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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安徽省慈善与社会福利协会成
立于 1994 年，是由省内外热心慈善
事业的社会组织、 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自愿参加的联合性、全省性、非营
利性的社会团体， 业务范围包括筹
募款物、扶贫济困、赈灾救助、志愿
服务、交流合作、理论研究和慈善宣
传等，曾获“全省抗雪防冻救灾工作
先进集体”“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中
华慈善突出贡献组织”等荣誉。

“十三五”期间，安徽省慈善与
社会福利协会在中华慈善总会大力
支持和省民政厅业务指导下， 紧紧
围绕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着力提高开展慈善活动、做好慈
善项目、服务困难群众的能力，为促
进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三
五”期间 ，募集慈善款物总计 17.88
亿元，使众多困难群体受益。

全力投身战“疫”战汛，在应对
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展
现大爱。 接收疫情防控专项捐赠合
计约 1223.84 万元，并从自有资金中

支出 100 万元， 购买防控物资支援
武汉。 疫情期间，配合中华慈善总会
落实蒙牛集团捐赠牛奶活动， 紧急
联系省内接待发热门诊的医院，一
天内全部完成对接。 2016 年防汛抗
洪期间， 直接接收洪灾捐款 329.42
万元， 联系调拨数百万元救灾物资
直接发往灾区。 2020 年防汛抗洪期
间，捐赠 68 万元援助蒙洼蓄洪区群
众， 募集捐赠款物 100 余万元购置
急需物资第一时间运至灾区。

稳步实施助医项目， 减轻困难
患者经济负担。 实施格列卫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患者援助项目、 易瑞沙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援助项目 、
多吉美肾癌和肝癌患者援助项目
等，累计发放药品 82864 人次、总价
值 17.53 亿元。实施微笑列车唇腭裂
修复手术项目， 全省项目合作医院

完成唇腭裂修复手术 1772 例。 2017
年， 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实施拜科
奇血友病慈善援助项目， 同时募集
迎驾慈善基金会 150 万元配套救助
资金用于救助安徽血友病患者，目
前打卡发放救助资金 228.81 万元、
140 人次。

关注留守儿童成长， 打造关爱
留守儿童项目品牌。 与中华慈善总
会联合实施“为了明天，关爱儿童”
项目，在六安市援助建立 7 所“关爱
儿童之家”，共投入项目资金 173 万
元，地方慈善会配套项目资金 50 万
元。 自主实施安徽省关爱留守儿童
项目，依托社区和寄宿制学校，建立
“关爱留守儿童之家”， 全省共计 10
个项目点、总计投入 100 万元。 精心
打造安徽关爱留守儿童项目品牌 ，
对全省 17 个关爱留守儿童项目单
位进行全面考核评估， 推动全省关
爱留守儿童项目高质量发展。

倾心开展助学活动， 为困难学
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与省扶贫办、安
徽金大地集团联合开展“金色大地，
情暖江淮”活动，资助凤台、凤阳、潜
山、 宿松和蒙城等地 100 名贫困大
学本科新生。 实施“为了明天，守护
童安”项目，向全省中小学生、留守
儿童，重点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
农村偏远山区的中小学生，捐赠“素
质教育———守护童安” 系列丛书和
书包，认捐资金 227 万元，捐赠系列
丛书和安全书包 5800 多套。 与安徽

医科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设立安医
大困难学生救助基金， 救助因家庭
遭受洪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
本人或家人因患有重大疾病等原因
致贫的安徽医科大学在读学生 ，已
救助学生 300 余名。

扶危济困助老扶幼， 为困难群
体雪中送炭。 “慈善情暖万家”活动
已开展近 20 年，近几年安排活动资
金 300 万元， 组织落实元旦春节期
间走访、慰问活动，帮助困难群众解
决实际问题。 配合中华慈善总会和
美国水滴国际慈善组织向我省捐赠
净水设备， 帮助儿童福利院解决饮
水安全问题， 提高福利院儿童和老
人生活质量，28 家基层福利机构得
到援助。 联合华厦眼科医院集团合
肥名人眼科医院开展 “慈善江淮光
明行” 安徽省农村贫困白内障患者
免费手术公益救助项目， 救治农村
贫困白内障患者 300 人， 使用项目
资金 60 万元。

学习贯彻落实慈善法， 推进长
三角慈善一体化发展。 举办学习贯
彻慈善法培训班， 推动全省各市县
区慈善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 主办安徽第二届民间
公益慈善人物评选， 积极弘扬慈善
文化。 与沪、苏、浙慈善会共同签署
《合作备忘录》， 建立长三角慈善一
体化互动平台。 建立长三角慈善一
体化联席会议决策机制， 设立长三
角慈善一体化专项基金，建立活动、
宣传等方面联动共享机制， 组建长
三角慈善一体化专家库， 评选表彰
安徽省首届 “长三角慈善之星”，营
造了浓厚的慈善氛围。

慈善事业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救助制度和兜
底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第三
次分配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面向 “十四
五”， 安徽省慈善总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坚决贯彻中央及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牢记总会宗旨，把握职责定
位，完善制度机制，补齐工作短板，广聚慈
善资源，厚植慈善根基，依法、创新、务实、
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奋力推进新时代慈
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
安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十四五”期间，省慈善总会将努力
带动全省慈善会系统筹集慈善款物超
20 亿元， 年筹集慈善款物增速保持 10%
以上，争取实现五年翻一番目标。公众参
与线上线下捐赠超过 100 万人次。 培育
并形成慈善品牌超过 50 个。实现社区慈
善工作站全覆盖， 培育社区慈善志愿者
200 万人以上。 全省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省慈善总会争创全
国先进社会组织和达到安徽省 5A 级社
会组织， 实现慈善事业与安徽国民经济
和社会同步发展。

募捐是慈善工作核心要务。 省慈善
总会将积极拓展募捐渠道， 不断强化部
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全员募捐机制，努力
在提高慈善服务能力上有新作为。 坚持
以捐赠人为核心的募捐服务理念， 巩固
已有合作伙伴关系，加大对央企、国企、
民企等定向捐赠的动员力度， 引导捐赠
人将慈善资源投入到相对困难群体。 进
一步加大慈善基金宣传推广力度， 吸引
更多企业以建立慈善基金形式参与慈善
事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与热
心慈善、 尚无公募资质的社会组织和单
位联合开展募捐。

网络是推动慈善的重要力量。 省慈

善总会将积极实施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
持、 打造核心品牌项目和实现全省慈善
会、 有关慈善组织合作联动的网络募捐
发展战略， 建立完善省级统筹、 市级负
责、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99 公益
日”和日常网络募捐并行，创建安徽网络
募捐核心品牌。 建立健全网络募捐管理
制度， 确保网络募捐和救助工作更加合
法、安全、有序地进行。

开展慈善救助活动， 是发展慈善事
业的主体内容。省慈善总会将围绕省委、
省政府部署，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相衔接中， 积极参与构建慈善事
业、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联动的发展体
系。主动衔接政府社会救助工作，充分发
挥慈善组织优势，积极整合慈善资源，动
员社会力量开展乡村振兴帮扶项目。 进
一步推动长三角慈善一体化发展， 启动
长三角慈善一体化专项救助项目， 打造
安徽大别山革命老区帮扶救助品牌项
目。 以扶危济困、救急解难为重点，坚持
省市县慈善会三级联动，扩大“慈善情暖
万家”“为了明天，关爱儿童”等项目的规
模。继续实施好“格列卫”“易瑞沙”“微笑
列车”等慈善医疗项目，进一步强化项目
管理。 深入调研，多方合作，积极培育并
努力打造具有安徽特色的江淮慈善品牌
项目。

在推动全省慈善事业发展中， 省慈
善总会使命重大，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将队伍建设和作风
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建立完善适应人才
培养、使用和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能，
优化部门设置和职能配置， 合理制定奖
惩措施，提振真抓实干的精气神；发挥会
员、理事、监事的作用，主动报告工作、听
取意见建议，自觉接受监督，团结一心做
慈善；当好全省慈善事业发展的排头兵，
积极发挥引领、协调、指导作用，实现项
目联动、宣传联动，提升安徽慈善事业发
展的整体实力。

慈心为民 情暖江淮

善举济世 再谱新篇

阜阳市慈善总会等爱心单位慰问抗洪抢险官兵、受灾群众。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六安捐赠仪式。

马鞍山百助网络爱心捐赠支持慈善事业。

亳州古井集团开展“金秋助学与奖学”活动。

国轩高科捐赠 800 万元支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淮南市“博爱送万家”活动。

芜湖市社工机构开展慈善宣传。

滁州市慈善爱心助学协会公益助学，圆梦初心。

铜陵市十佳慈善爱心单位受表彰。

蚌埠市纪念第五个中华慈善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