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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里的无价
本报记者 郑晔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法人

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
公司）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
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
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

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

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利
用虚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
目情况等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

等行为。
（二）挪用、侵占、私分和转移

项目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
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
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私分和
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
及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
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
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以及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
移抵质押物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
利用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
通过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
银行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及
恶意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
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

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电子

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
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
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
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
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为尽快了解更详
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提倡举
报人提供真实姓名或本单位真实
名称、有效证件、有效联系方式等
信息，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
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
不要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 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北京市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

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 （邮编 ：
100032）

电话 ：010-68333171
电子邮件 ：jubao ＠cdb.cn
2. 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 ：陕西

省西安市高新一路 2 号国家开发
银行陕西省分行  纪委办公室（邮
编 ：710075）

电话 ：029-87660501
电子邮件：sxxf.sx ＠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
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
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
2021 年 6月 7日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

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

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

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

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

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

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

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

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

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

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力的金融支持。

为维护开发银行资产安全，有

效防控金融风险，热诚欢迎社会各

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

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

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如果说国家的社保制

度、大病救助、困难补助是阳

光，那么，邻里间的互助就是

一盏烛光。陈仓区千渭街道

铁道南社区通过设立“一元

爱心基金”，增进了邻里情，

促进了大和谐。

2020 年，“一元爱心基

金”被评为省级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市社区办负责人表

示，铁道南社区通过党建领

航、社区搭台、社会支持、群

众参与，实现了困难群众帮

扶由“政府出资”“政策保

障”到“大众参与”“社会关

爱”联动机制，具有很好的

示范意义。

捐出一元钱  汇集大力量
“日常碰到群众需要帮

助的事情太多了！虽然大事

小事都有国家的救助政策，

但有的事急，有的人急，想把

好事办好，就得有点方法。”

铁道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

云说，铁道南社区位于虢镇

火车站附近，是著名的“三

多”社区 ：老年人口多、无业

人员多、老旧楼房多。因此，

社区经常会接到形形色色的

居民求助。“有一年春节前，

一位居民家中失火，东西烧

光了。申请困难补助的过程

中，我们自己凑钱给他们家

买了三床棉被和一些生活必

需品。”“有位患病的单亲妈

妈在开学前来求助，说第二

天给孩子报名没钱。最后还

是我们凑了些钱，帮她救了

急。”大家七嘴八舌说着曾经

遇到的窘境。

这样的困难碰得多了，

铁道南社区原书记张彩红就

和大家商量 ：能不能设立一

项长期互助机制，解决群众

燃眉之急？

2018 年，社区在报请上

级同意后，创新成立“一元

爱心基金”，拓展线上、线下

两种捐助途径。“我们当时

想的是，动员辖区党员为基

金捐款，但这个捐款不能给

大家造成负担，一元就行。”

张彩红说。

说干就干！经过讨论论

证，他们把爱心基金定位为：

社区倡导、居民参与、关爱居

民、服务居民。社区居民凡在

生活、就医、子女上学等日常

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因自

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原因造

成重大损失，低保户、低收入

家庭、三无人员、留守儿童、

残疾居民都是爱心基金的帮

扶对象。2018 年 4 月 28 日，

“一元爱心基金”成立当天，

社区居民张丹丹捐款 200

元，杨军兰捐赠米、油、饼干

等，拿到这笔捐款，社区工作

人员就和爱心人士一道，把

这笔钱送到了大众村罹患癌

症的一位村民和两位低保群

众的手中。

当得知社区设立居民

互助基金后，捐款的群众络

绎不绝。张彩红作为发起人

之一，从基金成立的第一天

开始，坚持每天捐款 10 元

钱，至今已捐款 1 万多元。

86 岁的张大爷身患前列腺

癌，但他在与病魔斗争的同

时，坚持每月到社区捐款，

从 最 初 的 每 月 200 元，到

今年，张大爷的捐款已经增

加到每月 1000 元，累计捐

款超过 1.2 万元。“只要我

还活着，每月都要来社区捐

款，哪个月我不来了，估计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乐观

的张大爷这样说。

除此之外，更多的居民

坚持每天捐款 1 元、5 元，

这些看似微小的捐款，在日

复一日的坚持中，体现出爱

心的无价。到今年 4 月底，

“一元爱心基金”已运行了 3

年时间，累计收到居民捐款

9.63 万元，微信群长期坚持

捐款的群众达到 166 人。

管好一元钱  不负大爱心
3 年时间，每一元钱的

坚持，让社区群众的爱心有

了安放之地。

“爱心基金一定要管

好，让每一位捐款的居民放

心！”这是铁道南社区工作

人员的决心。基金成立之初，

社区就制定了《爱心基金管

理办法》，从资金筹集、用途、

日常管理、帮扶范围等各个

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刘永利是社区残疾人

专委，从 3 年前开始，她每天

早上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

前一天收到的爱心捐款统计

好，逐一公布到微信群；除了

公布日捐款之外，每周还要

公布爱心捐赠的对象，征求

大家意见，发布资金使用情

况、活动开展情况，每一笔都

清晰明了。

杨安兴是社区一名爱心

居民，每一次社区开展帮扶

活动，都会邀请他和其他爱

心人士，参与从采买爱心物

资到捐赠的全过程。“每一次

帮扶行动，社区都会邀请大

家参加，让大家的爱心款花

得明明白白。”他说。

在铁道南社区，有关“一

元爱心基金”的资料多达 18

盒，有会员档案、活动简报、

救助对象、图片资料等。其

中，资料最多的是“捐助记

录”，记录了每天每个人的捐

款，最详尽的是基金支出明

细，“2021 年 1 月 30 日，购

买食用油 1 桶、粳米一袋 28

元，合计 68 元。”像这样的收

据贴得整整齐齐，每一笔开

支都记得清楚明晰。

正是这样透明、认真的

管理，才让爱心捐款收得清

清楚楚，花得明明白白。

用好一元钱  成就大公益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每

笔一元钱的捐赠，就代表着每

一颗滚烫的爱心，传递出去，

收获的是一份份人间大爱。

社区居民秦女士的丈

夫身患癌症，需要长期化疗，

家庭负担很重。去年底，秦女

士流着泪来到社区，咨询如

何申请临时救助，了解到她

家的情况后，社区从爱心基

金里一次性拨付 3000 元，

让她的丈夫可以继续入院化

疗。此后，又为她家申请临时

救助 1 万余元。“丈夫去世

后，我们家很久都没人来过

了！”说这句话的是社区居

民张大姐，丈夫去世后，她

又不幸身患重病，社区组织

爱心人士隔三岔五去她家看

望，陪她聊天，让她逐渐从阴

霾中走了出来。

“我想要一个生日蛋

糕。”“六一”前夕，铁道南社

区到陈仓区西山地区征集

小朋友的节日礼物。大多数

孩子都希望得到图书、文具

这样的礼物，问到 7 岁的朱

艳霞时，小女孩小声地说出

了蛋糕。工作人员再一问，

原来小艳霞从小和聋哑的

奶奶一起生活，懂事的她想

让奶奶尝一尝生日蛋糕的

味道。为了满足孩子的愿

望，社区工作人员很快买来

蛋糕，大家一起来到位于半

山腰的小艳霞家中，一起给

老人热热闹闹过了个生日

（见上图）。

这些年，“一元爱心基

金”共开展各类扶贫帮困活

动 41 次，帮扶因患重大疾

病或孤老病残等一度陷入

困 境 家 庭 133 户。除 了 帮

助社区居民外，他们还到凤

翔、千阳、陈仓等地，让爱心

传播得更远。“和获得的荣

誉相比，我们觉得做好一件

小事、帮助更多群众更有意

义！”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海

梅说。 

爱心不分大

小。在社会管理的

最小单元——社

区，坚持汇集微小

的爱心力量，帮助

身陷困境的邻居，

实现邻里之间守

望互助，由此产生

的社会正能量不

可小觑。

每笔爱心捐

款都值得人敬佩。

在铁道南社区，很

多居民把爱心捐

赠当作自觉行动，

可能只是几元钱，

但他们日日坚持，

积少成多，最终汇

集成雪中送炭的

大爱心。在他们身上，体现出“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公益精神，

诠释着“舍即是得”的辩证关系。

像这样的热心人暖心事，在我们

身边还有很多，这应该是社会倡

导和培养的正能量。

爱心付出，也不只捐款一种

方式。在基层社区，积极参加公益

活动是一种奉献，利用自己的特长

帮助邻居也是一种奉献。社区每位

居民都可以想想，自己能为大家

做些什么？自己能给社会回报什

么？有了这样的思想做基础，就能

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推动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爱心付出也需要引导。有些

人认为自己没有多大的能力去

帮助他人，做公益是有钱人、有能

力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爱

心没有大小之分，奉献也不以能

力论多少。社区应该贴近群众，创

新开展一些便于群众参与、可身

体力行的公益活动，让每个人从

奉献他人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同时，在募集爱心资金过程中，一

定要做到公开、透明，让大家知道

自己微小的爱心没有被辜负和

漠视，以此激发更多人投身公益，

共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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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可以干什么？坐一次公交？买两个馒头？

或许都不一定够，但是，每天一元钱的爱心奉献，却成就

了这个社区最温暖的互助力量——

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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