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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慈善基金成为广州慈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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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事业积极发展

蓝皮书显示，随着“慈善之
城”创建的持续推进，广州公益
慈善事业继续保持积极发展态
势，具体表现为：

第一，慈善组织整体数量增
长较快，区级层面登记的慈善组
织占比提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州登记和认定的慈善组
织数量达到 153 家，较 2018 年增
加了 48 家，增幅达 45.7%。 2019
年度广州新增慈善组织的来源
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在广州市
级登记的慈善组织新增了 27
家，其中基金会仍是慈善组织的
主体，新增数量 15 家；二是在区
级层面登记的慈善组织新增了
21 家。

第二，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
数量稳步增长，慈善会和红十字
会构成主体。 2019 年度，广州市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数量
达到 14 家， 较 2018 年新增了 4
家。 此外，作为首批全国慈善组

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广
益联募平台在 2019 年增加入驻
机构 65 家， 发布慈善项目 164
个，入驻平台的公募组织活跃度
明显提高，2019 年度平台总的筹
款数额达到 5321.2 万元。

第三，社区慈善基金成为广
州慈善事业新的增长点。 随着广
州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营造工作的深入推进，社区慈
善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中的独
特作用和功能更加凸显。 2019
年，广州市民政局发布《广州市
实施“社工+慈善” 战略工作方
案》，将设立社区慈善捐赠站点、
发展社区慈善基金（会）、 打造

“社工+慈善”品牌服务项目等作
为重点工作予以推进，社区慈善
基金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第四，发起成立基金会和慈
善信托成为企业公益的新选择
和新模式。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
在广州市登记的基金会总数达
到了 79 家。 其中，2019 年度新增
15 家基金会， 均登记为慈善组
织。 在新增的基金会中，由企业

为主体发起成立的基金会数量
最多，所占比例为 60%。 此外，作
为一种新的慈善模式，在慈善法
实施后，慈善信托在广州也得到
了较快发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底，在广州市民政局备案的慈善
信托共有 11 单， 与 2018 年相比
新增了 4 单，总的财产规模也达
到了 3485.54 万元。

第五，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加快推进，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和
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在广州市、区两级登
记的社会组织名称中含有“志愿
服务”“志愿者”“义工”字样的社
会组织共有 106 家。 2019 年度，
随着广州公益“时间银行”的上
线，广州在志愿服务信息化平台
建设方面也走出了重要一步。

第六， 广州慈善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广州慈善
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主要集中在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与志愿扶
贫三大领域，市、区慈善会等慈
善组织积极搭建“慈善+精准扶
贫”平台，“救助型”与“培力型”
扶贫项目同步推进，扶贫由“广
泛性”活动向“精准性”项目转
变， 积极助力探索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

六建议加快公益现代化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深化“慈善之城”创建被再次写
入《2020 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
告》，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
慈善工作的高度重视。“十四五”
时期是广州市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高质量发展、着力建设国际大
都市、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
个出新出彩”的重要时期。 为了
加快推进广州公益慈善事业现

代化，蓝皮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慈善事业是我国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统筹城
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和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 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广
州应根据中央对慈善事业的新
定位，拓展慈善的价值和功能，
构建“大慈善”格局，逐步建立
与“大慈善”要求相匹配的制度
体系。

第二， 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慈善
之城”创建过程中，广州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 为慈善事业的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要更好地发挥
政府在广州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协
调、引导和支持作用，调动基层政
府在推动本土慈善事业发展中的
积极性， 形成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的市、区、街镇三级联动的多层次
慈善政策支持体系。

第三，2019 年度广州市、区
两级慈善会的总收入近 5.4 亿
元，基金会的总收入也超过 1 亿
元。 慈善会和基金会这两类组织
在广州慈善组织体系中居于重
要地位。 应以更大力度推动慈善
会的改革创新，使各级慈善会切
实发挥区域慈善枢纽作用和功
能；应以更实举措激发基金会的
发展活力，推动基金会成为驱动
广州公益创新的重要引擎。

第四，适应互联网时代慈善
捐赠的大趋势，搭建更加多样化
的联合劝募平台，提升慈善组织
网络募捐能力；重视金融手段在
慈善领域中的应用，提升广州慈
善行业的财产管理能力和水平；
积极引导和鼓励股权等非货币
性资产捐赠；鼓励慈善组织创新
慈善服务模式，探索社会企业等
新的理念和模式在慈善服务中
的应用。

第五，更加系统地开发和打
造“慈善+”品牌体系，实现慈善
活动的多层次、 广覆盖和常态
化。 推动广州各区结合自身特点
及地域文化，打造本地区的慈善
品牌活动；围绕广州社会关键需
求，通过枢纽型、行业型或平台
型组织的引领带动，打造多方联
动、协同共创的联合慈善品牌项
目，促进社会公众广泛参与。

第六，明晰慈善人才培养的
目标和定位，建立“多方共育”的
慈善人才培养模式。 在加强现有

“存量” 人才职业成长支持的同
时，应着眼“增量”，进一步加强
政策引导，优化“营善环境”，增
强广州慈善行业对各类专业人
才的吸引力。 应立足长远，发挥
广州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优势，
探索和推动慈善通识教育和慈
善专业教育融入大学教育创新
的有效路径。 （据《善城》杂志，作
者系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
院长、广州市慈善会理事、《广州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20）》
写作团队负责人）

2 020 年 12 月，《广州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报告（2020）》正式发布，系统
梳理广州 2019 年度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总体态势 ，呈现
广州在推进慈善事业现代
化转型中的实践与做法。 该
报告由广州市民政局、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导 ，广州
市慈善服务中心和广州市
慈善会主编，广州市福利彩
票公益金、第七届广州市社
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
出版，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的第三本广州公益
慈善蓝皮书。

该报告基于较为翔实
的数据，对广州市慈善组织
建设、 社区慈善基金培育 、
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发展等重要主题进行了
深入分析和探讨 ，较为全面
的呈现了广州在推进慈善
事业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践
与做法，为探索中国特色慈
善事业发展之路提供了宝
贵的地方经验。

报告共包含五大部分 ，
由总报告、 专题报告篇 、地
区发展篇、年度热点篇及附
录构成 。 其中 ， 总报告对
2019 年度广州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整体情况进行了综
述。 专题报告篇包含广州市
慈善组织发展状况分析报
告、广州市慈善组织公开募
捐情况分析报告、广益联募
平台分析报告、广州慈善力
量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研究报告、广州慈善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观察报告 、广州
市志愿服务发展报告 、广州
企业慈善发展趋势分析报
告 及 广 州 社 区 慈 善 基 金
（会）发展报告，共计 8 个专
题领域的分报告。

地区发展篇收录了广
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 2019
年度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总
结报告 。 年度热点篇遴选
了 2019 年度广州市在全国
公益慈善领域具有一定示
范意义的探索和实践 。 附
录部分收录了 2019 年度广
州市在公益慈善领域出台
的 一 些 重 要 政 策 文 件 和
2019 年度广州公益慈善十
件大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