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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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感恩慈善文化 增强企业核心动力
重庆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建立“渝丰线缆慈善基金”
张长荣/文 曾绍仑/图
为进一步激励企业的慈善爱心
行为袁 鼓励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支
持和参与慈善事业袁 加大助力脱贫
攻 坚 和 济 困 救 助 的 力 度 袁5 月 10
日袁 重庆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带
领市慈善总会班子成员及相关业务
部门负责人到重庆渝丰电线电缆有
限责任公司走访调研遥
市慈善 总会 常 务 副 会 长 陈 焕
奎袁 副会长兼秘书长艾永玲等随同
调研遥江津区委书记程志毅袁区政协
主席王君成袁区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
唐大军等区领导参加了走访调研和
座谈交流遥
名企线缆出口欧亚多国
在当天的调研活动中袁 渝丰电
线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璋胜尧总
经理曾令果等企业领导层袁 陪同参
观了该企业在江津区双福工业园的
新厂袁 以及重点生产线和重点生产
工序袁介绍了公司创新发展尧生产经
营情况遥
据了解袁 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
司成立于 1997 年袁 是一家集研发尧
生产尧 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民营企业袁 研发和生产的各类电
线电缆产品袁 广泛应用于电力尧航
天尧海洋尧军工尧交通尧能源尧通讯尧工
程尧市政尧家装等领域遥
2017 年袁该企业销售尧利润尧纳
税均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袁 荣列重
庆市经信委发布的 2018 年重庆市
100 户成长型工业企业榜单遥 也是
全市同行业中唯一拥有由政府授牌
的 野重庆市特种电缆协同创新研究

天的座谈会上袁杨璋胜郑重承诺遥
据了解袁目前袁市慈善总会已动
员金科控股尧 小康集团尧 国胜房地
产尧亚信健康产业等爱心企业袁相继
建立了数个千万元级的慈善基金遥
野今天袁渝丰电线电缆在市慈善
总会建立 1000 万元的慈善基金袁是
对市慈善总会工作的极大支持遥冶刘
光磊高度评价了渝丰电线电缆公司
善举袁野企业在办得红火时袁 能坚持
做善事袁培育企业慈善文化袁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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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策
划和培训会袁并就野99 公益日冶活动开展进行工
作指导和任务部署袁 要求与会者要按照今年
野99 公益日冶工作推进表逐步有序开展工作遥
目标院从 400 万元到 1000 万元跨越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袁 网络募捐已成
为慈善募捐方式的有益补充遥 近年来袁市慈善
总会开始试水互联网募捐袁 并成立网络募捐
办公室遥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遥 冶
刘光磊表示袁 市慈善总会将大
力宣传好爱心企业的爱心行为袁作
好企业的表彰推荐工作遥同时袁市慈
善总会将管理好爱心企业捐赠的每
笔善款袁对善款的接收尧使用做到公
开透明尧及时公示遥
在当天的座谈会上袁 刘光磊透
露袁市慈善总会将按照中央及市委尧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袁 在搞好贫困区
县扶贫攻坚的同时袁 抓好城市社区

去年袁 市慈善总会首次组织慈善系统参
加野99 腾讯公益日冶网络募捐活动袁18 个项目
得到 5.8 万人参与袁短短 3 天就募捐善款 416
万元遥 占全年整个网络募捐总额的 90%遥
野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募集渠道袁大力开辟
网络募捐这个新的募捐渠道袁 进一步做大做
实网络募捐工作遥 冶市委原常委尧市政协原副
主席尧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要求袁市慈善总
会要向年网络募捐额千万元级迈进袁 志愿者
总队和区县慈善会要向百万元级迈进遥
野立下军令状袁 决战 耶99 公益日爷袁 拿下
1000 万元目标浴 冶当天袁市慈善总会负责人陈
焕奎尧艾扬尧况由志和艾永玲更是在策划和培
训会上部署任务尧提出要求院石柱尧云阳尧酉
阳尧巫溪尧城口尧巫山尧奉节尧彭水等 8 个设立
有大病救助基金的县都要参加野99 公益日冶活
动袁其中袁石柱尧云阳尧酉阳尧巫溪尧城口等 5 个
县袁要策划配捐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曰巫山尧
奉节尧 彭水 3 个县要策划配捐 150 万元以上
的项目袁拿出大病救助基金配捐袁发动社会捐
赠袁争取腾讯配捐袁扩大大病救助基金遥
措施院培训+任务部署

况由志作活动动员

困难群众的扶贫救助工作袁 与主城
各区慈善会合作袁 试点在一些社区
建立野城区阳光基金冶袁推动解决城
市野干居民冶问题遥 他号召社会爱心
企业一道参与袁 共同做好扶贫济困
工作袁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一
份力量遥

善事聚焦

shanshijujiao

今年以来袁 市慈善总会将网络募捐纳入
中心工作袁并多次组织野互联网+慈善冶论坛活
动袁邀请上海尧湖北尧成都尧南京等省市的慈善
会负责人来渝开展相关内容的讲座袁 分享成
功心得遥

但这远远不够遥
要想野99 公益日冶网络募捐项目做得好袁
沟通是第一位的遥 在当天的培训会上袁市慈善
总会特邀了重庆金 质职业培训学校讲师蒋
真袁为参会者分享了野说出美好袁传播善意冶的
演讲课程袁从积极语言尧共情语言尧讲好故事
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点明了沟通技巧袁 并分
享了几个案例遥
野要想活动成功袁 需要成立活动领导小
组袁设立项目策划组尧筹集资金组尧合作单位
联络组尧宣传发动组等四个工作小组袁噎噎冶
永川区慈善会常务副会长李开友就如何加强
组织领导尧宣传发动尧找好合作伙伴尧保障资
金尧打好募捐战等进行了介绍遥 据了解袁2017
年该会策划了野助梦寒门学子行动冶项目袁共
筹善款 86.83 万元遥
綦江区慈善会秘书长李益莉认为袁 项目
能否成功取决于领导重视尧 街镇支持和团队
努力遥 去年袁 綦江区慈善会凭借这些完成了
野有福童享袁 筑梦未来冶野城市管理帮贫济困冶
两个项目善款筹募袁筹得善款 26 万元遥
野互联网募捐要做好每一个细节遥 冶南川
区慈善会秘书长张龙齐袁 详细介绍了去年该
会为 248 名血透病人募捐 125.8 万元医疗费
的成功做法遥
市慈善总会的张龙波和何魏宏分别就今
年野99 公益日冶网络募捐的工作开展尧如何筹
款与传播尧项目申报与填写等内容进行指导遥

完成老人心愿
2005 年袁李益莉进入綦江区民
政局工作后不久袁 就开始从事慈善
工作遥 在她的字典里袁认真和善心袁
是最重要的关键词遥 为资助者实现
爱的心愿袁是她一直追求的目标遥
野1966 年袁 我曾经在郭扶镇汪
家山工作过遥 现在特别怀念那里的
耶社员爷袁 想用自己的 10 万元积蓄袁
帮 助 1965尧1966 年 在 汪 家 山 生 活
过袁 现在已满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袁

慈善先锋

cishanxianfeng

希望他们安度晚年遥 冶2011 年 11 月
的一天袁 李益莉接到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尧 旅居美国多年的老人的 野求
救冶电话遥李益莉敏锐地感受到了老
人迫切的心情遥野老人家袁您放心袁我
尽最大努力找到他们浴冶李益莉斩钉
截铁的回答袁 让老人异常激动袁野谢
谢你袁谢谢你浴 冶
为达成爱心老人的心愿袁李益莉
历时 1 个月时间袁通过走访尧电话等
多种方式袁找到了 26 位 60 岁以上救
助对象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遥
随后袁 她将联系名单辗转传给
老人遥为让老人完成心愿袁在李益莉
的帮助下袁綦江区慈善会设立了野汪
家山协和基金冶遥 6 年来袁每年 10 月
前后袁 李益莉都会亲自到永胜村将
野汪家山协和基金冶一一送到受助对
象手中遥到目前为止袁已累计发放资
金 24.2 万元袁资助 212 人渊次冤袁圆了
爱心老人的野汪家山冶情结遥
2014 年 9 月袁在李益莉的帮助
下袁老人踏上了阔别 49 年的汪家山
故土袁与当年的老社员们一起拥抱袁

一起诉说往事噎噎全程陪伴的李益
莉袁与老人们一起收获重逢的喜悦遥
搭建爱心桥梁
对綦江区安稳镇崇河村的杨龙
来说袁 命运对他实在不公平遥 5 岁
时袁他被火烧伤袁因为家里经济困难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袁 致使脸
部和头部面目全非遥
每次看到躲在教室角落里的小
杨龙袁李益莉都异常心痛遥她决定帮
帮这个苦命的孩子遥
2013 年袁 在李益莉的帮助下袁
澳洲国际儿童慈善基金会了解到杨
龙的经历和现状后袁 不断向社会募
集资金袁 帮助杨 龙进 行 治疗 遥 到
2016 年为止袁杨龙的手术共进行了
5 次袁花费人民币 15 万元遥 术后的
杨龙不仅面容有了改变袁 人也变得
越来越自信遥
或许是受到李益莉的帮助袁被
她的实际行动和善行所感动袁 已职
高毕业的杨龙表示袁野我要用勤劳的
双手学习机械维修技术袁掌握本领袁

6 月 2 日袁忠县慈善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参加了忠县民政局组织的脱 贫 攻坚 系列 活
动要要
要野关爱留守儿童冶遥 与忠州街道麟凤村
的 64 名留守儿童一起唱歌尧跳舞尧做游戏尧讲
故事尧结对谈心袁还为他们送去了课外书籍尧
笔记本尧笔尧牛奶尧小点心等慰问品遥 让孩子们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袁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六一
儿童节遥
渊杨智丽冤

爱心企业慰问云阳养鹿小学学生
5 月 28 日袁云阳县养鹿小学迎来了一批
尊贵的客人遥 万州区明邦建材有限公司董事
长尧野三峡之子冶 王淑军先生袁 向养鹿小学无
偿捐赠爱心校服 390 套袁 价值 5.5 万元曰野金
意陶冶 陶瓷云阳总代理魏杰女士袁 向该校幼
儿园小朋友捐赠 159 套学习用品遥
云阳县慈善会会长宋国权主持了捐赠仪
式遥 他对爱心企业的慈心善举表示了由衷的
敬佩和感谢袁 代表县慈善会向王淑军董事长
及所属企业重庆万州明邦建材有限公司颁发
了慈善捐赠证书遥
渊巫光华冤

玖阳地产移交拓新玉屏小学产权
近日袁 由重庆市玖阳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捐建的重庆市荣昌区拓新玉屏小学举行了产
权移交仪式袁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袁区长李中
武袁副区长唐毅尧李劲渝等区领导领导及各相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捐赠移交仪式遥
拓新玉屏小学原名玉屏实验小学窑拓新校
区袁占地 30 亩袁建筑面积 8600 平方米袁办学规
模 24 个班袁总耗资 5000 多万元袁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奠基开工袁历经三年时间筹建袁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落成交付使用袁 并于该年秋季顺
利招收学生 500 余名遥
曹清尧充分肯定了玖阳地产情系教育袁
回馈社会的爱心助教情怀遥 他希望袁拓新玉屏
小学坚持走品牌化尧特色化发展道路袁致力打
造成为理念先进尧品质一流的精品小学袁更好
地服务荣昌经济社会发展尧 造福广大市民遥
渊陈 挺)

玖龙纸业
向江津区板桥小学捐赠 3 万元

李益莉：
善行导善风 真情做慈善
野慈善没有大小袁贵在你有一颗
同情和善良的心遥 也许是你小小的
付出袁 就会使一些人得到很大的帮
助遥冶作为我市慈善系统推荐出来的
全国先进代表袁 綦江区慈善会秘书
长李益莉有一颗善良尧 质朴的慈善
之心遥

沙坪坝开展“雨露助残”捐赠活动

忠县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刘光磊与渝丰科研人员交流

市慈善总会举行 2018 年
“99 公益日”
项目策划和培训会
去年袁市慈善总会首次参加野99 腾讯公益
日冶网络募捐活动袁共计募捐 416 万元遥 今年袁
该会决定采取措施扩大战果袁 实现网络募捐
1000 万元的目标遥 6 月 11 日袁市项目策划会
和慈善总会举行 2018 年野99 公益日冶项目策
划和培训会袁 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开展项目
策划尧申报培训和工作部署遥 全市各区县慈善
会尧 数十家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和活动实施
者参加了策划和培训活动遥

cixun

5 月 31 日袁野六一冶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袁
綦江区民政局尧区慈善会结合精准扶贫行动袁
联合綦江区信访办尧綦江区教委袁赶赴该区赶
水镇盐河村村小开展儿童节关爱慰问活动袁
为 24 名学生送去了新书包尧水彩笔等文具用
品袁为学校送去了打印机遥 孩子们用刚收到的
水彩笔描绘了一幅幅可爱的图画袁 开心的表
示这是他们度过的最难忘而幸福的节日遥
渊幸 雪冤

建立 1000 万元渝丰慈善基金

波/图

慈讯

綦江区慰问偏远贫困村小师生

网 络 募 捐 向 1000 万 元 的 目 标 迈 进
张长荣/文 邓

版

5 月 31 日袁沙坪坝区慈善会开展野雨露助
残要要
要关爱残疾儿童成长冶爱心捐赠活动袁现
场向 24 名贫困残疾小学生发放慰问金 1.2 万
元遥 今年来袁该区慈善会还为全区 31 名中小
学生发放了 9.3 万元的中小学生重大疾病救
助金遥
渊沙 慈冤

中心冶的企业遥
据了解袁该企业近年开发的 70
年长寿命电线尧网络神经电缆尧新能
源汽车电缆尧 海洋军工电缆等 6 个
领域的创新产品畅销市场袁 是中国
北斗集团尧中国航天集团合作企业袁
受到军工及各界好评遥此外袁该企业
产品还通过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线路袁
出口波兰华沙尧伊朗德黑兰尧捷克布
拉格尧缅甸仰光尧越南胡志明市等欧
亚多个国家尧地区和城市遥
刘光磊肯定了渝丰电线电缆公
司取得的成绩遥 他认为袁该公司抓住
了中央野一带一路冶建设机遇尧创新驱
动发展机遇和军工产品需求机遇袁大
胆启用科技人才袁 大胆使用新材料袁
大胆推进军民融合袁抢占并扩大产品
市场份额袁野这样的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袁这样的企业发展充满活力冶遥
野渝丰电缆公司重视员工慈善
文化的培育袁对员工进行感恩文化尧
家国情怀教育袁让员工增强自信心袁
有获得感遥 冶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袁
还将感恩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中遥
此举得到了市慈善总会领导层
的赞同和肯定袁野慈善文化与感恩文
化已成为对现代企业考核的重要条
件遥渝丰电缆在创新发展尧增强竞争
力的同时袁 将感恩文化融入到企业
文化中袁企业理念蕴含感恩文化袁有
了这个感恩袁企业发展前景广阔遥 冶
野渝丰电线电缆公司一直与市
慈善总会保持紧密合作袁 非常愿意
继续支持并参与市慈善总会开展的
慈善公益活动袁 并在市慈善总会建
立 1000 万元渝丰慈善基金遥 冶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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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通镇大罗村封远桃家了解孩子的思想状况
做一个自立尧自信尧自强的人袁将来
也要回馈社会遥 冶
用善行引导善风袁 引导更多人
参加慈善事业袁 一直是李益莉做慈
善的路径遥
在工作中袁 她不论慈善项目大
小袁捐赠金额多少袁只要你有爱袁她
就会用心将资助者的爱心送达到需
要的对象袁 努力搭建起资助方与受
助方之间爱心传递的桥梁遥 仅 2017
年袁 綦江区慈善会就募集善款
601.11 万元袁支出 642.77 万元袁5 万
余人受益遥 綦江区慈善会相继设立

了野一帮一冶助学尧野为希望续航冶助
学项目袁近 5 年来袁帮助贫困大学新
生 1678 人袁 发放助学金 525 万元袁
为孩子们插上逐梦的翅膀遥
李益莉还推动并协调綦江区慈
善会设立了野慈善情暖万家冶项目尧
野烟草公司帮贫济困基金冶尧野玉龙扶
老助学基金冶尧野綦江区道德风尚基
金冶尧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
基金冶等项目和基金袁慈善捐赠的人
群越来越庞大袁 得到慈善救助的人
越来越多袁 促进了全区慈善事业的
长效发展遥

野六一冶前夕袁玖龙纸业渊重庆冤有限公司
通过江津区慈善会袁向江津区板桥小学捐赠 3
万元袁 用于该校添置体育用品和完善办公设
施遥 该小学地处朱杨镇板桥社区袁有近 500 名
一至六年级的学生袁其中有 40 多个困难家庭
的孩子遥
玖龙纸业渊重庆冤有限公司自入驻江津区
以来袁一直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袁累计通过江
津区慈善会定向捐款 281.2 万元袁 用于扶贫尧
助困尧助医尧助学等袁其中用于助学的捐款累
计 100 余万元遥
渊施 维冤

奉节米兰摄影婚纱店
捐赠 30 万元爱心物资
近日袁 奉节县慈善会接受木兰摄影婚纱
店野关爱留守儿童尧帮扶贫困家庭冶的爱心捐
赠遥 该店向全县贫困家庭和留守儿童各捐赠
1170 床棉被和 1170 个书包袁价值 30 余万元遥
5 月 25 日袁 奉节县慈善会将这批物资发放到
全县每一个村渊社区冤遥
渊奉 慈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