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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联举行纪念长征 80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举行民政部社会组织流动党员之家授旗仪式 启动彤馨党社互动站

11 月 10 日， 第四届中国儿
童大病救助论坛在京召开。 本届
论坛由儿童大病救助联盟主办，
联盟轮值执行机构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和联盟秘书处北师大中
国公益研究院承办。

论坛以“联合救助 健康扶
贫”为主题，8 家儿童大病救助公
益机构联合发布《儿童大病联盟
统一标准共识》，以建立标准化救
助流程和简化救助程序为目标，
以统一信息采集标准和票据报销
规范为基础， 降低大病儿童家庭
申请公益机构救助的门槛和重复
准备救助申请材料的负担， 力争
打破政府、公益机构、医院、科研

机构之间信息互通的壁垒， 联合
起来让大病儿童有求必应！

联盟成立一年
行业平台格局初具

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始创于
2015 年 9 月，2016 年是联盟初创
之年，活动交流合作较为广泛，行
业平台格局逐渐显雏形。 春苗基
金会和北京血友病关爱中心两家
机构先后加入， 联盟成员从初创
的 6 家发起机构扩展为 8 家，总
体救助规模覆盖 8 大救助病种，
24个救助项目， 救助资金逾 2.87
亿，救助患儿超过 1.3万名。

这一年， 联盟以政府主导为
前提、 社会组织为补充共同发挥
作用， 为联合多方力量做好儿童
大病救助工作建言献策。 先后完
成民政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数据测算和研究报告， 并提出政
策建议； 开展地中海贫血防治研
究倡导，发布《中国地中海贫血防
治蓝皮书》，在两会期间提出将地
中海贫血纳入医疗政策保障范围
的提案； 建立儿童大病救助联盟
向政府主管部门报送救助信息和
向全国各地通报社会组织救助大
病患儿情况的渠道， 促进政府与
社会组织开展联合救助。

分析报告发布
四种联合救助模式

当前，多元参与的儿童大病
救助格局正在形成。 在我国儿童
基本医疗保障、医疗救助和大病
保险体系基本全覆盖的基础上，
政府、慈善组织、企事业单位、媒
体和社会公众正在通过多样的
联合模式，共同致力推进和解决
儿童大病救助问题，做出了有益
探索。

报告总结梳理了我国目前
四种联合救助模式：

第一， 政府+慈善组织的联
合模式，包括政府资金支持慈善
组织、政府政策扶持慈善组织以
及双方共同出资三种方式；

第二， 慈善组织+慈善组织

联合模式，推进慈善组织间的对
话与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三，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
益平台联合模式，充分发挥互联
网公益平台具备的灵活性强、成
本低、积少成多和筹款速度快的
优势；

第四， 慈善组织+大病救助
专业机构联合模式，铸就大病救
助事业的专业性。

报告分析认为，当前的四大
联合模式尽管在单病种、单地区
等联合救助和宣传倡导方面达
成了一定的效果，但仍然存在着
信息共享不足、联合行动未落地
等挑战， 有待多方深化合作，形
成联合的有效机制，通过落地试
点等方式形成行动方案。

83 家慈善组织
十大示范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 83
家慈善组织开展儿童大病救助
项目 160 余个， 覆盖了先心病、
白血病、尿毒症等十几种医疗费
用高昂的病种，每年支出医疗救
助费用超过 10 亿元。 与此同时，
国内慈善组织开展医疗救助起
步晚，规模有限，面临救助形式
相对单一、救助额度和救助范围
有限、缺乏交流和协同救助机制
和国际合作平台等多方面挑战。

“儿童大病救助十大示范项
目”的评价研究由中国公益研究

院发起，通过扫描分析当前我国
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总体情况，挖
掘其中具有实效性、创新性和典
型性的救助模式，供行业组织相
互交流学习，助力儿童大病救助
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
金项目、 上海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项目、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
基金和 9958 儿童大病紧急救助、
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医
疗关爱项目、 爱佑慈善基金会爱
佑童心项目、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
基金会小苗医疗项目、 北京新阳
光慈善基金会“病房学校”项目、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中国
地贫防治计划”项目、中华慈善总
会“微笑列车”项目等十个项目被
列入十大示范项目。

其中不乏极具亮点的案例：
我国首个、 同时也是救助范围最
广和救助规模最大的白血病儿童
救助专项基金———小天使基金，
在获得政府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之后， 历史性地清理了白血病患
儿救助积压， 成为白血病救助领
域的品牌项目， 生动诠释了政社
合作模式的优势；9958 儿童大病
紧急救助项目，借助慈善组织+互
联网平台联合模式， 发挥网络优
势， 促使广大公民参与公益项目
筹款， 大大提升了救助基金的社
会动员能力， 成为儿童大病救助
项目筹款模式的示范项目。

多家公益机构统一儿童大病救助程序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 � 第四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以“联合救助健康扶贫”为主题，
探索解决大病儿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11 月 11 日， 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开展“弘扬
长征精神，牢记党员使命”的主
题党日活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党委第一书记、 会长宫蒲光，
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
局长于文俊，民政部民间组织服
务中心党委书记刘忠祥，民政部
社会工作司巡视员许启大，中国
社会工作联合会党委副书记何
建民、刘京，北京市朝阳区委组
织部部长何明等同志出席了此
次活动。

宫蒲光书记表示，此次主题
党日活动旨在通过缅怀先烈、重
温历史，进一步强化广大党员的
理想信念、先锋意识，激励党员
学习传承长征精神， 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增强党性、继续前行。
他指出，走好新长征路，就必须
坚持四个不忘：不忘初心、不忘
传统、不忘使命、不忘责任；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决拥护、全力维护、始终服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落实上级党委指示要求，以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用
实际行动促进联合会健康成长，
推动社会工作事业繁荣发展，为
国家治理体系创新贡献应有的

力量。
为发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作为全国性社会工作行业组
织的专业优势，推动专业社会工
作者广泛参与基层党建工作，提
升基层党建水平，增强社会服务
意识，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在活
动现场还举行了首个“彤馨党社
互动站”揭牌仪式。

彤馨党社互动站遵循专业
服务理念，以“一建、两推、三联、
四带”为基本工作模式。“一建”
即建立一个互动站；“两推”指通
过互动站推送社区党的建设、推
动社区社团组织党的建设；“三
联”指以互动站为平台，推动社
工、社区、社会组织的联动发展；

“四带”指党建带动群建、党建带
动团建、党建带动社建、服务带
动管理，通过互动站带动社区内
相关各方积极行动、 主动参与，
以人为本，助人自助。

彤馨党社互动站除了配合
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积极开展
基层党建业务之外，还将通过政
府购买项目、 红色创投等方式，
组织开展多种服务居民的活动，
如老年服务、青少年服务、婚姻
家庭服务、心理咨询、法律援助、
外来人口社会人口融入、信访维
稳、扶残助残、大病救助、公益宣
传、居民自主议事、社区生计发

展等一系列为民便民服务。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拟在

全国多个省市区的基层街道中
推动建立“彤馨党社互助站”。 首
个合作试点单位为北京市朝阳
区团结湖街道。

作为首个“彤馨党社互助
站”， 团结湖街道彤馨党社互助
站不仅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北京市社会工委、朝阳区、
团结湖街道的大力支持，还获得
了民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的帮助，

50 名民政部离退休党员被聘任
为社区建设顾问。 从宫蒲光手中
接过聘书的老干部们纷纷表示，
将全力支持互动站的工作，期待
为街道、社区的党建工作作出贡
献。

建立民政部流动党员之家，
是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党
委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
求和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的要求的重要举措。 活动
最后，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与下

期社会组织流动党员之家承办
单位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举行了
授旗仪式。

活动中进行了纪念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文艺演出， 全体
党员高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等歌曲，重温了党的历
史，弘扬了党的革命传统。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全体
党员、 民政部部分离退休干部、
部管社会组织流动党员等 150
余名党员参加了活动。 （益文）

首个“彤馨党社互助站”落地团结湖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