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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宋
永兴 通讯员 赵新生) 1
月5日，第二届黄河口创新公
益论坛暨东营市“N+1”帮扶
贫困家庭活动表扬大会、东
营市橄榄树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年会在东营职业学院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圆满举行。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崔玉海宣读了《关于表
扬2018年度东营市“N+1”帮
扶贫困家庭活动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通报》，对15家先
进集体和15名先进个人予以
表扬。著名画家山湘子、著名
书画家齐人分别向橄榄树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赠送了书画
作品。

会上，中共东营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高申廉肯
定了全市“N+1”帮扶贫困家

庭活动一年的工作，并希望
各单位、爱心企业、组织要团
结一心，攻坚克难，向着“N+
1”帮扶贫困家庭活动新的目
标发起冲锋。

山东公益伙伴圈轮值主
席、东营市橄榄树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理事长、东营市文
明交通志愿者服务支队副支
队长刘克建指出，2018年全
市“N+1”帮扶贫困家庭活动
共有1 3 1户贫困家庭受益，
1200余名学生得到帮助，参
与志愿服务人数8 0 0 0余人
次，帮扶总金额67万余元。
2018年，橄榄树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拥有注册成员7 5 9 4
人，全年开展助学、助残、助
老等活动550余次，198人获得
市志愿者总会星级认证；承
接的东营市文明交通志愿者
服务支队注册志愿者4 8 5 4

人，先后策划组织开展交通
普法宣传等活动500余次，参
加的志愿者人数12000余人
次，影响、带动东营市民约30
万人次。2018年12月，橄榄树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被山东公
益伙伴圈授予“金牌团队”称
号。2019年将进一步推进扶
贫工作项目化，真正助力贫
困群众实现增收脱贫、致富
奔康。

大会为东营市橄榄树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2018年度特
殊贡献奖获得者10组爱心家
庭、1 0 0余名年度优秀志愿
者，以及表现突出的17家爱
心企业进行了表彰颁奖。来
自广饶瀚海科技、广发银行
东营分行的爱心人士现场进
行了结对帮扶，分别为两名
贫困家庭学生发放了1000元
助学金。

黄河口创新公益论坛暨东营市“N+1”帮扶贫困家庭活动表扬大会举办

热心帮扶，为贫困生点亮希望

大会为爱心单位颁奖。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宋永兴 通讯员 赵新生 )

1月5日下午，第二届黄河
口创新公益论坛暨山东公
益伙伴成长计划·社企公益
沙龙在东营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九楼报告厅举行。

社会组织管理领域专
家简格民，东营市民间组织
管理局局长张国峰，山东省
统战系统网络评论员、泰山
慈善基金会公益领导人专
项基金主席、山东公益伙伴
圈理事长宋娟，山东公益伙
伴圈轮值主席刘克建，东营
市交警支队宣传科科长郭
振林等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以“益企合
作·共创共赢”为主题，简格
民、张国峰、郭振林、刘克建
以及企业家代表张书龙，结
合各自工作实践经历，展开
探讨交流。大家认为，国家
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东营市
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民间
公益组织从注册资金(从三
万元降到五千元)到相关手
续办理等等方面给出支持
政策，社会大环境良好；企

业无论大和小，应以正气为
先导，企业家率先垂范，带
动员工践行公益，企业发展
必将越来越好。社会组织和
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互
惠共赢新局面。

就如何做公益、做公益
的目的意义，大家认为，必
须明确什么是公益、什么是
慈善、什么是志愿者。做公
益不只是为了换取工时，而
是每个志愿者在参与活动
中做了哪些工作，为社会做
了哪些贡献。大家还针对志

愿服务项目化、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资金运作、爱心物
资捐赠使用等方面沟通交
流。

据了解，山东公益伙伴
成长计划·社企公益沙龙从
2019年开始启动，全省预计
举办六场，东营为第一站。
旨在通过沙龙的形式，引导
广大企业关注公益、支持公
益；进一步增强公益组织的
创新力，增强自身造血能
力，益企合作推动公益事业
良性发展。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
题的加剧、社会生活压力
的增大，重大疾病由“稀
客”变成了“常客”，并有
低龄化趋势。重大疾病风
险不仅在于对身体健康
的威胁，更在于其高昂的
治疗费和康复费给家庭
带来的经济压力。而重大
疾病保险是定额给付，不
仅可以用于疾病治疗，还
可以用于康复，甚至是补
偿治疗和康复期间不能
正常工作造成的收入损
失，因而可以称之为每个
人和每个家庭的健康“保
护伞”。

该保险产品组合由
国 寿 福 终 身 寿 险 ( 臻 享
版)、国寿附加国寿福提前
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臻享
版)、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
保险费疾病保险(优享版)
和国寿附加国寿福豁免
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 (优
享版)组合而成，具有以下
四大亮点：

病 种 覆 盖 ，全 面 细
致。该保险产品组合承保
病种更为细致、丰富，包
括100种重大疾病和30种
特定疾病，疾病种类不仅
涵盖恶性肿瘤、急性心肌
梗塞、脑中风后遗症、重
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
桥术等当下较为常见的
重大疾病，还包括特定恶
性病变或恶性肿瘤 (包括
原位癌、皮肤癌等 )、冠状
动脉介入手术、心脏瓣膜
介入手术等易于治疗的
特 定 疾 病 ，保 障 内 容 专
业、全面，保障周期稳定、
长久，可以为客户提供相

伴一生的安心保障。
保 障 升 级 ，贴 心 守

护。自面市以来，中国人
寿“国寿福”系列保险产
品广受客户好评，堪称中
国人寿健康险中的旗舰
产品。此次新推出的国寿
福(臻享版)保障力度再次
升级，在满足合同约定条
件的情况下，其中特定疾
病保障，可享三次赔付，
每次为基本保险金额的
2 0%，累计可以达到基本
保险金额的 6 0%；重大疾
病保障、身故保障可以达
到基本保险金额的100%。
附加配套组合的豁免保
险费疾病保险和豁免保
险费重大疾病保险，保障
内容更加完备、全面，可
为不确定的未来提供更
加确定的保护。

交 费 灵 活 ，实 惠 之
选。该保险产品组合交费
方式为19年、29年交两种，
打破了传统健康险20年、
30年交的交费方式，在保
障提升、保费持稳的基础
上，进一步缩短了交费期
间，真正回馈国寿新老客
户，彰显保险真谛，是客
户构建家庭全面保障计
划的理想之选。

保 费 豁 免 ，安 心 无
忧。该保险产品组合特别
设计投保人重大疾病、身
故、高残豁免和被保险人
特定疾病豁免，双重豁免
责任提供全面周到呵护。
投保人、被保险人符合合
同约定的相关要求，即可
免除主合同及本公司所认
可的其他人身保险合同应
交未交保费，彰显人文关
怀，让客户安享无忧未来。

中国人寿推出

国寿福(臻享版)保险产品组合

1月5日晚，新华保险
山东分公司邀请100名环
卫工人走进山东省会大
剧院，观看山东广电各大
名嘴主持人出演的爆笑
舞台剧《万“视”可乐》。

“城市黄玫瑰”们不仅观
看了演出，还和名嘴主持
合影留念，实现了新年愿
望。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
省会大剧院观看演出，虽
然自己的岗位就在剧院
附近，但之前一次也没进
来过。”环卫工人们说，平
时干完活有空的时候就
看看山东台的节目，能在
省会大剧院里和主持人
们面对面，观看这么开心
的节目，这样的体验还是

第一次。
自2017年8月“城市因

你 而 美·新 华 伴 你 而
行——— 新华保险关爱全
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
动”启动以来，新华保险
连续两年向济南1万多名
环卫工捐赠了意外伤害
保险，每人保额 1 0万元。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还
在全系统内首开先河，一
次性完成了在全省十五
个地市的项目落地。

邀环卫工人走进省
会大剧院是新华保险山
东分公司2019年度举行的
第一次公益服务活动。目
前，山东分公司还有多项
公益服务活动正在策划
中。

2019爱心起航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

邀环卫工人走进省会大剧院

山东公益伙伴成长计划·社企公益沙龙在东营举行

益企合作·共创共赢

山东公益伙伴成长计划·社企公益沙龙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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