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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抗疫情 善行满绿城
郑州慈善总会募集七千余万元款物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在举国上下同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拉开帷幕，党中央精准施策，各级党委、政府精心部署，尽锐出战。

郑州慈善总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市抗疫指挥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迅速行动，理顺捐赠渠道，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

与慈善捐赠，大力开展抗疫慈善志愿服务。一个多月的时间，募集善款、物资七千余万元，没有片刻停歇，总会第一时间将所捐款物精准发放到抗

击疫情最需要的地方，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贡献慈善力量。

理顺畅通捐赠渠道，
以最快速度动员引导
社会公众共抗疫情

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郑州慈善总会负
责人就一直关注它的发展，大年初一的早上，
看到各个城市开始出现感染者，凭借多年的
工作和生活经验，他意识到这场疫情没有想
象的那么简单，随即要求郑州慈善总会所有
人员保持手机畅通，随时进入工作状态，做好
助力疫情的捐赠和救助准备工作，并成立以
会长姚待献为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经过两
天的紧张部署，方案“出炉”。1月 27日，郑州
慈善总会启动“齐心协力、共阻疫情”疫情防
控募捐慈善项目，详细介绍了专项募捐的重
大背景，理顺捐赠渠道、畅通捐受信息，以最
快的速度动员并引导社会公众共抗疫情。

慈善抗疫的冲锋号一吹响，全市的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纷纷响应，各自发挥优势，慷
慨捐赠，并送来了一批批应急物资，坚决助力
打赢这一场特殊的战“疫”。

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司率先行动，捐赠
230万元用于我市抗击疫情；向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战士”致敬，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捐赠 100万元；河南振兴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善款 200 万元，
用于一线抗疫；亚星集团捐赠 350 万元为医
疗队提供后勤保障；白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 300 万元善款，接续助
力疫情防控。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120万元、战“疫”物资价值 220万元，用于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相关救助和防治；向租户
实行租金减免政策，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善
款 200 万元，向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办公室捐赠价值 200 万元的防护物
资，康桥集团为战“疫”打出系列组合拳……

在郑州慈善总会的精心组织下，每一天
都有善款和物资向总会汇聚，帮助我市许多
地方解了疫情防控的燃眉之急。然而疫情在
不断蔓延，防控压力不断升级，用于一线救治
急需的医疗物资不断紧缺，面临这种新情况
新问题，郑州慈善总会及时分析、迅速调整方
向，组织企业和爱心人士从国内找资源，向国
外要市场。

爱心人士行动起来，有的将自己储备的
医用口罩捐了出来，有的通过自己的关系到
处找货源，100个、200个、500个。旅行社行
动起来，充分发挥出境旅游的行业优势，通
过领队到国外超市扫货，将口罩人肉背回，1
万个、2 万个。爱心企业家也行动起来，口
罩、防护服、一次性手套、护目镜等，看到一
个买一个、捐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康
利达投资集团董事长薛景霞全球抢购防疫
物资，2 月 12 日，向郑州市政府移交海外采
购的 2.3万只 FFP2、FFP3标准欧盟产一线医
用口罩、6190 套一线欧盟医用防护服等物
资；3月 2日，再次向南阳、信阳各捐赠 3万只
FFP2口罩，向郑州捐赠 45000只 FFP2口罩、
4476套防护服。

数据在叠加，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在缓
解，每一份捐赠都是实实在在的助力，每一份
捐赠都是一份信心和希望。在郑州慈善总会
的有力组织下，截至3月 24日，总会共接收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捐赠款物 7029.965071万元
人民币。

从 1月 27日到 3月 24日，不到 60天的时间，募
集善款、物资 7000余万元，这是社会各界共抗新冠
肺炎疫情的爱心汇集，也是郑州慈善总会依法依规
依程序公开透明使用社会捐赠款物，对社会、对公众
认真负责的体现。

据了解，为了让慈善始终在阳光下进行，在善款
和物资募集方面，郑州慈善总会规定，疫情期间所捐
的款物信息每天一上报，每笔捐赠信息都要在郑州
慈善总会官网公布。为确保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
赠的款物公开、公正、透明、有效的利用，郑州慈善总
会监事会负责人到岗尽责，提前预审疫情拨付使用
款项。为了保障善款第一时间能拨付到位，及时支
援一线，监事会要求审计部门面对面地再审，确保每
一笔捐赠和使用都合理合法合规。同时，郑州慈善
总会还规定了募收管“三对照”“三统一”制度。

依据捐赠单位和个人意向，结合郑州市防控疫
情情况，为了让公众捐得安心、捐得放心，郑州慈善
总会坚持定期向社会公示善款使用情况。截至 3月
24 日 ，郑 州 慈 善 总 会 接 收 抗 击 疫 情 捐 赠 资 金

5465.916553 万元人民币，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
1564.048518 万元，款物共计 7029.965071 万元人
民币；累计支出款物 6713.720087 万元，其中资金
5149.671569万元，物资价值1564.048518万元。总
会已先后向社会发布 6次款物使用公告，并每天将
收支情况在郑州慈善总会官网进行公布。负责此项
工作的郑州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靳骞说：公告上
详细列出善款使用明细，精确到分，让公众清楚知道
自己捐的钱花到哪儿了。

疫情期间，郑州慈善总会收到了许多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捐赠的款物，均依据捐赠人意向，第一
时间将款物发放到位，并确保将善款用于最需要的
地方。

郑州慈善总会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支持下，
拨付资金，联合亚星集团为我市赴武汉参加抗疫的
全体医护人员不仅送去衣服、袜子等生活用品，还送
去烩面、胡辣汤等家乡味道，以解医护人员的思乡之
苦。同时，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
身心投入到一线救护之中，郑州慈善总会与市妇联、

卫健委、郑州银行一起启动“爱快递”——娘家人慈
善暖心服务，用 40余万元为 730位支援武汉医护人
员家庭每周免费送一次蔬菜和水果。

下沉一线人员长期在小区等卡点坚守，为守护
千家万户默默付出，为保障他们安全开展抗疫工作，
郑州慈善总会主动拨付资金，专门为市直机关、事业
单位和下沉一线的人员换发医用口罩 20万只。环
卫工是“城市美容师”，疫情当前，助力城市一线环卫
工做好防护，刻不容缓，了解到一线环卫工人口罩紧
缺后，郑州慈善总会立即联系口罩生产商，为一线环
卫工人紧急采购 30万只口罩，受到环卫工人的欢迎
和好评。为了帮助无法抢购口罩的老人做好防护，
郑州慈善总会联系社区、村组，为1.89万名在郑州居
住年满 60周岁以上城市空巢（独居）老人和农村留
守老人，每人免费发放10只一次性口罩。

正是公开透明、分工明确、关怀弱者、扎实有效
的认真工作态度，让郑州慈善总会受到了社会各界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共抗新冠肺炎疫情的爱心
捐赠，也越来越多地向市慈善总会汇集。

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慈善志愿者就不曾缺
席任何一次重大突发事件的志愿服务。这次他们又
昂然入列，奋战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场上，
人们称赞他们是：为居民出入量体温的“红马甲”，背
着消毒液为社区消毒的“白大褂”，是父母被确诊收
治入院儿童的“陪护家长”……

1 月 26 日，郑州慈善总会号召全市广大慈善
志愿者，积极行动起来，根据自己的特长，参与到
全市一线疫情防控工作中。消息一发出，全市
100 多个慈善志愿者团队立即行动起来，践行责
任与使命，让“志愿红”闪动在我市的大街小巷。

文化路街道办事处爱心联盟慈善志愿者工作站
积极响应郑州慈善总会的号召，动员身边的朋友、社
区居民、高校同学争做文明宣传志愿者，很快便组建
了一支 362人的骨干网络志愿服务队。在线上，志
愿者们积极转发经过官方证实的文章，倡导大家不
信谣、不传谣，助力疫情防控。在社区，志愿者对进
出人员实行逐一登记，详细记录每个人的情况，测量
体温，确保不漏一人。

在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顺驰浅水湾小区，有

一家父母确诊后住院隔离，家里的孩子小明（化名）
无人照料。如意湖办事处慈善志愿者郑帅收到居民
托付，他非常能体会居民的心情：“父母但凡有能托
付的亲人，也不会请政府帮忙啊！”于是他担负起照
料小明的责任，当起特殊“爸爸”。白天工作时，就会
有其他志愿者来照看小明，晚上忙完工作，他就第一
时间回到社区陪小明，讲故事、看动画……让孩子在
陌生的环境中正常学习生活。

疫情当前，众多理发店店门紧闭，平常最简单的理
发成了生活中的难题，给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造成了
不小困扰。郑州慈善志愿者团队郑州顶点形象设计公
司在董事长陈文龙的带领下，分别来到中原区林山寨
办事处百花社区、二七区王胡砦社区，免费为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卡点值守者、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保洁员、保
安人员、居民等理发，为他们解决“头等大事”。

长城慈善志愿者和公益小记者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献出一片爱心，分别向河南省慈善总会捐赠
7500元、向郑州慈善总会捐赠 6000元，用于武汉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郑州慈善总会暖航慈善志
愿者工作站积极协调了一批蔬菜，并组织抗疫志愿

者把“爱心菜”送到社区每一位真正需要救助的居民
手中；郑州慈善总会爱心手工项目志愿者、郑州姐妹
会发起人李奕萱女士联合中原区绿东村办事处思源
社区，为辖区内 60位环卫工人以及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志愿者送去方便面、火腿肠、爱心手工皂等暖
心物资……

病毒凶险，而志愿者亦非铜墙铁壁，郑州慈善总
会想方设法提升志愿者的安全保障。除了必要的防
护物资以外，总会多方寻找抗疫保险合作单位，最终
与华夏保险河南分公司合作，向1180名抗击疫情慈
善志愿者捐赠保险，总保额价值2.419亿元。该保险
特别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保险期为 90天，保障内容
有：投保的慈善志愿者如因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身故
或全残，将获赔 20万元；志愿服务中发生的意外伤
害导致的身故或全残，可获赔5000元。为志愿者投
保是为了起到统领、带动和集中保障的作用，给“郑
州慈善志愿者”一份安心。点滴爱心，汇聚成海，华
夏保险的爱心行动，不仅为慈善志愿者们送去一份
爱心呵护，助力他们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工作，而且
体现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善款、物资从四面八方涌向
郑州，捐给郑州慈善总会。从发起到捐助、到接收，
再到拨付支出，每一个环节都井然有序，落细落实。
这些都与郑州慈善总会领导靠前指挥、工作人员紧
随其后、实行 24小时在岗在线工作制的辛勤付出分
不开。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每名共产党员不忘
初心使命，积极主动参与，尽己所能贡献力量。党有
号召，我有行动！2月 27日上午，郑州慈善总会向总
会全体党员发出自愿捐款倡议，从会长、秘书长、监
事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到机关全体党员，包括青年积
极分子，都积极参与，踊跃捐款，并将所捐款项全部
上缴上级党组织。这项工作抓得早，走在了市直各
单位的前列。党支部、工会组织在总会领导指导下，
持续不断地在郑州慈善群转发学习材料、疫情动态，
开辟了党群活动园地。

王合生分管业务较多，疫情期间她的电话时刻
保持畅通，随时听汇报、协调工作，从基金管理到项
目对接，再到捐赠收支，她都一一把关。无论多早、
多晚人员汇报工作，她收到信息总是立刻回复，经常
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中午饭到下午才能吃上。
夜以继日的工作，让她咳嗽不断，嗓子沙哑，但她对
工作仍然没有丝毫懈怠。她说：“每一笔善款和物资
都是一线迫切需要的，我们必须快速准确地完成接
收和支出工作，不能有一点疏忽。”

2月 1日上午 9点，胡凌曦收到河南中信国际旅
行社的信息，该旅行社历时 4天，通过各种渠道在韩
国采购的 12000只 KF94医用口罩，11点在新郑机
场落地。她迅速启程赶往机场，飞机准时落地，然而

由于是从国外购买人工背回的捐赠物资，涉及免税
和出关手续等问题，她立刻与海关、省慈善总会等单
位进行沟通协调。为了不耽误一线使用，她又联系
河南省人民医院与郑州人民医院两家受捐助单位赶
到现场。下午 4点多，一切手续办完，胡凌曦在机场
大厅直接为两家单位办理手续，分发口罩。当她回
到单位，得到医院的反馈，口罩已经发放到一线医护
人员手中。

从大年初三开始，每天早上 8点，在郑州慈善总
会 5楼一间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两个忙碌的身影，她
们是财务部的郭玮和王亚旭。她们每天提前上班，
很晚下班，加班到晚上 11点是常有的事。白天整理
账务，晚上汇总上报，只为让善款物资及时公示，做
到公开透明。她们的手机 24小时开机，生怕错过了
每一位爱心人士的来电。

2月 14日晚上 8点，郑州慈善总会基金管理部
张雯雯和项目部宋亚霖一起离开单位，赶着去接收
一批物资。晚上 9点，三辆满载的货车在雨中驶入
他们的视线，车上装的是郑州市青年企业家商会组
织爱心企业共同奉献爱心采购捐赠的新鲜蔬菜，白
天从菏泽成武县、曹县出发，历经近260公里的路程
运抵郑州。在一个简单的捐赠仪式后，他们立即安
排人员，按需将这些蔬菜分发给二七区、中原区、第
三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等 8家抗击疫情一线单位，
全部忙完已经是凌晨3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我市爱心企业听党指
挥，服务社会，不计得失捐款捐物，充分彰显了民营企
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打
赢这场全民族战“疫”贡献力量。为了及时报道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无私奉献的先进事迹，总会宣传部门
工作人员积极组织主流新闻媒体，对爱心企业和个人
的善举大力宣传报道，让好事传千里，让爱心进万家，
为笼罩在疫情阴霾下的大众传递温暖与信心。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对郑州慈善
总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何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如何精准施助，这中间许多细节和风险都要
考虑周全，开展各项工作不但要求有速度，还要有质
量。总会各部门员工上下一心、密切配合，不分白天
黑夜投入到抗击疫情工作当中，为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爱心企业搭建桥梁，赢得这场“大考”，取得了优
异成绩！

作为此次慈善战“疫”的总指挥，姚待献表示：“我
们要为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挡在病毒面前的医护
人员点赞；我们要为克服缺乏防护设备困难，仍坚持
排查疫情，守护居民安康的抗疫一线工作者点赞；我
们要为以不同方式捐款捐物捐服务的社会各界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点赞。所有这些令人动容的温暖画
面都迸发出了社会正能量，是爱心的汇聚，是善行的
集结，是全社会慈善力量的大动员、大检阅。我们慈
善总会的全体人员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最终赢
得这场全民族战‘疫’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
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有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在省委、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的全面胜利。郑州慈善总会将继续发力，
不懈奋斗，与社会各界一起，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程度，体现郑州慈善助力抗疫的巨大力量！”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公开透明精准拨付，让慈善始终在阳光下进行

防控疫情志愿同行，百支队伍各显“神”通

全体人员倾心助战，24小时在岗在线

疫情期间，爱心企业、爱心个人捐赠款物明细，详见6版、7版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