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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慈善总会抗“疫”评估报告》发布

湖北省慈善总会拨付抗疫资金超 61亿元

应对特大疫情树立典范

为有效应对这次突发性特
大疫情，最大限度发挥慈善组织
作用， 湖北省慈善总会打破常
规， 建立应急快速决策机制；紧
急启动疫情防控专项募捐项目，
设立 24 小时捐赠热线， 公布境
内外资金接收账户， 开通线上、
线下资金捐赠通道；从需求出发
设置工作小组，任务分解到组落
实到人，形成分工明确，相互协
作的执行体系；依照法律法规开
展专项募捐， 全面落实指挥部
的部署与要求； 健全专项募捐
政社企医联动机制， 打造多主
体互动协同枢纽平台； 充分利
用“微信”“钉钉”等工具作为线
上协作软件， 克服远程工作协
调困难；利用“公益宝”开具捐
赠票据、出具证明；及时、准确
发布专项募捐信息， 回应公众
关切；聚合志愿力量，动员组织
1033 名志愿者，发挥专长，助力
专项募捐；融党建于应急工作之
中，弘扬正气，精诚合作，工作团
队作风过硬， 展现超强的领导
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成为全国
乃至全球捐赠款物收发的重要
枢纽，为募捐工作顺利进行提供
了重要保证。

“九大”特点统筹协调

湖北省慈善总会在疫情防
控中的以上各种应对措施和做
法，集中体现了社会慈善力量在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
况下的应急救助特点。

一是“快”，即面对突发情况
快速反应、迅速行动。 武汉封城
前一天，省慈善总会就迅速成立
领导小组，制定专项募捐工作方
案。 武汉封城后，慈善总会第一
时间作出反应， 各部门紧急动
员，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迅速开
展专项募捐活动，以最快速度募
集应急救助款物，在随后的资金
拨付、 物资调运等各个工作环
节，都全力加快工作进度，争分
夺秒， 募捐活动启动后第四天，
总会就拨付首批疫情捐赠资金
4.08 亿元。

二是“特”，即面对突发事件
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为了最大限
度提高工作效率， 有效开展应急
救助工作， 省慈善总会及时调整
日常工作机构和工作制度， 实行
应急工作体制， 领导机构下放权
力， 把决策指挥权直接下放给秘
书长， 增强一线工作部门工作的
自主性、机动性、灵活性，同时调
整日常请示、 报告等有关工作程

序，开通热线电话，实行主要部门
24小时值班等特殊措施， 以适应
抗疫紧急救助工作的需要。

三是“敢”，即敢于担当，敢
做敢为。面临百年来前所未有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省慈善总会主
动积极作为，勇于探索，在募捐
初期就注册海关临时编码，成
为湖北省首家具有境外捐赠接
收资质的社会组织， 并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和机构， 理顺捐赠
意向对接、检验检疫、清关、仓
储、运输、统计、信息公开等各个
关键环节， 保障捐赠物资高效、
透明运转。

四是“联”，即联合各方面力
量，形成应对紧急情况的强大合
力。 通过广泛动员各方面志愿
者、社工等人力资源，在短时间
内动员和组织了 1000 多人的社
会力量， 形成强大的工作队伍，
保证了各项应急救助工作的顺
利进行。作为枢纽的省慈善总会
联合了 200 多家单位的支持，打
通了多方联络的渠道，成为协调
多元主体联合抗疫的典范。

五是“细”，即分工明细，工
作规范和程序细致，增强工作的
操作性和精准性。此次应急救助
工作，涉及面广，工作环节繁杂，
省慈善总会通过模块化、 规范
化、流程化、专业化等科学细致
的工作方法，保证了各项应急救
助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行和精
准落实。

六是“统”，即统筹协调，繁
而不乱。 针对疫情防控紧急情
况，为及时有效开展应急募捐救
助， 慈善总会既实行应急体制，
下放决策指挥权，紧急工作特事
特办，先办后报，同时注意做好
统筹工作，通过值班记录、工作
日志、数据统计表、问题清单等
方式和建微信群等社交媒体手
段，做到每日信息汇总、加强信
息交流共享，为应急救助顺利进

行提供了重要体制机制保障。
七是“实”，即信息公开工作

落到实处。公开透明是慈善组织
运作的生命线， 截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 官网中的物资信息系
统公示 15,798 条捐赠物资信
息，涉及 141,457,108 件物资，实
现了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和高
效。 此外，省慈善总会还主动引
入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全面配
合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

八是“严”，即制度体系较为
严密，贯彻落实严格。 得益于多
年来的制度建设，省慈善总会在
疫情发生后能够快速转变工作
节奏和工作状态，在依照制度办
事的同时，不断调整制度，进而
形成了抗疫行动中一套较为严
密的制度体系。

九是“稳”，即采取主动行动
防范负面、不实信息传播，确保舆
论环境稳定。 省慈善总会主动采
取行动，争取外部支持，提前进行
舆情监测。 在网络中出现负面舆
情信息时， 省慈善总会采取直面
质疑，以确凿的证据化解危机，保
证了募捐工作的平稳进行。

应急募捐的成功之路

湖北省慈善总会抗击疫情
的应急募捐活动， 规模空前宏
大，任务艰巨复杂，实践丰富多
彩，为我国慈善界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开展募捐救助活动积
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是注重构建有序高效的
政社协作体制。湖北省慈善总会
的实践表明，慈善组织作为一支
重要社会力量，应当注重通过适
当方式主动参与到政府主导的
指挥系统，既能影响决策又能参
与执行，既配合全局工作又争取
指挥部支持，这样才能成为应对
突发情况全局工作的有机组成
部分。

二是注重建立社会化的动
员组织机制。面对突如其来的严
重疫情，慈善枢纽组织应当注意
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动员和迅速
组织各种社工、志愿者等方面社
会力量，尽快组建应急救助的强
大队伍，同时主动与有关社会组
织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信息共享
和工作联动机制，不断壮大社会
应急救助力量。

三是注重组织职业化的工
作团队。现代化的慈善组织首先
需要有职业化团队作为人力资
源支撑。在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
调度中， 原有的工作边界被打
破，经过重新组织和编排，以往
综合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继续
承担“应急状态”下的组织内外
部协调工作，并形成内部组织架
构中的“节点”，通过统筹专业志
愿者，能够直接实现对一线工作
的强力把控。

四是注重实行专业化的项
目运营。 近年来，在社会化转型
的过程中， 通过创新项目模式，
在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叠加项目
设计的技术， 强化信息公开，不
断提升项目运作的专业能力。正
是积极的项目实践探索，使得湖
北省慈善总会积累了丰富的项
目运作经验，确保了“疫情防控
专项募捐项目”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部署。

五是重健全制度化的工作
规范。湖北省慈善总会高度重视
制度建设， 在内部管理中注重

“制度先行”。在此次疫情防控应
急救助工作中在完善过去多项
工作制度的基础上又结合新情
况和实际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几
十项专门工作制度规范，涵盖项
目运作、财务管理、员工行为、工
作重点事项清单等多个方面。

六是注重建立流程化的操
作标准。湖北省慈善总会作为实
现社会化转型较为成功的省级
慈善会，经过多年的内部治理结
构优化， 逐步建立起了相互协
同、职能较为明晰的内部治理结
构， 并呈现出高效的组织化、流
程化的特征。

七是注重运用信息化的技
术手段。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慈
善总会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
技术支持系统，不仅注重利用各
种互联网渠道充分吸纳资源，在
办公过程中灵活使用各类办公
软件，而且能够通过电子票据开
具和验证服务，迅速完成捐赠人
反馈工作。

八是注重弘扬军事化的过
硬作风。此次抗击疫情的应急募
捐活动，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
巨、时间之紧迫、要求之严格实
属罕见， 实际上是一场特殊的

“战争”。 省慈善总会的实践证
明，只有领导带头、队伍团结、敢
打敢拼、不怕牺牲、吃苦奉献，才
能形成强大战斗力，为出色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并取得最后胜利
提供重要精神动力和作风保障。

（张明敏/整理）

� � 2021年5 月 27 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湖北

省慈善总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行动评估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认为湖北省慈善
总会抗疫中慈善募捐行动有着重大社会创新，
呈现 8 大鲜明特点。

一是注重构建有序高效的政协协作体制；
二是注重建立社会化的动员组织机制； 三是注
重组织职业化的工作团队； 四是注重实行专业
化的项目运营； 五是注重健全制度化的工作规
范；六是注重建立流程化的操作标准；七是注重
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 八是注重弘扬军事化
的过硬作风。

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湖北
省 慈 善 总 会 共 接 收 疫 情 防 控 捐 赠 资 金
617,272.15 万 元 ， 其 中 定 向 捐 赠 资 金
196,115.17 万元， 非定向捐赠资金 421,156.98
万元； 已拨付疫情防控捐赠资金 613,908.24 万
元，占接收捐赠资金总额的 9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