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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慈善协会成立八年成果丰硕
八年共计救助生活困难群众 4804 人次 发放救助慰问金 118.83 万元
本报讯（俞新梅 郭振兴）记者日前从嘉峪关市
慈善协会获悉，2019 年春节来临之前，市慈善协会
开展的“慈善情暖万家”活动，共向我市困难群众发
放慈善救助金 25.72 万元，救助生活困难居民 815
人次。据统计，嘉峪关市慈善协会自 2012 年成立
以来，救助生活困难群众已达 1372 户 4804 人次，共
计发放救助慰问金 118.83 万元。
据介绍，
“慈善情暖万家”是中华慈善总会和各
地慈善协会共同实施的一个品牌项目，旨在元旦春
节期间动员社会各界为城乡贫困家庭、孤寡老人、
优抚对象、留守儿童及灾区受灾群众捐款捐物，使
他们能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的救助慰问活动。
1 月 10 日，嘉峪关市陕西商会以年会为契机，
筹集善款 11.9 万元，携手市慈善协会在开通宾馆举
行了 2019 年“慈善情暖万家”救助资金发放活动。
此次“慈善情暖万家”活动中，市慈善协会、嘉峪关
市陕西商会及各社区工作人员共入户走访摸排生
活困难群众家庭 70 余户，通过摸排，最终为生活困
难家庭及困难学子家庭 55 户 193 人发放慈善救助
资金 11.9 万元，极大地解决了他们过春节的燃眉之
急。
今年春节前夕，嘉峪关籍在京开公司的北京源
骊麒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麒麟先生，为回报家
乡，联系嘉峪关市慈善协会出资 2 万元，定向为绿
化社区 50 户困难家庭及困难学子发放了现金、米、
面、油等物资，帮助困难家庭及寒门学子度过一个
温馨的新春佳节。

此外，今年春节来临之前，市慈善协会、市烟草
公司以及安徽中烟工业公司三方精心筹划，募集慈
善资金 1.24 万元，针对全市 23 户重点卷烟困难零
售户制订了走访帮扶实施方案，成立了亲情帮扶走
访小组，共同组织开展了“情暖万家”走访慰问活
动，
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节日祝福。
今年 18 岁的小雯，早年丧父，母亲患有癫痫
病，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爱心人士焦军明及他的父
母得知消息后，这几年连续不断的资助小雯母女
俩，令人肃然起敬。今年春节前，当小雯和母亲拿
到 1800 元的救助金后，母女连连感谢好心人和市
慈善协会的关心和帮助。小雯也表示一定要刻苦
努力，
坚持完成学业，
早日实现梦想。
此外，今年春节前，嘉峪关市慈善协会募集慈
善救助资金 2.7 万元，在市民政局西侧会议室开展
2019 年“慈善情暖万家”救助资金发放活动。此次
救助对象为我市低保边缘户或因家庭遭遇突发变
故致使生活困难的家庭。市慈善协会此次“慈善情
暖万家”救助活动共计救助三区困难居民 90 户，救
助标准均为每户 300 元。
新城镇十组是市民政局的帮联组，今年春节前
夕，市慈善协会募集慈善资金 1 万元，为新城镇新
城村十组因缺劳力致贫、因残因病致贫等困难家庭
9 户进行了节前慰问，并根据他们的需求，为他们购
置了高压锅、电磁炉、棉被、米、面、油等物资。让大
家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当下，尽管市委、市政府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大病患者可以通过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救
助等方式进行补偿，但还有部分重大疾病所产生的
高昂医疗费用需要自费解决，仍使许多重大疾病患
者家庭几度陷入困境。针对这一问题，在今年春节
来临前夕，市慈善协会从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市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市建筑设计院等
爱心企业募集善款 6.5 万元，为血栓性紫癜患者善
英兰、白血病患者张新义、丁斌等人进行节前慰问，
在有效缓解他们家庭生活压力的同时，也实现了慈
善帮扶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
此外，
在春节来临之前，
为让市社会福利院的孩
子们欢欢喜喜过大年，市慈善协会联合师之源培训
学校、
慧宇家庭教育走进了市社会福利院，
共同为福
利院的孩子们送去了价值 2000 余元的书包、
毛绒玩
具、纸尿裤等生活用品,并现场为孩子们表演了歌
曲、
舞蹈、
手鼓、
吉他、
二胡伴奏等精彩的节目。孩子
们激动地说：
“叔叔阿姨对我们真好，我们一定会刻
苦学习，
不辜负叔叔阿姨对我们的期望。
”
1 月 30 日下午，市慈善志愿者协会、市文化馆
文艺小分队、天和传媒艺术学校、奉儒书画院、阳光
之星青少年宫等爱心志愿者们又共同走进了市社
会福利院舜辰颐养中心，开展了主题为“温暖过春
节、情满福利院”的慰问演出活动。大家精心编排
的节目都赢来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与此同时，奉
儒书画院的老师和学生们也是挥毫泼墨，为老人们
写福字、送春联。让老人们感受到了无限温暖和来
自社会大家庭的真切关怀。

我市劳务派遣单位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年审工作全面展开
本报讯（回静 梁贵龙）为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
为，切实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我市劳
务派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日前，根据省人社厅统一
部署，我市依法启动了劳务派遣单位 2018 年度经营
情况年审工作。
据了解，
此次年审的对象是在我市开展劳务派遣业
务，
并于2018年12月前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进
行了备案且《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劳务派遣单位。
为严格落实此项工作，此次年审将重点检查劳
务派遣单位是否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了二年以上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按月支付劳动报酬；是否为
被派遣劳动者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劳务派遣单位

是否与用工单位依法订立了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
遣协议是否依法约定了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
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与支付方式以
及违反协议的责任。
此外，此次年审还将同时检查用工单位依法使
用被劳务派遣工的情况。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
“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
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
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
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含劳务派遣工)的 10%。”，同
时，
《劳动合同法》规定，
“ 用工单位应当根据工作岗
位的实际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确定派遣期限，不得

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订立数个短期劳务派遣协议”。
对劳务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和
《劳务派遣规定》的，
将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
规定：
“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对劳务派遣单位，
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
”
同时，
为提升我市劳务派遣单位人员的法律政策
知晓率，
对全市劳务派遣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了法律政
策培训，
培训内容涉及《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及《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培训，增强
了派遣企业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推动了我市劳务派
遣企业规范化发展。

图书馆举办“纸艺大比拼 衍纸赛花灯”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振兴）为充分挖掘传统元宵佳节
的深厚文化内涵，营造幸福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2
月 17 日下午，市图书馆开展了创客系列活动之“纸艺
大比拼 衍纸赛花灯”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嘉峪关
市民间艺术协会会员殷晓华老师做现场指导。南湖
社区组织居民与在馆读者一同共度佳节。
活动开始，大家都非常好奇，
“ 衍纸”到底是什
么？殷老师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衍纸”的由来，并逐
步介绍了衍纸作品的基本制作方法。
活动以传统的纸艺花灯、衍纸和水粉颜料等为
材料，通过殷老师的现场教学指导，利用衍纸的制作
技巧，让读者朋友自由发挥想象，巧妙地将衍纸与花
灯制作结合在一起，
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元宵节灯笼。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大家拿着图画稿、卷纸

器、衍纸条等工具，开始制作衍纸画。卷曲、捏压、拼
接、粘贴……大家热情高涨，活动氛围紧张而愉悦。
衍纸画的制作可以锻炼手指的灵活性，开发孩子的
想象力、审美能力、动手能力。
细长的纸条在大家的手指间，慢慢卷起、缠绕、
折叠，在这一“卷”一“捏”之间一根纸条完成了一次
华丽的转身，变换出美轮美奂的造型，每件作品都凝
聚着制作者独特的创意。
衍纸画制作完成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衍纸画
粘贴起来装饰自己的花灯。制作过程虽有些难度，
但大家都独立、认真地完成了花灯的制作。
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不仅创作出荷塘夜色、蜂
飞蝶舞，
还邀请了小猪佩奇！真是精彩纷呈！
此次活动，让孩子们通过亲自动手，以乐促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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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 2 月 17 日下午
日下午，
，市图书馆内
市图书馆内，
，五对南湖
社区的家长和孩子向衍纸传承人学做衍纸花
灯，
以此欢度元宵佳节。
以此欢度元宵佳节
。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方式，锻炼了孩子们动手动脑、团结协作的能力，更
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手工的制作过程中学到传统文
化知识，增长见识，同时也让孩子们深刻地体验到中
华传统纸艺文化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