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8 日，大连慈善基金会、大连

新型企业集团联合开展的“ 孝亲敬老 •
助力老人——夏日敬老送清凉 ”捐赠物

资发放仪式在普兰店区皮口中心敬老院

举行，现场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

河市、金普新区共 10 家敬老院捐赠了

240 台空调，总价值近 45 万元。大连

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李叔禥、秘书长汪军

生，普兰店区慈善总会会长生蔚、副会

长刘向玉等领导及各接受捐赠的单位代

表参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弘扬中华民

族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大连慈善基金会

于 2014 年发起“ 孝亲敬老 • 助力老人 ”

项目，旨在汇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大连

市乡镇敬老院及老人们办实事、做好事，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18 年，大连

新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慈善基金

会签订了捐赠协议，设立了规模 800 万

元的“ 新型集团孝亲敬老 • 助力老人慈

善基金”，专项支持该项目的开展。今年，

为了让条件相对较差的乡镇敬老院的老

人们免受夏日炎热的困扰，大连慈善基

金会从该基金中支出 45 万元，为 10 家

敬老院购买了空调，希望为老人们营造

一个清凉舒适生活空间。

据皮 口 中 心 敬 老 院 院 长 孙 修 恩 介

绍，目前院里共有 59 位老人，因为没

有专项资金，敬老院一直都没有安装空

调，夏天炎热老人们就会非常遭罪，特

别是对那些卧床的老人来说更是难熬，

此次大连慈善基金会捐赠了 29 台空调，

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让老人生活得

更舒适。

“孝亲敬老 • 助力老人”项目在大连

新型企业集团、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爱心企业和市民的大力支持下，已连

续开展 9 年。通过向乡镇敬老院捐赠空

调、洗衣机、冰箱、电视、压面机、蒸

饭车、开水器、护理床等生活物资及修

缮生活设施及房屋等，已累计支出善款

908.14 万元，惠及 70 多家乡镇敬老院，

有 15 万人次受益，极大地改善了敬老院

老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深受乡

镇敬老院及老人们的欢迎。该项目先后

获得第三届辽宁慈善奖“ 最具影响力慈

善项目 ”、2020 年度全国慈善总会系统

“ 中华慈善品牌项目 ”等荣誉。下一步，

大连慈善基金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广泛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期待更多的爱

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关注该项目，用实际

行动关爱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共同为

乡村振兴贡献慈善力量。

（来源 ：大连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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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5 点半，普兰店区北部山区同益街

道同益村一户普通的农家院里，习惯了早起

的刘云才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喂牛。

牛舍里大大小小拴着 5 头黄牛，看到主人送

来了草料，顿时埋头在食槽里大嚼起来。5
头黄牛，是刘云才一家 3 年来养牛积累下的

“家底”，也是他们脱贫奔小康的希望。

今年 66 岁的刘云才身患肺结核病多年，

常年吃药，不能干重体力活儿，家里还有 3
个孩子读书，虽然政府给办理了低保，但也

很难维持一家人生计。自 2019 年秋天起，

作为大连市、普兰店区两级慈善组织联合打

造的“ 产业扶贫 ”项目援助扶持的低保家

庭之一，刘云才将慈善捐赠的一头成年母牛

精心饲养至今，已陆续产下 4 头小牛，逐渐

成为养牛的行家里手。

同益街道地处普兰店最北部山区，一度

是低收入人口最多、扶贫任务最重的区域。

2016 年，作为慈善“ 造血型 ”扶贫的一次

有益探索，市、区两级慈善组织抓住同益街

道山多地少适合畜牧养殖的地域特点，以当

地残疾人养殖协会为依托，将扶持有养殖能

力的低保家庭养殖母牛的“ 产业扶贫 ”项

目进行试点，随后于 2018 年立项启动。经

过连年运作至今已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146 万

元，扶持 82 户低保家庭养殖母牛，先后产

牛犊 176 头，为地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劲的

动能。

有“ 产 ”才能富民，有“ 业 ”才能兴

家。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充分发挥

产业扶贫助力乡村振兴作用，今年项目持续

发力，由市、区两级慈善总会联合筹募善款

44.7 万元，再为同益街道 25 户有养殖能力

的低保家庭，每户捐赠成年母牛一头。其中

市级筹款得到了爱心企业大连臣星贸易有限

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在捐资 20 万元助力

项目运作的基础上，另捐资 7.5 万元专项奖

励 5 户历年受助的优秀养殖户每家一头成年

母牛，刘云才一家便喜获奖励。

在 9 月 30 日举行的大连市、普兰店区

慈善产业扶贫项目第四批捐资发放仪式上，

领取奖励母牛后刘云才第一时间牵回家入

了群。“ 原来听人说母牛产母牛，三年变五

头，就当听个乐儿，谁能想到还就成真了

呢……”看着牛舍里越来越壮大的牛群队

伍，黝黑的刘云才笑出了满口白牙，更笑出

了满心欢喜。

义　工　风　采
春田健康义工队

近日，春田健康义工携手长店堡社区义

工先后走进区体校，为困难学生捐赠功能饮

料 500 瓶，加深慈善义工与困难学生之间的

友谊 ；走进社区，为辖区贫困家庭送去慰问

物资，并开展以“健康进社区，义诊暖人心”

为主题的健康义诊活动，为 60 周岁以上的

老人进行免费体检、科普宣传，还为社区居

民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8 月 1 日，为纪念建军节，弘扬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春田健康义工深入社区看望

走访退伍军人，为革命前辈测量血压血糖，

还为老人们送去了爱心物资 ；8 月 5 日，春

田健康义工开展“ 丰富双职工家庭的孩子

暑期生活 ”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大学生慈

善义工的分享，让更多小朋友了解公益知

识，了解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

丰富了莲城小学生的暑期生活。

向日葵义工队

7 月 23 日，向日葵义工来到困难儿童

李轶小朋友家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李轶

小朋友送去书包、书籍、衣服、发夹等爱心

物资。向日葵义工通过此次活动，希望全社

会高度重视和关心儿童工作，奉献爱心、形

成合力，共同画好保护未成年人的“ 同心

圆”。

鑫盈义工队

7 月 10 日，鑫盈义工来到区五四水库

开展保护生态、清理堤坝白色垃圾活动。义

工们分成两人一组展开了细致、谨慎的清

理，经过义工们的辛苦劳动，整个堤坝周围

恢复了清洁 ；8 月 14 日，鑫盈义工来到雪

苑小区的花坛里清除杂草，让小区居民的夏

天纳凉休闲多了一分惬意，少了一丝烦恼。

长店堡社区义工队

7 月 28 日， 长 店 堡 社 区 义 工 到 御 湘

苑养老中心看望退伍老兵，送去牛奶、水

果、鸡蛋、矿泉水等爱心物资，切实让老

人们对现在的生活充满安全感、获得感和

幸福感。

爱心天使义工队

8 月 11 日上午，爱心天使义工队组织

队员来到台山公园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活动，

用实际行动提升莲城形象，为居民提供更舒

适的宜居环境。

孛兰社区义工队

连日来，孛兰社区义工队先后组织 50
余名义工到区台山公园开展环境卫生清理活

动 ；在各小区院内，化身为“ 小喇叭 ”，把

群众唤醒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确保不漏一

人、应检尽检 ；在核酸检测点上，他们化身

为“ 服务员 ”“ 劝导员 ”，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设置隔离带、画好 3 米线，主动承担起核

酸检测点的秩序维持工作，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将自己微薄的力量凝聚成一股磅礴

之力。

万众救援义工队

疫情期间，万众救援义工队出动 2 台

防疫救援车，集结 20 余名队员，在装备好

8 台消杀器械、20 大桶 84 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之后，奔赴疫情重点区域进行防疫消杀作

业，消杀总面积达 7000 多平方米 ；随后，

组织 20 多名队员深入我区公园等地开展环

境卫生清理活动 ；8 月 23 日，在接到有人

坠桥的求救消息后，万众救援义工队立即启

动应急救援紧急备勤，集合 87 人紧急赶往

事发区域，迅速展开搜救。

蓝天救援义工队

8 月 15 日， 普 兰 店 突 发 暴 雨， 蓝 天

救援义工队紧急集结 22 名队员赶赴大谭

街道，来到一所养鸡场和一所养猪场实施

救援行动，共转移 13 名工厂职工，并将

职工全部安全送到各自家中 ；疫情期间，

蓝天救援义工队出动 8 车 30 人、20 台防

疫消杀弥雾机，对普兰店区渤海小学、铁

西小学、鼎盛大地幼儿园等校区进行了一

次全面的消毒杀菌工作，消杀面积达 8 万

余平。

饿了么义工队

疫情以来，饿了么义工队积极配合社区

防疫工作，主动联系丰荣街道志愿参与防

疫义工活动，优先确保在线民生店铺配送，

还为丰荣街道辖区 9 个社区捐赠 N95 口罩、

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

福缘义工队

疫情期间，福缘义工队组织 13 名义工

配合丰荣久寿社区网格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义工们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引导和维护

现场秩序。他们搀扶行动不便的居民，陪伴

他们进行核酸检测。队员时大鹏买来了饮

品，供医护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使用，奉献

义工的一片爱心。

老年病医院义工队

疫情期间，老年病医院义工队召集 40
多名医护人员，奔赴大谭街道开展核酸检测

等相关工作。义工队员们分成三支队伍 ：卡

点执勤、全民核酸检测、隔离宾馆上门核酸

检测，齐心协力开展疫情相关工作。

仁合义工队

疫情期间，仁合义工队组织 11 名义工

来到大谭街道，协助医护人员开展全民核酸

检测等相关疫情防控工作，用实际行动体现

了慈善义工在疫情防控面前的责任意识和担

当精神。

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义工队

疫情期间，和平社区卫生服务义工队组

织了 10 名医务义工，来到和平社区辖区内，

开展全民核酸检测相关工作。核酸检测过程

中，慈善义工们提醒居民佩戴好口罩、协助

指引居民登记信息、维持秩序等程序，以实

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为疫情防控

把好防线。

慈善产业扶贫为普兰店北部乡村振兴添动能

8 月 18 日，一年一度慈善“圆梦行动”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普兰店区第十一中学五楼

电教室举行，由市、区两级慈善总会联动，

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大连市公司和大连第一互

感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继元共同捐赠的

18.3 万元助学款，确保普兰店 51 名贫困学

子都能无忧开学，圆大学梦。

普兰店区政府副区长贺滢锦出席仪式并

讲话，她指出，小康大业，人才为本。捐资

助学，不仅是一项关注民生、关心教育、关

爱学子的德政工程，也是体现爱心、温暖人

心、凝聚信心的民心工程。多年来，市、区

两级慈善组织始终围绕大局，积极履职尽

责，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慈善助学事业，

也切实得到了以烟草公司和王继元董事长等

为代表的有情怀、有担当的爱心企业和个

人的大力支持。仅普兰店慈善“圆梦行动”

助学项目开展至今，已累计发放善款 590 余

万元，帮助 1902 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

为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发放仪式上，夏吉祥等 30 名应届学子

领取了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大连市公司提供的

助学金每人 4000 元 ；田宇驰等 21 名 2021
届学子领取了由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王继元个人提供的助学金每人

3000 元。随后，受资助学生代表为爱心企

业送上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总有一种努力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

慷慨让我们暖心。8 月 23 日，益万家“ 爱

洒校园 · 助梦启航 ”活动项目捐赠发放仪

式在大连海湾高级中学举行，大连益万家

兴隆超市有限公司现场捐资 5.5 万元，定向

奖励我区今年考入北大学子刘楠 2 万元助

学金，同时也为刘楠的六科老师和校长发

放奖励金。

仪式由普兰店区教育局局长姜昕主持。

仪式上，大连益万家兴隆超市有限公司向区

慈善总会和区教育局颁捐赠牌，区政府副区

长贺滢锦为爱心企业颁捐赠证书，益万家超

市周辉总经理为刘楠发放奖学金。

获得奖励的刘楠深情感谢益万家的捐

赠，感谢母校的培养，表示自己绝不会在

鲜花与掌声中迷失自我。在未来的人生路

上，会带着一如既往的热情与勇气，带着

大家的美好祝愿，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普兰店教育事业和海湾

高中的祝福。

大连益万家兴隆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辉也勉励刘楠同学要继续努力，面对以后更

多的竞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普兰店

争光，为国争光，并表示益万家会持续对教

育事业的支持。

普兰店区政府副区长贺滢锦在总结讲话

中感谢慈善总会一直以来的支持，肯定了今

年我区和海湾高中的高考成绩，特别从刘楠

身上看到了海湾高中应届毕业生的高素质，

对海湾高中一直以来辛勤工作的老师表示感

谢。并对刘楠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期望海

湾高中以及全区老师共同努力，培养出更多

的人才，期望慈善总会能够持续传播温暖，

祝愿益万家事业蒸蒸日上。

（来源 ：大连海湾高级中学）

自“8.28”疫情以来，社会各界无时无

刻都在牵挂着特困群众的身心健康与生活状

况。9 月 8 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让我区

疫情较严重的大谭、莲山街道困难群众度过

一个安乐祥和的节日，贺滢锦副区长带领区

民政局、慈善总会赴两个街道专程慰问困难

群众，为低保、特困、孤儿、低收入等 872
户困难群众送去了月饼、面粉等慰问物资，

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怀。

此次走访慰问，不仅给予困暖群众物质

上的帮助，情感上的温暖，更给予他们精神

上的鼓舞。大谭街道网格员表示，非常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在慰问品配送的同

时，耐心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告诫群众继续

遵守封闭管理规定，请大家相信在党和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疫情无情，人间有情。将疫情防控作为

重点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

扶，不仅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做好

特殊时期的关心慰问工作，始终关注疫区特

殊群体在疫情中的困难和需求，不因疫情防

控点多、面广、任务重，而遗漏任何一户困

难家庭，及时掌握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用

爱心和细心守护每一位居民的幸福安康。

（来源 ：区民政局）

中秋佳节走访慰问疫区困难群众

“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慈善义工，

我要以党员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多为老百姓

做好事。”近几年，张恒良充分发挥党员义

工的先锋模范作用，帮扶困难群众、助力疫

情防控、积极参与创城……谈及曾参与的慈

善活动，他淡然地说，这是一名党员该做的。

“ 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

前 ；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为群众排忧

解难。”自 2012 年接触慈善公益以来，张

恒良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积

极参加扶贫帮困、关爱老人等慈善救助活

动。当时，张恒良家里条件不好，还要承

担房贷，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往外送，家人

有时不太理解。张恒良说，“ 虽然生活拮

据，但是我们自己节省一点，并影响身边

的人一起献爱心，能实实在在帮助贫困家

庭，我们就很知足了。”随着张恒良的经济

条件不断改善，他将每年的捐款金额从最

初的 1000 元增长到 3000 元，还和妻子在

慈善总会建立了万元基金，常年为铁西街

道虎山社区河沿屯和花儿山社区张屯的困

难户、特困老人、残疾人家庭奉献爱心达 3
万多元，累计救助 46 户困难家庭。这些救

助行为和善良之举，帮一个个困难家庭渡

过了生活难关，解了燃眉之急。

“ 莲城就是我的家，疫情当前，作为一

名青年党员义工，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

去。”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进入常态化防

控阶段，张恒良主动报名，下沉到社区、村

屯值守，筑起阻击疫情“防火墙”。

“ 好的。马上！”这是在社区值守的张

恒良接起电话后常说的话。疫情期间，无论

是核酸检测中的维护秩序、扫二维码，还是

配菜分发，事无巨细，张恒良都冲在前面。

“3.14”疫情期间，张恒良还为区铁西街道

捐赠了一套价值 3000 多元的柴暖设备和 70
升柴油，助力街道疫情防控。

“ 创城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只有参与

者，没有旁观者。”创城期间，张恒良积极

参加社区开展的垃圾分类义工服务活动，每

天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面对居民的不

理解，张恒良总是心平气和地对居民耐心

讲解，一有时间就在居民微信群里宣传。在

这样的坚持下，社区的垃圾分类成效愈发显

著，居民也发生了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分

类到分类的转变。

近年来，张恒良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

头作用，在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下，他坚

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用心用情温

暖群众。“ 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没

少受村干部、邻里的帮衬。现在自己有能

力了，就要冲在前，实实在在干事，来回

报社会。”在张恒良的影响下，妻子和儿子

也加入了慈善义工队伍。如今，一家人在

工作之余，最常做的事就是向他人奉献爱

心，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说起慈善公益

方面的事情，平时不善言语的张恒良一直

念叨着 ：“ 做慈善嘛，就是越做越开心，越

开心就越有劲儿继续投身其中，让大家有

了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张恒良：不忘初心　“义”路精彩

夏日送清凉　情暖敬老院

慷　慨　助　学　　益　万　家　暖

18.3万元善款助51名

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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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箴言——你一点爱，我一点爱，众人接力多点爱。 电子邮箱：pldcf_2006@163.com

姓名、单位 金额(元) 备注

杨雅祺 1,000.00 万元基金
汤佳润 1,000.00 万元基金
孙　裕 1,000.00 万元基金
吉祥春 1,000.00 万元基金
解晓东 4,000.00 万元基金

爱心人士 1,000.00 定向捐款
符　明 1,500.00 定向助学
于治清 1,500.00 定向助学
周　悦 1,500.00 定向助学
夏　娟 1,500.00 定向助学
汪宇鹏 1,500.00 定向助学
李东日 1,500.00 定向助学
付　严 520.00 定向助学
冯晓伟 100.00 定向助学
曲春雨 500.00 定向助学
张至青 300.00 定向助学
杨佳霖 100.00 定向助学
孙万玲 200.00 定向助学
林钧覃 200.00 定向助学
吴　楠 100.00 定向助学
曲　爽 300.00 定向助学
兰晓光 100.00 定向助学
母文斌 100.00 定向助学
赵文平 400.00 定向助学
万　杰 100.00 定向助学
杨奕泽 100.00 定向助学
吴建斌 980.00 定向助学
李金阳 50.00 定向助学
杨世崑 200.00 定向助学
李　璐 100.00 定向助学
刘春明 50.00 定向助学
黄曼雅 1,500.00 定向助学
孙长先 300.00 定向助学
李　林 200.00 定向助学
曲　毅 200.00 定向助学
武美姣 100.00 定向助学
董文宏 100.00 定向助学
李瑞君 100.00 定向助学
门孟君 100.00 定向助学
许　光 100.00 定向助学
张　庆 100.00 定向助学
金　娜 100.00 定向助学
于　芳 100.00 定向助学
石金鹏 15,000.00 定向助学
赵春菊 4,500.00 定向助学
唐雅丽 1,500.00 定向助学
陈　兴 1,500.00 定向助学
宋一锋 1,500.00 定向助学

大连强彬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宫德强） 1,000.00 定向防疫
大连星台白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致公党员（孔庆伟） 1,000.00 定向防疫

大连家家福超市有限公司（王益忠） 1,000.00 定向防疫
大连星岛油气有限公司（朴大巍） 1,0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审计局致公党员（沙兴浩） 500.00 定向防疫
大连市鑫盛木业有限公司（邹增国） 500.00 定向防疫

大连皮杨陆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致公党员（朱晓菲） 5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大谭街道党工委（王晓龙） 5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市五里台液化气经销有限公司（李继娟） 5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纪监委（姜欲飞） 2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委宣传部（王鑫） 2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党工委（于琳） 200.00 定向防疫
大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普兰店大队（蔡锐钢） 200.00 定向防疫

大连海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何宜鑫） 200.00 定向防疫
大连成龙建设集团（王乔） 200.00 定向防疫

大连凯舟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王晓辉） 200.00 定向防疫
辽宁博信律师所（张岩俊） 200.00 定向防疫

大连银行普兰店支行（赵辉） 200.00 定向防疫
普兰店区残联（时美霞） 200.00 定向防疫

释修意 500.00 定向捐款
李弘锦 1,000.00 万元基金
刘金川 1,000.00 万元基金
孙　憬 1,000.00 万元基金
程现尧 1,000.00 万元基金
王睿熙 1,000.00 万元基金
陈梓淇 1,000.00 万元基金
曲芳莹 1,000.00 万元基金
王　瀚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顾子晗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初丰宇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高　鲲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姓名、单位 金额(元) 备注

梁小妮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于威然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赵盈云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王　雯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初印鑫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陈功哲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盛绘宁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苏　畅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王跃臻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蔡沁颐 200.00 爱心天使基金
邹馨远 4,000.00 万元基金

李银河、陈颖 1,000.00 万元基金
韩羽森、韩羽辰、韩明奇 1,000.00 万元基金

孙梓倬、孙少建 1,000.00 万元基金
林圣焱、陈荟文 1,000.00 万元基金
沙忠雯、王晓娟 1,000.00 万元基金
陶明浩、刘昕 1,000.00 万元基金
董萍、范明浩 1,000.00 万元基金

大连普兰店丰荣和平社区卫生服务站（刘丹） 5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普兰店丰荣和平社区卫生服务站（姜怡彬） 200.00 慈爱月捐款

墨盘街道滕屯社区居民委员会128名居民 14,000.00 定向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办事处 300,000.00 太平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办事处 26,314.00 沙包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莲山街道办事处 29,363.00 莲山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办事处 20,290.00 城子坦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办事处 8,700.00 铁西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22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广播电视台 7,85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司法局 8,80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公证处 1,400.00 互助基金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普兰店区税务局 44,100.00 互助基金
中共大连市普兰店区委党校 3,45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交通运输局 19,30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民政局 3,600.00 社区发展专项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75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1,450.00 互助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营商环境建设局 3,500.00 社区发展专项基金

大连市普兰店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2,080.00 慈爱月捐款
普兰店区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5,840.00 慈爱月捐款

中共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政法委员会 2,72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65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3,3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发展和改革局 6,9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统计局 2,1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5,295.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85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3,14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应急管理局 4,25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75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 5,59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残疾人联合会 2,0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公共服务中心 1,84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局 6,0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市普兰店区商务局 4,100.00 慈爱月捐款

大连普兰店丰荣和平社区卫生服务站 4,943.00 募捐箱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200,000.00 定向捐款

大连碧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600,000.00 定向捐款
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定向助学
大连益万家兴隆超市有限公司 55,000.00 定向捐款

大连盛世璟霖孵化加速器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定向防疫
大连众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定向防疫

大连新木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 小微基金
华安证券大连解放路证券营业部 3,300.00 定向助学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汇达街证券营业部 12,000.00 定向助学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定向助学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胜利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西安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五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人民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长江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上海国泰君安社会公益基金会 60,000.00 定向助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7,500.00 定向助学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一德街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爱心捐款 AI XIN JUAN KUAN
姓名、单位 金额(元) 备注

福建省兴银慈善基金会 3,000.00 定向助学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五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大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申万宏源证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天河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普兰店孛兰路证券营业部 6,000.00 定向助学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6,000.00 定向助学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惠路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一德街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大连港兴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区黄浦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金马路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鲁迅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一德街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五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庄河世纪大街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黄河路证券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天津街证券营业部 4,500.00 定向助学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五一广场证券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恒力期货有限公司 15,000.00 定向助学
上海东方财富期货有限公司 15,000.00 定向助学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9,000.00 定向助学
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7,500.00 定向助学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6,000.00 定向助学
和合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6,000.00 定向助学
兴证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上海东亚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宏源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国富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4,500.00 定向助学

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大地期货有限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姓名、单位 金额(元) 备注

广发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国元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迈科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一德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银河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中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3,000.00 定向助学

紫金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安粮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创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东方汇金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格林大华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冠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广州金控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国投安信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华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金石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金元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山东齐盛期货有限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上海大陆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五矿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西部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西南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先锋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英大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浙商期货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中钢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1,500.00 定向助学
中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营业部 1,500.00 定向助学

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3,000.00 定向助学
大连市期货业协会 14,520.00 物资折价
大连市证券业协会 18,700.00 物资折价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600.00 物资折价
大连大万食品有限公司 3,500.00 物资折价

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办事处 146,000.00 物资折价
大连普阳铁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2,800.00 物资折价

7 月 1日　乐甲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1.2
万元，救助辖区 1 户遭受火灾家庭 ；修羿

冰慈善基金支出 0.5 万元，救助铁西街道 1
名糖尿病酮症患儿 ；大连普兰店砂石资源

有限公司定向捐款支出 3 万元，援助沙包

街道吕店社区、莲山街道潘店村和星台街

道韩屯村党日活动经费。

7 月 6日　 鸿 福 强 国 慈 善 基 金 支 出

0.35 万元，用于七一走访莲山街道 12 名老

党员。

7 月 19日　总会“ 幸福家园慈善工

程”项目款支出 75.38 万元，援助区住建局

修建南山公园路面、护栏、公厕和区站前广

场、烟草公司北侧 2 所公厕等 ；大连臣星贸

易有限公司定向捐款支出 20 万元，总会“产

业扶贫 ”项目款支出 24.7 万元，为同益街

道 25 户低保家庭每户捐赠成年母牛一头 ；

总会“关爱重病患者援助”项目款支出 0.3
万元，救助星台街道 1 名重病患者。

7 月 23日　大连“ 爱心助学 ”项目

款支出 0.6 万元，资助我区 2 名贫困学生。

7 月 25日　丰荣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0.5
万元，救助辖区 1 名因电击导致失能患者。

7 月 28日　大连“ 孝亲敬老 · 助力

老人”项目为我区 4 家敬老院捐赠空调 90
台，折价支出 16.875 万元。

7 月 29日　总会“ 关爱重病患者援

助 ”项目款支出 0.3 万元，救助四平街道

1 名重病患者。

8月 9日　乐甲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1.35
万元，援助辖区 1 户五保家庭房屋修缮。

8月 16日　大连慈善基金会定向捐

款支出 10 万元，总会“ 幸福家园慈善工

程 ”项目款支出 7 万元，定向援助我区杨

树房街道胡家社区道路修缮。

8月 18日　王继元个人捐款支出 6.3
万 元， 持 续 资 助 21 名 2021 届 贫 困 大 学

生 ；大连市慈善总会定向捐款支出 1.5 万

元，资助我区 3 名贫困大学生 ；大连慈善

基金会定向捐款支出 12 万元，资助我区

30 名贫困应届大学生。

8月 19日　星台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10.82 万元，援助辖区敬老院基础设施修缮

等 ；大连臣星贸易有限公司定向捐款支出

7.5 万元，专项奖励 5 户慈善“ 产业扶贫 ”

项目历年受助的优秀养殖户每家一头成年

母牛。

8月 23日　刘向阳万元基金支出 0.2
万元，资助铁西街道 1 名贫困学生 ；大连

益万家兴隆超市有限公司定向捐款支出 5.5
万元，奖励我区 1 名考入北大学子及其老

师等 ；墨盘街道滕屯社区居民定向捐款支

出 1.4 万元，墨盘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0.2 万

元，救助辖区 1 户遭受意外事故家庭。

8月 24日　大连“一对一助学”项目

款支出 1 万元，资助我区 10 名贫困小学生。

8月 25日　大连市慈善总会定向捐

款支出 0.1 万元，资助我区星台街道 1 名

大四学生。

8月 26日　鸿福强国慈善基金支出

0.1 万元，救助莲山街道 1 名肺癌患者。

8月 31日　“关爱重症患者援助”项

目款支出 1.8 万元，救助 6 名重病患者 ；

大连“ 紧急救援 ”项目款支出 1 万元，救

助我区 2 名重病患者。

8月份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定向捐

款累计支出 7.5213 万元，救助我区 62 名

眼疾患者。

9月 5日　 至 公 聿 教 慈 善 基 金 支 出

0.96 万元，资助区第三十八中学 37 名品学

兼优生。

9月 6日　大连盛世璟霖孵化加速器

管理有限公司捐款支出 0.36 万元，定向区

工商联防疫援助。

9月 7日　农工党普兰店基层委员会

基金支出 2 万元，定向大谭、大刘家街道

防疫援助 ；牟晓琳、李寿林万元基金和李

安之捐款累计支出 0.3 万元，其中 0.15 万

元定向莲山街道防疫援助，0.15 万元定向

四川甘孜泸定县“9.5”地震灾害援助。

9月 8日　 民 建 普 兰 店 基 层 委 员 会

基金支出 0.2 万元，定向赈济救援队防疫

援助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专项基金支出

5.13488 万元，大万食品有限公司捐赠月饼

100 盒折价支出 0.35 万元，用于中秋节走访

慰问大谭街道、莲山街道 872 户困难群体。

9月 15日　大连启光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基金支出 1.125 万元，定向唐家房、

莲山街道防疫援助。

9月 19日　区政协海外联谊组 19 名

委员捐款支出 0.85 万元，定向大谭街道防

疫援助。

9月 22日　大连威嘉船舶配件有限公

司捐款支出 1 万元，资助沙包街道 1 名贫困

大学生 ；大连众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捐

款支出 1 万元，定向大谭街道防疫援助。

9月 26日　太平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29.332 万元，定向辖区卫生院购置防疫救

护车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专项基金支出 0.2
万元，援助 2 户残疾家庭修建无障碍通道。

9月 27日　区司法局慈善基金支出

1.1859 万元，用于重阳、国庆双节走访慰

问区社会福利院老人 ；大连普阳铁路车辆

配件有限公司捐赠弥雾机 2 台折价支出

0.28 万元，定向莲城应急救援队防疫援助。

9月 28日　王育新万元基金支出 0.2
万元，总会“ 关爱重病患者援助 ”项目款

支出 0.3 万元，救助 1 名重病患者。

9月 29日　沙包街道慈善基金支出

0.2 万元，救助辖区 1 名重病患者 ；总会

“ 关爱重病患者援助 ”项目款支出 0.6 万

元，救助沙包街道 2 名重病患者；总会“温

馨老人援助 ”项目款支出 2 万元，用于重

阳、国庆双节走访慰问区社会福利院老人。

9月份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口罩 4.6 万片折价支出 2.76 万元，定向大

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滨路派出所、普兰

店区消防大队和大谭街道防疫援助 ；湖南

爱眼公益基金会定向捐款累计支出 3.189
万元，救助我区 27 名眼疾患者。

救助爱心 AI XIN
  JIU Z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