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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下旬，在《慈善
法》颁布三周年前夕，广州市发
布《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创
建“慈善之城”2019 年工作方案》
（下称《方案》），从加强慈善组织
党建、完善慈善政策体系、发展
慈善品牌等九大领域制定了今
年广州慈善事业发展的 28 项主
要任务。

与往年相比，慈善组织党建
工作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包括要求做到党组织的全覆盖，
加强慈善组织党员管理。 此外，
《方案》 还在较多篇章提及要将
慈善资源下沉到社区，实施“慈
善+社工”计划，探索金融资本参
与公益慈善，支持发展社会企业
和社会创新。 可以预见，党建、社
区慈善和社会创新等将是今年
广州慈善事业重点发展的领域。

自 2017年启动“慈善之城”创
建工作以来，广州每年出台一份年
度工作方案， 至今已经是第三年。
通过对比分析历年的工作方案可
以看到， 过去三年广州始终坚持

“慈善为民”的理念，通过持续打造
一系列“慈善+运动”“慈善+民俗”
“慈善+消费”的活动，让公益慈善
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慈善之城”也在
不断融入新元素和新内涵，以适
应新时代所赋予的新要求、新使
命。 其中，加强慈善组织党的建
设让“慈善之城”有了更高的起
点和站位， 而在“一带一路”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要
求广州要有更大的格局，用更创
新的形式，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紧
跟时代潮流发展。

始终坚持“慈善为民”理念

2017 年初， 广州提出创建
“慈善之城”， 计划用四年时间，
建设成为在国内引先、在国际上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慈善城市。

当时，广州市出台创建“慈
善之城”2017-2020 年行动方案，
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慈
善为民’为核心理念，以民生需
求为导向， 以社会扶贫为重点，
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将创
建‘慈善之城’工作纳入广州城
市整体发展战略，激发全社会参
与慈善的热情，发挥慈善事业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使
其成为提升国家重要中心城市
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力量，通过
全体市民的努力，推动形成规范
管理、公开透明、人人参与、惠及
大众的广州慈善新格局。 ”此后，

“慈善为民” 的理念被写入每年
工作方案的指导思想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次年，
广州将十九大的思想融入到“慈
善之城”的创建工作中，进一步强
化“慈善为民”的理念，提出“紧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全面提升我市慈善事业发展

水平，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

2018 年 11 月， 中国善城大
会在广州举行，广州联合全国近
30 个城市发起《创建慈善城市·
广州行动》， 提出形成“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组织运作、社会参
与、人人共享”的运作机制。 这一
行动指南被写入创建“慈善之
城”2019 年工作方案中，提出“以
创建‘慈善之城’为重要载体，以
《创建慈善城市·广州行动》为行
动指南，着力打造‘人人慈善为
人人’的城市慈善发展样本”。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不管是“慈善为民”，还是“人
人慈善为人人”，广州在创建“慈
善之城”过程中，核心任务始终是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让市民分享慈善发展的
成果，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持续实施“慈善+”发展战略

自 2017 年以来，广州实施了
“慈善+”战略，每年举办一系列
“慈善+互联网”“慈善+运动”“慈
善+民俗”的活动，让公益慈善走
进市民的日常生活，让群众分享
慈善发展的成果。

2017 年 9 月，广益联募平台

升级上线，并在此后每年逐步完
善功能。 目前，平台已经完成“善
捐”“善助”“善行”“善品”和“善
学”五大功能模块，能够为公益
慈善组织提供在线募捐、个案救
助和慈善活动等服务， 是实施

“慈善+互联网”的主要抓手。
广益联募平台上线后，但凡

广州举办公益慈善嘉年华、慈善
花市、慈善庙会、慈善马拉松等
活动，公益组织均在平台上线项
目， 实现线下活动+线上捐款的
互动， 打造线上线下的“集善
地”。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
平台有 256 家组织入驻，512 个
公益项目上线， 累计募集善款
3.57 亿元。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 ，
“慈善+”正在为广州市民的生活
带来变化。“慈善+运动”成为一
种新时尚，慈善马拉松开跑，“益
动善城”为爱行走，广州市民用
徒步、跑步、骑行的方式参与公
益，身体力行地帮助身边的困难
人群；“慈善+民俗”渐流行，迎春
花市和广府庙会融入慈善新元
素，逛花市、看庙会、做善事成为
广州新年俗；“慈善+消费” 开始
普及，公益慈善嘉年华在繁华商
业街北京路举行，市民除了买买
买，还能捐捐捐……（详见《创

“慈善之城”两年，广州形成慈善
共建新格局》一文）

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广州的
慈善影响力逐步上升。 去年底，
第五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
发布，广州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从
全国第四升至全国第二，继续保
持全省第一。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认为，广州
慈善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值得各
地学习。

慈善组织党建被提到核心
位置

对比分析近三年的“慈善之
城”工作方案可以看到，慈善党
建工作的重要性在逐年增高。

2018年初，“慈善组织党建工
作”被首次列入创建“慈善之城”
工作方案中， 在当年的年度方案
提到要完善慈善组织治理机制，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加强慈善
组织党建工作， 注重在慈善组织
中发展党员，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 在此之
前，总书记多次讲到，社会组织
面大量广，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
设十分重要， 越是情况复杂、基
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
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
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

今年，广州将“加强慈善组
织党建工作”列为创建“慈善之
城”的首项主要任务，用专门的
章节进行论述，要求推进慈善组
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慈善
组织党员管理和加强慈善组织
防治腐败工作和政治建设。

在推进党组织建设方面，方
案提出了明确的实施路径：具备
单独组建党组织条件的，以单独
组建为原则，成熟一个，组建一
个； 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联
合建立党组织； 没有正式党员
的，采取业务主管单位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在慈善组织内部确

定联络员等方式， 开展党建工
作，切实做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
作全覆盖。（详见《“慈善+”融入
新元素“慈善之城”内涵更丰富》
一文）

如今，党建工作已被列入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中。 在 2019 年 3
月印发的《广州市社会组织等级
评估管理办法》， 单独将党建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内容。 有
媒体认为这是广州切实加强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进
一步明确党建工作在社会组织
中的重要地位。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李健
认为，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自
身要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纳入党建内容，实
现两者的有效衔接； 另一方面，
党组织在指导公益慈善组织开
展党建的过程中，鼓励党员积极
进行工作创新，在所开展的公益
慈善项目中亮明党员身份，发挥
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

慈善新业态愈发重要

2018年， 广州提出要创新发
展慈善新业态， 计划通过支持社
会企业和社会创新项目的发展，
探索公益金融、 社区基金会等新
型慈善主体， 为慈善事业发展提
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解决老百姓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
题。 这是广州首将发展慈善新业
态写入创建“慈善之城”工作方案
中，作为主要任务“发展品牌慈善
组织和项目”的一项子任务。

当年 7 月，陕国投·实地集团
扶贫济困慈善信托在广州市民政
局举行签约捐赠仪式， 该慈善信
托目标规模 2000 万元，首期确定
出资 100万元， 用于广州长者饭
堂等公益项目。截至当年底，全市
备案慈善信托共 7 宗， 居全省首
位，合计资金达 2633万元。

今年，将创新发展慈善新业
态“升格”为创建“慈善之城”的
九大任务之一。

《方案》提到，一方面探索发
展慈善捐赠模式，包括发展知识
产权收益、股权、有价证券等新
型捐赠方式，推动慈善信托的发
展，使其成为广州慈善资金增长
的新动力，引入金融资本、金融
产品、金融服务，激发社会活力，
进一步挖掘社会慈善资源；另一
方面，支持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
的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社会
企业，开展社会创新活动，制订
社会创新计划，促进慈善跨界合
作和协同创新。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着重推动社会创新
工作， 包括支持社会企业发展，
探索影响力投资等，在挖掘和传
播广府慈善历史文化的同时，向
外界展示广州的慈善创新，在

“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机遇下， 紧跟时代潮流，
打造一个在国内领先，在国际上
有一定影响力的慈善城市。

（据《善城》杂志）

■ 蓝广雨

� � 2 月 27 日，“灯塔·爱在交通”专项基金全新二维码正式推出，市
民乘搭公交时可以扫码参与慈善。 该基金由广州市慈善会和广州市
公共交通数据管理中心共同发起

� � 广州将重度残疾人纳入“养老大配餐”服务体系，18-59 周岁重度残疾人也可以在长者饭堂里就餐，并获得
就餐补贴。 长者饭堂还专门为重度残疾人和老人家重新设计了爱心桌椅，已符合坐在轮椅上就餐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