在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艾永玲的见证 下袁北
京市京师渊重庆冤律师事务所向潼
南区小渡镇薛沱镇贫困家庭收养
的七岁女 童黎洋慧 及家庭 发放

黄亮源 摄

5000 元资助款袁 偎依在京师 渊重
庆冤 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胡政
武怀里的黎洋慧开心地笑了遥
扶贫必扶智袁 心智健康永远
是扶危济困的重点遥 当天袁由爱心
人士谭瑾尧北京市京师渊重庆冤律
师事务所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共同
发起设立的野阳光扶智公益基金冶
正式启动遥 艾永玲代表市慈善总
会接受了北京市京师渊重庆冤律师
事务所初设捐赠规模为 100 万元
的捐赠牌遥

资助黎洋慧的 5000 元捐款则
是该基金第一笔捐赠支出袁野希望
这个捐助活动犹如一颗美好的种
子袁植入社会的土壤袁引发更多爱
心人士和公益团体关注处于困境
中的孩子们的心智健康遥 冶
野阳光扶智公益基金冶是我市
首个以扶心智尧扶心灵尧扶思想为
主旨的公益基金袁 是律师界在重
庆市慈善总会设立的首支慈善公
益基金袁旨在帮助贫困儿童尧单亲
家庭儿童尧 留守儿童及孤儿等群
体的心智健康成长遥 该基金将由
市慈善总会提供的管理平台进行
规范运作和监督管理遥
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耶治贫先
治愚, 扶贫先扶智爷袁 要推进教育
精准脱贫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袁让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袁 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
有信心尧对未来有希望遥 冶当天的
启动仪式上袁胡政武承诺袁该律师

事务所将联合社会爱心人士不仅
帮助孩子们摆脱物质上的贫困袁
更注重 帮助他 们摆脱 精神的贫
困尧思想的贫困尧志气的贫困和动
力的贫困遥
据了解袁 该基金将通过招募
帮扶志愿者袁 聘请专业工作者等
方式对受助对象进行艺术尧心理尧
人格的教育指导袁 通过积极的教
育方式引导受助对象走向健康成
长之路袁成为有责任尧有担当的素
质公民遥
野耶阳光扶智公益基金爷 的建
立袁正是一个新的起点袁是从一般
意义的扶贫济困向扶智尧 精神层
面上的扶持转变袁 这种扶持非常
符合精准扶贫的需要袁 这种扶持
帮助孩子们陶冶情操袁 是从孩子
身心健康的实际需要去帮助孩子
的成长遥 冶艾永玲高度肯定该基金
启动将带来的社会意义和带动效
应遥 她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加入到公益慈善队伍中
来袁 更多地关心关注贫困孩子的
心智健康遥
据了解袁 总部设于北京的北
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袁 是一家传
统与新型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遥 在全国已成立分
所 30 家尧国际联盟分所 104 家遥
市慈善总会相关部室负责
人尧潼南区学校负责人代表尧教育
系统专家代表尧 社会各界热心公
益事业人士尧受助儿童代表尧京师
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袁 以及新闻
媒体的朋友们出席并见证了该公
益基金的设立遥

李旭成慰问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黄笛森
野谢谢叔叔 阿姨 们 给我 们带
来了礼物浴 冶今年春节前夕袁一场
由重庆方巨科技集团联合永川区
团委尧区工商联等组织的野冬日阳

方巨集团供图

光窑温暖你我冶 新春关爱行动袁在
永川区何埂镇温暖开启袁200 余名
贫困孤残留守儿童高兴地收到了
今年春节前的第一份礼物遥
当天 一大 早 袁方巨 集团 董 事
局主席李旭成便顶着寒雾袁携集
团领导带着爱心物资驾车从重

导走进渝北区人和街道龙寿路社
区袁 为结对帮扶的困难家庭送去
了新春的关爱和祝福遥
李旭 成 为何 热衷 慈 善公 益 袁
且一做就是 10 年钥 野我曾是一名
军人袁是国家和部队培养了我袁造
就了我耶坚韧尧睿智尧果敢尧仁爱爷
的品质遥 哪怕转业了袁这些品质也
决不能丢遥 冶李旭成袒露心扉遥
出生 于 重庆 巴南 的 李旭 成 袁
从小就立志参军袁 在部队服役期
间袁曾荣立个人二等功遥
2002 年袁李旭成从军队转业遥
回到重庆后袁 他便开启了自己的
创业之旅遥 创业以来袁他相继建立
了物流运输尧中药材培育基地袁从
生产尧 销售到贸易等卓有成 效曰
2008 年袁 发展迅速的互联网逐步
覆盖了神州大地袁 李旭成看准机
会袁 从实体经济转战到了互联网
领域袁 创下了自己事业的另一片
新天地遥 2014 年李旭成又成功创
办了重庆方巨科技集团公司遥 如
今袁集团市值规模已达 100 亿人民
币以上遥
事业的成功袁 让李旭成有机
会也有能力履行在部队的承诺 袁

1 月 16 日袁重庆平伟科技有限公司向市慈善总会捐
款 135 万元袁专项用于开展新农村建设遥 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艾扬代表市慈善总会接受捐赠遥
近年来袁 重庆平伟科技有限公司多次向长寿区捐款
支持新农村建设袁改善当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遥该企业还
在长寿区建立农业公司袁每月慰问当地孤寡老人尧救助困
难员工及家属遥
渊曾绍仑冤

善事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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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旭 成 ：走 在 公 益 路 上
庆主城奔赴永川区何埂镇遥 在为
镇里 贫困孤 残留守 儿童送去 新
春礼物后袁永川 区团委和方巨集
团负责人一行又深入何埂镇袁对
6 个特困家庭进行了走访袁 并为
他们送上新年礼物和慰问金遥 结
束了当天的关爱行动后袁李旭成
一行回到重庆主城已是万家灯
火通明遥
野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遥 只有
他们健康成长才能托起明天的希
望遥 这也是我每次都要参加这样
的公益慰问活动袁 愿意更多一点
时间陪伴孩子们的原因遥 冶已坚持
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10 年的方巨集
团董事局主席李旭成表示遥
当他看到身边还有不少儿
童尧 家庭备受贫困的煎熬袁 为了
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袁 与家人分
隔千里袁 李旭成心底总是涌起一
股辛酸遥 野作为一名企业家袁我们
就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袁 践行
社会责任袁 以渝商精神回馈社
会袁 回报人民袁 让困难人群早日
走出困境遥 冶
正是基于这种慈善公益情
怀袁三天后袁李旭成再次携集团领

平伟科技捐资建设新农村

万件冬衣暖童心
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去遥 从 2014 年
起袁 事业卓有成就的李旭成开始
在公司倡导关注慈善公益事业遥
近年 来袁 李 旭 成不 忘 初 心 袁
长期坚持亲自走进贫困山区袁关
心帮 助孤寡 老人及留 守儿童 等
困难群体遥 此外袁积极上进袁勤奋
好学的李旭成袁还将自 己的创业
经验进行了总结袁 通过公益授
课尧讲学等袁积极为创业青年 进
行帮扶指导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袁 一次善
举一分感动遥 近年来袁李旭成先后
荣获全国爱心助残慈善企业家尧
重庆民营经济十大年度人物尧中
国商界杰出十大人物等荣誉遥 野我
常常告诫自己袁要严以律己袁遵纪
守法袁诚信经商袁正心做人袁努力
实现自身价值来回馈社会袁 回报
人民袁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心企
业家尧慈善家遥 冶

慈善先锋

cishanxianfeng

2017 年 12 月以来袁我市掀起野微爱行动窑一件冬衣的
温暖冶活动袁全市近万名处于困境的儿童及留守儿童先后
收到了崭新的羽绒服冬衣遥
据了解袁野微爱行动窑一件冬衣的温暖冶活动袁由市妇
联尧市慈善总会和市妇女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袁在重庆华
羽服装有限公司尧重庆宝钿服饰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尧爱
心人士尧公益组织支持和援助下袁为近万名处于困境的儿
童及部分留守儿童每人购买并送去一件崭新的羽绒服冬
衣袁野要让困境儿童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遥 冶
为确保每一名孩子能穿上合身的爱心冬衣袁 各区县
妇联组织和野爱心妈妈冶通过入户走访对孩子们的身高尺
码进行了统计核对袁并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男孩尧女孩
的审美差异进而选择不同款式的羽绒服袁 并依托各级妇
联组织将冬衣发放到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手中袁 帮助全
市困境儿童温暖过冬遥
渊曾绍仑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