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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加快发展重庆慈善事业

市慈善总会、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会 刘光磊作专题辅导

春风劲吹马蹄疾袁慈善奏响新乐
章遥 近日袁市慈善总会尧市慈善捐赠服
务中心举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培训会遥 市政协副主席尧党组副书
记尧市慈善总会会长刘光磊作了题为
叶以新思想引领慈善事业新发展 曳的
学习辅导遥 他要求袁全市慈善组织尧慈
善志愿者组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袁自觉肩
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 袁 立足新起
点袁实现新作为袁为慈善事业创新发
展作出新贡献遥
会议期间袁 市民政局相关处室负
责人还就慈善系统如何加强志愿服务
管理与服务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等主
题袁 为参会者开展专题培训讲座遥 綦
江尧 梁平等区县慈善会负责人围绕如
何在工作中学习和贯彻十九大精神进
行了交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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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永玲出席培训会袁总会志愿者总队尧
各大队袁 各区县慈善会负责人和总会
全体人员等 200 余人参加学习培训遥
把握三大精神实质
11 月 22 日袁上清寺广场宾馆袁来
自全市慈善系统的骨干挤满了二楼会
议室遥大家神情严肃而庄重袁认真聆听
刘光磊所作的 叶以新思想引领慈善事
业新发展曳专题学习辅导遥
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内容宏大尧 内涵丰富尧 思想深
邃遥 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袁 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遥 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深入
学习领会遥冶刘光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形成尧主要内容尧
历史地位和时间要求进行了深入剖析
和详细阐述遥

野学习十九大精神袁可以主要概括
为三句话院新成就带来新时代袁新思想
引领新时代袁新举措落实新思想遥 冶刘
光磊高度凝练并概括了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应把握的内容实质遥
野新成就带来新时代遥 我是一个
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遥 我认为袁
新时代的到来袁 不是口头说出来的袁
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遥 冶野新思想引领
新时代遥 新的时代必须有新思想作引
领袁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必须有新思想
作指导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袁就是引领我们全党尧全军尧
全国不断走向胜利的导向标遥 冶野新举
措落实新思想遥 市委五届三次全体会
议对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的部署和举措袁完全符合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袁完全契合重
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袁将开启重庆发
展新篇章遥 冶
辅导过程中袁 刘光磊以分析精神
实质尧分享心得体会的方式袁将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应把握的内容实质娓娓
道来遥深入浅出的分析袁发自肺腑的感
悟袁 精彩实在的心得袁 发人深省的观
点,真诚耐心的引导袁让参训人员受益
匪浅遥
实现六个工作突破
野十九大报告主要有七处对发挥
社会组织作用提出了要求遥冶刘光磊指
出袁 十九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尧加强基础党组织建设等七处时袁
均提到了社会组织及其应发挥的作
用袁这表明在新时代袁党和国家对社会
组织寄予了更大希望袁野慈善组织和慈
善志愿者组织要自觉肩负起新时代的
历史责任遥立足新起点袁实现新作为遥冶
他要求袁 全市慈善组织和慈善志
愿者组织一是要立足新目标袁 着力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袁
抓好扶贫攻坚重要任务袁 深化实施扶

贫志愿服务行动袁 引导爱心企业和人
士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贫和到村到户
的精准扶贫袁 鼓励贫困群众通过自力
更生摆脱贫困遥二是要立足新矛盾袁着
力为保障改善民生尧 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新贡献袁 在济困救助尧 弱有所
扶尧助医尧助学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袁
尽力填补民生短板遥 三是要立足新时
代袁 着力为慈善事业创新发展作出新
贡献袁力争用 3 年左右的时间袁将市慈
善总会建设成为全市实力最强尧 口碑
最好尧群众最放心的慈善组织袁成为全
市慈善组织的领头羊和模范者遥 四是
要立足党的建设总要求袁 更加自觉地
坚持党对慈善工作的领导袁 建设一支
听党话尧跟党走的慈善工作队伍遥
野要不断扩大互联网的影响力袁通
过互联网反映善心尧多做善事曰要探索
打造慈善项目品牌曰 要支持企业建立
慈善基金袁力争今年突破 100 支噎噎冶

刘光磊要求袁 全市慈善发展要在互联
网募捐尧慈善信托和无形资产捐赠尧打
造慈善品牌项目尧争取政府购买服务尧
提高依法治善能力和慈善志愿服务等
六个方面有新的突破遥
野培训+交流冶深化活动内涵
如何深化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培训会的活动内涵袁 让全市慈善人
学好学深学透尧入脑入心入行袁让新思
想更好地指导慈善工作创新开展袁也
成为市慈善总会领导层思考并着手实
施的课题遥
在当天的培训会上袁市民政局社会
工作处处长邓明国受邀作题为叶深入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加强志愿服务管理
与服务曳的培训讲座曰市民政局社会组
织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许显昌作题为
叶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 坚定不移抓好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曳的培训讲座遥

綦江区尧梁平区尧云阳县尧石柱县尧
南川区等慈善会负责人从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袁 加大慈善扶贫力度袁开
创慈善工作新局面袁做好慈善志愿者工
作等方面在培训会上进行交流发言遥
野刘光磊的学习报告理论性尧针对
性和实效性强袁 对今后我市慈善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推进
慈善事业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遥冶
野邓明国和许显昌的讲座紧密结合实
际袁对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做好
慈善工作和志愿服务有着很强的指导
意义遥 区县的交流发言很有借鉴 意
义遥 冶陈焕奎要求袁全市慈善组织和慈
善志愿服务组织要真正把十九大精神
转化为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强大 动
力袁 要继续在学习和工作中加以消化
和运用袁 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和慈善事
业取得新发展尧 新突破袁野我们要撸起
袖子加油干遥 冶

培训会交流发言摘录

全市慈善系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加强志愿服务制度化

抓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邓明国渊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长冤

许显昌渊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冤

当前袁我国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 6000 万人袁按照规划袁十三
五时期袁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将提高到 13%遥
十九大报告中袁多处有关于野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和服务冶的
重要论述袁 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志愿服务工作的发展方向和方
式方法遥 如野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冶野增进民生福祉冶
野保障和改善民生冶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不断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冶等重要论述袁就是对志愿服务事业提出的新要求遥
因此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必须加强志愿服务管理和
服务袁用十九大精神指导社会组织尧志愿服务组织工作袁加强志
愿服务制度化尧项目化运作袁提升社会组织尧志愿服务组织的自
身服务能力袁弘扬志愿精神和社会正能量袁把十九大精神贯彻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去遥

截止 2017 年 6 月袁我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达到
16773 家遥 全市社会组织资产总值 90 多亿元袁提供就业岗位近
20 万个遥 当前社会组织党建存在党员人数少尧组织关系转接难尧
党建管理体制不顺畅和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袁 加强党建
工作尤为重要遥
十九大报告指出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遥社会组织面大
量广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十分重要遥
社会组织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遥 要按照应建
尽建的原则袁加大社会组织的党组织组建力度曰要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开展袁 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骨
干队伍建设袁努力夯实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保障袁确保党组
织和党员作用更加有效地发挥遥

整合慈善资源 完善机构建设

为脱贫攻坚多出一份力

陈焕奎渊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冤

吴子荣渊梁平区慈善会秘书长冤

宋国权渊云阳县慈善会会长冤

学习好尧贯彻好十九大精神袁是慈善系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遥 大家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推动新时期的
各项工作袁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取得新发展尧新突破遥
当前袁脱贫攻坚尧扶贫济困尧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任务重大袁
我们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遥 一是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遥 二是要学好用好叶慈善法曳袁提高依法治善的能力遥 三是要
进一步壮大慈善扶贫力量袁再创慈善扶贫新业绩遥四是要积极拓
展筹募方式和渠道袁使善款来源更加多渠道尧多元化遥 五是要弘
扬慈善精神袁提升慈善事业的感召力遥 六是要加大监管力度袁提
高慈善会组织的公信力遥七是要加强慈善队伍建设袁增强慈善会
组织的凝聚力遥 八是要认真整改落实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专家组
反馈意见遥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慈善事业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遥
梁平区慈善工作将以十九大精神为行动指南袁 进一步加强对慈
善事业的服务尧管理袁做好全区慈善事业发展的各项工作遥
我们将以宣贯叶慈善法曳为重点袁以叶志愿服务条例曳为契
机袁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袁加强乡镇渊街道冤分会及志
愿者组织的业务指导袁完善慈善机构建设袁依托区内外成功人
士尧名人带动等助推我区慈善公益募捐活动袁整合慈善资源袁聚
集社会各方力量遥 及时救助扶贫尧济困尧助学尧助医尧安老尧助残
等袁真正发挥慈善公益的短板补充作用遥

在全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热潮中袁
市慈善总会和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联合举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培训会袁这必将给重庆慈善组织系统注入新的思想活力袁开创
新的工作局面遥
云阳是一个典型的属盆周山区连片的国家级贫困县遥 云阳
县慈善会将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尧助力全县脱贫攻坚行动和
慈善工作自身特点结合起来袁尽力发挥慈善扶贫的微薄力量袁努
力抓好野助农增收慈善项目冶野千户慈善慰问活动冶尧慈善助学和
大病医疗救助工作袁全力支持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巫光华同
志继续当好贫困村的第一书记袁为县委县政府分点忧尧担点责袁
为脱贫攻坚行动多出一份力遥

以更理性的认知对待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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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慈善会
举行学习十九大精神座谈会

11 月 23 日袁 石柱县慈善会会长杨
林森组织全体员工及慈善志愿者大队代
表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深入领会
十九大的精髓袁 并围绕报告中关于加强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提出的要完善社会
救助尧社会福利尧慈善事业尧优抚安置等
制度开展交流遥
会议决定袁将向县委尧县政府尧县政
协领导汇报院 一是借鉴宁波等发达地区
先进经验袁 请求通过协商将慈善工作纳
入部门乡镇目标考核曰二是希望县委尧县
政府尧县政协通过协商袁将在每年 9 月 5
日全国慈善日袁 组织各乡镇 渊街道冤尧部
门尧企业捐款活动曰三是请求县委尧县政
府尧县政协开展协商袁在全县各单位尧部
门加大叶慈善法曳的宣传遥
渊彭广文冤

骆科盛资助秀山 10 名贫困学生

将十九大精神落实在巴渝慈善事业上
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关键是要抓落
实遥 既要从思想上抓落实袁还要从工作中抓落实遥 冶
这是市慈善总会尧 市慈善捐赠服务中心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会的初衷和目的遥
在当天的培训会上袁 市民政局相关处室负责
人为与会者进行了志愿服务管理与服务和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的专题培训讲座遥 綦江尧梁平等区县慈
善会负责人就如何在工作中更好贯彻十九大精神
进行了交流遥 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更是提出了
落实培训会精神的要求遥

重庆市政协新闻宣传中心

慈讯

奏响慈善新乐章 撸起袖子加油干
特约记者 张长荣/文 黄亮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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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重庆市慈善总会

踏上慈善事业发展新征程

鼓足干劲做好慈善工作

李益莉渊綦江区慈善会秘书长冤

张龙齐 渊南川区慈善会秘书长冤

彭广文渊石柱县慈善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冤

十九大报告指出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曰完善社会
救助尧社会福利尧慈善事业等制度曰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尧规则意
识尧奉献意识遥
我们需要站在新的高度袁 深刻认识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意
义袁以更理性的认知正确对待慈善事业遥綦江区慈善会将在十九
大精神的指引下袁广泛开展以公民尧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资源捐
赠资产和劳动袁为扶贫济困尧帮残助医尧支教助学等慈善爱心活
动袁唤醒更多人的爱心袁参与到慈善事业中袁营造关心他人尧热爱
社会尧投身公益的浓厚氛围袁将慈善事业的口碑打造好袁让更多
的人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遥

党的十九大把慈善工作写进了大会报告袁 为慈善事业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袁 对慈善工作者给予了巨大鼓舞遥 我们将团结全
区广大慈善工作者袁坚持以筹募为中心袁以为民解困为出发点袁
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院
一是举社会之力袁多方筹募扶贫济困资金袁用于贫困群众助
医尧助学尧济困遥 二是广开渠道袁募集慈善资金袁广泛动员社会各
界献爱心遥 三是心系贫困群众袁大力开展慈善救助袁惠及困难群
众遥 四是因地制宜袁抓好慈善志愿者服务工作袁点对点地开展各
种志愿者服务活动遥 五是强化自身建设袁增强慈善公信力遥 让南
川的慈善事业继往开来袁不断创新发展袁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遥

十九大报告袁为慈善工作指明了方向袁制定了目标袁明确了
任务袁扩大了慈善工作的视野尧空间和领域遥 石柱县慈善会全体
职工将鼓足干劲做好慈善工作遥
我们将从供给侧出发加强筹募救助工作袁从加强思想道德
建设出发加强志愿服务工作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袁
不断开创我县慈善工作新局面遥
我们将立足于野四抓冶来进一步做好慈善工作院抓主体袁抓职
工和志愿者队伍的政治意识曰抓客体袁抓工作创新袁构筑慈善捐
赠尧救助为一体的网络体系曰抓载体袁抓好脱贫攻坚的各项载体
和服务项目曰抓媒体袁抓好各种宣传媒体和宣传内容袁营造野人人
向善冶的慈善环境遥
渊张长荣 整理冤

11 月 19 日袁 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公
安分局铝城治安支队政委骆科盛袁 带领
家人来到秀山县石堤镇猫岩小学开展爱
心资助活动袁为 10 名优秀的贫困孩子资
助钱物 2000 余元袁并鼓励孩子们要树立
信心袁克服困难袁努力学习袁用优异的成
绩回报社会遥
骆科盛是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总队骆
科盛公益爱心大队队长遥 从 2012 年以
来袁带领家人尧同事朋友及发动社会爱心
人士 1000 余人次袁其个人累计资助了 50
余名贫困学生和 200 余名重病患者袁帮
扶了 10 多个特困家庭遥
渊曾绍仑冤

奉节慈善会
接收三企业捐款 5000 万元
近日袁 奉节县慈善会与重庆环彬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尧 重庆夔都置业
有限公司尧 重庆市浩府置业有限公司签
定定向捐赠协议袁 接受捐款 5000 万元袁
用于捐建奉节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竹枝
分校遥 目前袁 三企业捐款已实际到账
3100 万元遥其他款项将于 2018 年 5 月前
定向分批到账遥
渊杨发顺冤

融汇地产
向潼南贫困乡村捐赠物资
11 月 26 日袁 重庆融汇地产与市慈
善总会尧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再次携手潼南区慈善会袁 为潼南区崇龛
镇青山小学尧 柏梓镇文明小学和玉溪镇
小学三所贫困乡村学校捐赠爱心资金尧
电脑和书籍袁捐赠物资共计 15 万元遥
据了解袁今年以来袁融 汇 地产 总共
为潼南区 6 所乡村贫困小学捐赠爱心
图书室尧电脑尧书籍以及现金袁总价值 30
万元遥
渊刘 君冤

山里飘扬着党旗
阴阿荣
山里飘扬着党旗
鲜艳的色彩袁染亮
一个个深浅不一的足迹
树梢的露珠袁深情凝望
风雨兼程的慈善扶贫人
那一眼感动
滑落在希望的山野
山里飘扬着党旗
金色的党徽袁记录
贫穷到小康的帮扶距离
崖边的山松袁固执守候
奔波不停的慈善扶贫人
那一树遒枝
指引慈善人蜿蜒穿行
山里飘扬着党旗
不屈的信念袁饱满
山民家里的粮仓和脸上的喜悦
梯田里的高粱袁弯腰
向慈善扶贫人致敬
那一抹炙热
火辣了多年脱贫的期盼
山里飘扬着党旗
火红的血液袁浸透
漫山的枫叶和天边的夕阳
农家里的鼎罐袁沸腾
产业扶贫的规划
那一堆篝火
火红了岁月
火红了生活

慈善

巴 文学
渝 cishanwenx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