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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设立 5000 万元“建虎慈善基金”
李静潘毅琴刘光磊出席捐赠活动
作慈善袁让基金拥有稳定的尧持续
不断的慈善救助能力袁 让爱心资
源延续下去袁 并带动更多的社会
资源袁从而优化慈善资源配置袁优
化公益生态遥
彭建虎表示袁 他将长期致力
于慈善事业袁 带动更多的社会资
源尧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参与到
我市慈善事业中袁 共同为我市的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
献力量遥
野我们惊 喜 地发 现越 来 越多
像彭建虎同志这样的企业家投入
到慈善事业中袁 为社会慈善事业
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遥 重庆的慈
善事业任重道远袁 让我们携起手
来袁 人人心怀慈善尧 人人参与慈
善袁 推动慈善事业又快又好发
展遥 冶潘毅琴高度肯定了彭建虎积
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尧 助推脱贫
攻坚的大爱情怀遥 她号召全社会
爱心人士和企业要主动参与到全
市慈善公益事业中来袁 以实际行
动助推慈善事业的发展遥
捐赠活动结束后袁李静尧潘毅
琴听取了市慈善总会工作情况汇
报遥
重庆冠达集团是一家大型综
合性国际化企业集团袁 历年缴纳
税金累计超 5 亿元遥 该集团自成
立以来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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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潮涌两江袁慈情朝天门遥 6
月 10 日下午袁骄阳似火袁慈情弥
漫遥 在朝天门码头的世纪游轮上袁
我市民营企业家尧市工商联渊总商
会冤兼职副主席尧重庆冠达集团董
事长彭建虎袁 以个人名义一次性
捐赠 5000 万元袁 用于我市家庭精
准扶贫遥 市委常委尧统战部部长李
静袁副市长潘毅琴袁市慈善总会会
长刘光磊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捐赠
活动遥 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陈
焕奎主持了捐赠仪式遥
捐赠仪式上袁 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艾扬代表市慈善总会与彭建
虎签订了野建虎慈善基金冶捐赠协
议袁 彭建虎向刘光磊递交了 5000
万元慈善基金捐赠牌袁 刘光磊向
彭建虎颁发了荣誉证遥 据核实袁早
在 5 月 12 日袁该笔 5000 万元善款
已划拨至市慈善总会账上遥
据了解袁野建虎慈善基 金冶是
近年来以个人名义一次性注入创
始金额最多的 一支慈 善专项基
金袁主要用于助推脱贫攻坚尧扶危
济困尧助医助教等慈善公益活动遥
其特点一是精准定向袁 帮助困难
家庭脱贫和防止因病返贫袁 有针
对性救助困难家庭曰 二是精准扶
贫尧扶弱袁以现代的基金模式来运

心系桑榆晚

党组书记向远春袁 市民政局局长
唐步新袁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副主任傅仲学袁 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任刘旗袁 江北区委书记李
维超袁南岸区长陈一清袁市海事局

副局长司太生袁 市港航管理局副
局长张孟川袁 重庆三峡银行原董
事长童海洋袁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况由志尧艾永玲等参加活动遥

情暖夕阳红

我市设立孝顺宝惠民基金，帮助老龄困难群众解决医疗、生活问题
野用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关爱和善举袁
让弱者不再孤独袁让困者不再无助袁让困难
群众袁特别是老年困难人群袁与我们一起过
上快乐幸福的生活遥 冶6 月 9 日袁市慈善总会
正式启动野孝顺宝惠民基金冶袁市慈善总会副
秘书长尧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主任杨艳梅在
启动仪式上的倡导袁赢得了现场群众热烈持
久的掌声遥
老有所养袁病有所医袁困有所帮袁这是人
民最朴实的期望袁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
解决的问题遥 为实现这个目标袁市慈善总会
携手重庆超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袁共同发起
并面向社会募捐设立重庆市慈善总会孝顺
宝惠民基金袁主要用于惠民文化尧惠民医疗尧
惠民生活等社会公益服务袁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最直接尧最现实尧最紧迫的医疗尧生活问
题遥 该基金初期规模为 500 万元遥
铜梁区民政局副局长蒋广伟袁 铜梁区慈
善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献忠袁潼南区慈善会秘
书长魏友生袁铜梁荣德医院尧重庆中冠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医疗尧医药和投资机构袁
10 余名媒体记者袁 以及现场数百名当地群众

与智障残疾人患者见证了基金启动仪式遥
9 家单位现场捐赠 120 万元
野孝顺宝惠民基金袁我们筹备了三年袁现
在终于上线遥 冶据该基金管委会主任高飞介
绍袁他们一直在关注社会困难人群袁成立该
基金是为了帮助社会低收入群众或特殊群
体因特殊原因导致健康和生活困难的袁自身
难以解决的急需帮扶者得到帮助袁使社会被
帮扶群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遥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现场袁 铜梁荣德医
院尧江津西城医院等 9 家单位共向该基金捐
赠 120 万元遥
野现在我们投入 500 万牵头袁 将来更多
的企业尧医院加入到这个行列袁才能实现大
范围的惠民遥冶据了解袁为确保基金池有足够
的基金开展工作袁在今年 5 月初袁重庆超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已发起并向社会个人尧
企业尧企事业单位等募捐到 500 万元的初期
基金遥下一步袁由市慈善总会尧重庆超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众多参与者共同组建的基
金管委会袁将进一步扩大募捐范围袁争取更

多的爱心人士和单位参与到基金工作中来袁
进一步扩大基金的资金池容量遥
七类人群可申请基金救助
据了解袁 该基金主要帮扶对象有 7 类袁
分别是无经济来源尧无劳动能力尧无法定赡
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无赡养能力者中的特殊
群体尧残疾人群体尧60 岁以上无谋生能力的
低收入群体袁患重大疾病且缺乏经济来源的
特殊群体袁当年遇到重大疾病尧特大事故和
灾难尧地震尧洪涝尧孤儿尧特困儿童和医保报
销范围内的特困人员袁社区需要惠民文化帮
扶的老年文化团体袁其他符合惠民帮扶条件
的低收入群众遥
孝顺宝惠民基金将以荣德医院为示范袁
其余区县的定点医院将进行统一培训管理
后正式启动遥 基金帮扶流程为院帮扶对象提
出基金帮扶申请曰 定点机构预审曰2 天内基
金审核专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尧复核后提
交基金管理委员会曰3 日内袁 基金管理委员
会进行审核袁对符合要求的给予基金帮扶补
贴袁并支付基金补贴遥

博爱领众 爱行天下

情系教育 助力脱贫

我市设立 1000 万元“博爱健康基金”

我市设立 1000 万元“亚信慈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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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领众袁爱行天下遥6 月 10 日袁
市慈善总会联合深圳博爱大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袁举行野博爱健康 1000 万
元基金冶成立仪式遥 市慈善总会副会
长况由志袁 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尧市
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主任杨艳梅袁博爱
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渊以下简称院博
爱大健康冤 总裁钟岳与副总裁雷胜尧
姚钱尧田学录等出席仪式遥
据了解袁博爱健康基金是由市慈
善总会与博爱大健康共同打造的以
野博爱领众袁爱行天下冶为宗旨的 1000
万慈善公益基金袁主要对我市困难群
众实施助医尧助学尧扶老尧助残等精准
帮扶院 为重症患者提供患癌重疾捐
赠袁为重庆地区贫困留守儿童尧空巢
老人提供救助袁为贫困山区援建希望
小学等遥
野成立博爱健康基金袁 能对病人
快速补充援助袁目前对于重疾病人救
助袁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遥 具体的帮
助标准我们将严格按照市慈善总会
的标准执行遥 冶据钟岳介绍袁野博爱健
康基金冶主要由博爱大健康产品野368
养生茶冶 在全国销售收入的 10%尧爱
心大联盟成员的捐赠尧合作伙伴赞助
及社会其他捐赠资金构成袁符合帮扶
标准的困难群众均可向该基金管委

慈善基金
cishanjijin

野基金将从生活惠民尧 医疗惠民和文化
惠民三个方面袁对困难人群进行帮扶遥 生活
惠民标准为 3000 元/人曰 医疗惠民标准为
5000 元/人 曰 文 化 惠 民 标 准 为 5000 元/团
队遥 冶据了解袁为确保基金安全使用袁该基金
将采取不一样的运行方式院
要要
要生活惠民是向符合条件的帮扶对
象发放一定金额的惠民卡袁用惠民卡到指定
的医院看病尧 超市购物都将有一定的优惠袁
直到达到帮扶上限 3000 元曰
要要
要医疗惠民实报实销袁在定点医院看
病袁帮扶对象除了享受国家的医疗优惠政策
外袁惠民基金将直接把帮扶金汇到他的个人
银行账户上曰
要文化惠民将以实物的形式给团队
要要
捐赠文化活动所需物品遥
野以前袁我们一直担忧生病了看不起病遥
现在好了袁孝顺宝惠民基金设立后袁我们就
有保障了遥 感谢党和政府袁有了这么好的政
策和举措袁我们的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增
强了袁我们活得更有尊严了遥冶残疾人苏祥仑
高兴地说遥
渊张长荣 邓 波冤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况由志代表市慈善总会接受捐赠
会进行申请遥
野公司将依托平台袁 不断开发与
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新产品袁为经销
商提供全新的创业模式袁共同做大做
强大健康产业袁 造福公众袁 回报社
会遥 冶钟岳表示袁为将来能帮助到更多
的困难群众袁该公司以后新产品的销
售量也将加入在基金里面袁不断扩大
基金的资金池容量遥
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袁没有全民健
康袁就没有全面小康遥耶博爱健康基金爷
捐赠涉及面广尧资助范围大袁为我市限
时打赢扶贫攻坚作出积极贡献遥冶况由
志高度评价了该企业的义举遥
在他看来袁 重庆市因病致贫尧因

病返贫的比例超过 40%遥 深圳博爱大
健康现成立野博爱健康基金冶袁将企业
的发展与社会责任绑在一起袁有着很
好的社会效应遥
他倡导道袁野当前袁 全市脱贫攻坚
正处在关键阶段袁 我们需要更多的像
深圳博爱大健康等单位一样的爱心单
位尧爱心人士热情参与慈善尧参与和谐
社会建设袁 市慈善总会也将一如既往
地为捐赠者和受助者搭建桥梁平台袁
让捐赠者放心袁让受助者满意遥 冶
深 圳 博 爱 大 健 康 成 立 于 2017
年袁注册资金 3333 万元袁位于深圳市
龙岗区遥 是一家从事健康产业投资袁
健康产品研发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遥

5 月 4 日袁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团在市慈善总会设立
的 1000 万元野亚信慈善基金冶仪式在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举行遥 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尧
市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李长明袁 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陈焕奎尧 副会长艾扬袁 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荣
毅尧 总裁王国亚袁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吴海
峰尧校长冯连贵尧副校长何坪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仪式遥 学
生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近 200 人见证仪式遥
会上袁荣毅向市慈善总会捐赠 1000 万元袁用于设立
野亚信慈善基金冶袁陈焕奎代表市慈善总会接受了捐赠曰艾
扬代表市慈善总会袁与王国亚签订了捐赠协议曰市慈善总
会向重庆医药专科学校转赠 500 万元用于学校教育事业
的发展遥 该基金主要用于精准扶贫尧资助贫困学生以及定
向支持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发展教育事业等遥
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团袁是一家致力于医疗健康尧再
生资源尧军民融合行业投资的专业投资机构遥 目前袁该集
团在医疗健康领域控股投资 30 多家医院曰军民融合领域
投资无人机抗干扰技术尧短波红外技术等遥
据了解袁 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团与重庆医药专科学
校前期已有合作袁野我们在重庆医药专科学校成立了亚信
学院袁之前已经捐赠了 500 万元开设口腔医学班袁并用其
中的 200 万元对口帮扶亚信学院的学生袁用于减免学费尧
发放生活补助等遥 冶荣毅介绍到遥
野慈善事业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爱心企业的引
领和推广遥 亚信设立慈善基金袁以可持续的方式参与慈善
活动袁其行为值得社会称道和广为宣传遥 冶刘光磊高度赞
扬重庆亚信健康产业集团的善举遥
野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社会尧企业遥 冶他希望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全市脱贫攻坚和济困解难等民生事业
中袁慈善为民尧依法行善袁有序推动当前教育扶贫尧健康扶
贫等工作遥 他还寄语现场学生袁要不负重托袁好好读书袁努
力向上遥
渊张长荣 邓 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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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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打造金融慈
善品牌袁助力脱贫攻坚遥 5
月 15 日袁市金融办尧市慈
善总会联合召开中小型金
融机构金融慈善座谈会袁
50 余家 单位 负 责 人 参 与
会议遥 市金融办副主任金
勇杰袁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艾扬袁 市慈善捐赠服务中
心主任杨艳梅出席会议遥
共建金融慈善合作平台

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代表市慈善总会接受彭建虎个人捐赠基金
慈善公益事业袁 历年捐赠合计近
亿元袁 在我市企业家中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遥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余
果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尧市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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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市委尧市政府高度重
视慈善事业袁 充分肯定市
慈善总会的工作袁 并对市
慈善总会助力脱贫攻坚寄
予了厚望遥冶艾扬在会上介
绍了市慈善总会相关工作
情况遥
据 了 解 袁2017 年 度 袁
市慈善总会本级筹募慈善
款物 5.36 亿元渊含争取中
华慈善总会药品捐赠 3.11
亿元冤袁市本级接收捐赠款
物比上年增长 31.40%曰各
类慈善救助活动共支出慈
善款物 5.32 亿元袁惠及困
难群众 37 余万人次袁为助
力脱贫攻坚尧 促进社会和
谐发挥了积极作用遥去年袁
坚持节俭办慈善的慈善总
会袁公开慈善信息 1000 多
条次袁接受社会审计 2 次袁
年度工作经费支出占该年
度总支出比例为 1.36%遥
2017 年 9 月袁受市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 局委
托袁 市教育评估院基金会
评估专家组对总会申请 5A 级基金会相关工作进行现场
评估遥专家组严格检查评估后袁对总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
价袁认为市慈善总会特别是第四届理事会以来袁党建工作
扎实袁内部治理完善袁工作绩效显著袁基础条件完备袁社会
评价优良袁形成了一批慈善品牌袁起到了全市慈善组织领
头羊和示范者的带头作用遥 总会已按规定再次被评定为
全市 5A 级社会组织遥
野各家金融机构参与慈善事业大有可为遥希望各金融
机构充分发挥优势袁共建金融慈善合作平台遥冶随后袁艾扬
介绍了去年金融机构参与慈善事业的情况介绍袁 并就如
何搭建中小型金融机构尧爱心企业参与助推脱贫攻坚尧参
与慈善事业的平台袁 进一步发挥中小型金融机构在我市
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袁同与会者形成了共识遥
高质量服务爱心单位

野市慈善总会将为爱心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遥 冶会
上袁艾扬向金融机构郑重承诺院一是依法开具财政局监
制的慈善捐赠发票袁享受税收减免政策曰二是支持爱心
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在市慈善总会兼任荣誉职务曰三
是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慈善冠名基金曰四是协调媒体定
向宣传曰五是积极推荐爱心单位和个人参评国家尧市级
荣誉奖励遥
参会金融机构尧企业代表纷纷发言表示袁慈善事业大
有可为袁将根据自身情况积极踊跃参加慈善事业袁加大慈
善宣传袁 引进各种资源袁 把业务工作与慈善事业结合起
来袁用各种形式为扶贫攻坚做出自己的贡献袁野尽力而为袁
量力而行冶遥一些单位更是在会后主动咨询参与慈善事业
的途径和方式袁表示将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参与慈善事业遥
野要加强平台建设袁形成长效机制袁打造一批慈善品
牌袁积极探索慈善捐助的方式袁把金融慈善注入金融元
素袁助力全市脱贫攻坚遥 冶金勇杰强调袁中小型金融机构
参与慈善事业是各单位反哺社会尧履行社会责任的应有
之义遥 他希望各中小型金融机构提升参与慈善事业的认
知度袁以市慈善
总会为主渠道袁
围绕脱贫攻坚
积极开展慈善
捐赠遥

慈善行动

cishanxingdong

市慈善总会考察组赴多地调研
5 月 14要23 日袁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艾扬尧艾永玲分
别带队赴上海尧江苏尧内蒙古尧陕西等省市尧自治区学习考
察慈善工作遥
5 月 14要15 日袁艾永玲率队到上海慈善基金会和江
苏省慈善总会走访调研遥 考察期间袁 调研组分别与上海
慈善基金会和江苏省慈善总会负责人袁就如何做好新时
期慈善筹募尧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机制尧公益项目的实施
开展等方面进行了交流袁探讨了慈善工作中的重点尧难点
问题及解决办法和途径遥
5 月 18要23 日袁艾扬率队到内蒙古自治区慈善总会
和陕西省慈善协会走访调研遥 考察期间袁 调研组与两省
慈善组织负责人袁分别就慈善理念尧慈善项目尧基层慈善尧
网络募捐尧微慈善尧慈善文化宣传尧志愿服务等方面进行
了交流袁学习了它们在大病救助尧加强慈善项目野造血冶功
能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遥
渊邓 波冤

市慈善总会收到9万余元糖尿病慈善救助款
6 月 12 日袁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艾永玲代
表 该会 收 到 野糖 尿 病 慈 善 救 助 关 爱 项 目 冶 捐 曾 善 款
92751 元遥
2016 年袁为帮助我市糖尿病贫困人群尧高龄人群以
及残疾人群袁市慈善总会与重庆南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了野糖尿病慈善救助关爱项目冶遥 今年世界糖尿
病日期间袁南丁公司与江苏快健药业科技有限公司袁合作
发起了野糖尿病慈善关爱冶的公益活动遥 截至 5 月 31 日袁
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 2000 余笔捐款袁 共筹集善款
92751 元遥
渊曾绍仑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