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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奋力构建“大慈善”体系

地方动态

平均每天 500余人加入、开展 8万余场活动……

数说成都志愿者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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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有 504 人加入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 五年
间成都志愿者网（APP）新增注册
志愿者人数超 92 万， 平均每天
有 504 名成都人加入到志愿者
行列中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成都志愿者总人数已超过 240
万人，其中男性占 53.88%，女性
占 46.12%，男女比例接近 1：1，看
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奉献
爱心，“脱单”都有希望。

2020 年全市新增志愿队伍
1895 支，截至目前，成都志愿者
总志愿队伍数已达 2.6 万支。 志
愿队伍增长哪家强？ 成都志愿者
网统计了全市新增志愿队伍的
属地情况，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新都区 332 支，锦江区 212 支，郫
都区 208 支，高新区 149 支，新津
区 98 支。

2020 全年共开展志愿活动
80949 场， 平均每天至少有 221
场志愿活动通过成都志愿者网
（APP）发布并招募志愿者，“成都
式温暖” 在大街小巷日常上演，
给群众带去及时有效的服务。

中青年志愿者最多

志愿服务不分年龄， 在成
都，年龄分布在 28 岁-38 岁之间
的中青年志愿者多达 572354 人，
位居各年龄层次人数排行榜第
一，当代青年果然是好样的。 同
比增长最快的为年龄在 18 岁以
下的少年儿童，2020 年 18 岁及
以下志愿者相比 2019 年增加了
31.2%，一方面是孩子们有着强烈

参加志愿服务的意愿， 另一方
面，家长、学校以及全社会对孩
子们的引导也在加强， 给大家
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让
孩子在志愿服务中收获快乐，学
会感恩。

今年，在成都市文明办指导
下，成都志愿者网（APP）还启动
了“成都少年儿童志愿服务引领
计划”， 少年儿童们正陆续加入
成都志愿者大家庭，未来，一起
助力成都发展。

326535 人会音乐
232294 人掌握一门外语

去年 3 月起，成都志愿者网
（APP） 建立了 12 支专业志愿服
务队，其中包括卫生环保、文化
文艺、医疗健康、摄影摄像等，在
活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多才多艺
的成都志愿者。 翻开成都志愿者
技能清单， 音乐位居榜首 ，达
326535 人， 大家发挥自己所长，
通过志愿服务的力量为成都建
设“国际音乐之都”添砖加瓦。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落户成都，届时不管是赛事
现场还是街头巷尾，成都志愿者
的身影少不了。 对于这一点，成
都志愿者的人才库里早有储备，
语言技能拿捏得妥妥的， 英语、
德语、法语、日语、韩语……就没
有咱们成都志愿者不会的！ 据统
计，232294 名志愿者至少掌握一
门外语。

志愿服务付出有回馈

成都志愿者网（APP）平台涵

盖“环境保护”“文化文艺”“社区
服务”“文明倡导”“关爱老幼”

“扶贫济困”“助老助残” 等各类
志愿服务主题活动，2020 年度参
加助残志愿服务活动有 737094
人， 参加助老志愿服务活动有
676692 人。 今年，成都志愿者最
喜爱的志愿服务活动非“助老助
残”莫属了。

2020 年， 有 688666 名成都
志愿者选择在节假日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 其中选择 18 点后参
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有 22084
人，同比去年增长 14%，选择周
末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的 志 愿 者
147254 人，同比去年增长 23%。

2020 年 3 月 5 日，启动“友
善成都 美在志愿—每周一小
时 最暖是成都”大型系列志愿
服务行动以来， 成都志愿者网
（APP） 向市民提供 5000+覆盖
全年的志愿服务岗位， 线上线
下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
100 场，越来越多的成都人把志
愿服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志
愿服务， 就是咱们成都人的生
活日常。

“感恩志愿者·积分换好礼”
成都志愿者每 1 小时志愿服务
时长都可置换为 60 个积分，积
分可用于兑换全市爱心联盟单
位提供的各类商品，熊猫基地门
票、健康体检套餐、话费充值、残
障人士手工品等广受志愿者们
喜爱。

运行三年来，商城累计上架
1396 类商品， 累计兑换数量达
9708 件， 爱心商品心意满满，真
诚感谢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据《成都日报》）

2020年，广东民政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依法治善、依法兴善，
着力打造“大慈善”工作体系，奋
力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慈善事业方面， 据统计，广
东社会各界（含进口捐赠）为疫
情防控累计捐赠款物 60.5亿元，
向湖北捐赠款物 25.1亿元。

全省慈善组织 1382 家，公
募慈善组织 155 家， 慈善信托
模式丰富多样， 共备案慈善信
托 38 单，金额 7.1 亿元。

志愿服务方面，目前，全省
志愿服务团体超过 10 万个，注
册志愿者超过 1300 万人，志愿
服务时间超过 6 亿小时， 标识
志愿服务组织 1318 个。疫情期

间， 全省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
者达 50 万人、 组织（团队）近
7000 个，实施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项目 200033 个，累计服务时
长超 900 万小时。

社会工作方面，目前，全省
407个“双百”乡镇（街道）社工站服
务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共 732万
人次。 2020年，全省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社会工作者 20657人，
共开通 1803条社工服务热线，为
群众提供心理疏导、 危机干预等
服务，为独居孤寡老人、困境残
障人士等困难群体提供防疫宣
传、生活帮扶、心理抚慰、资源链
接、 危机干预等专业服务达 813
万人次。 （据广东省民政厅）

安徽：管育并重引导社会组织健康蓬勃发展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安徽省各级依法登记的社会组
织共 34377 家， 其中省级占
4.25%。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类
社会组织拥有单位会员 83 万
家，个人会员 520 多万人，社会
固定总资产达到 330多亿元。

一是参与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 持续开展“走进大别山”和

“皖北行”专项行动，创新开展
“百社进百村”帮扶活动。全省各
级参与脱贫攻坚的社会组织超
过 17300家，其中省级参与覆盖
面达 75%以上。 全省社会组织累
计投入款物超过 1.7亿元， 对口
帮扶新疆皮山县 13个贫困村超
过 310万元。 各级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消费扶贫月”活动，投
入款物超过 8100 万元。

二是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 广大社会组织开展同舟
共济献爱心、 众志成城防疫情
活动。超过 5100 家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筹集善
款超过 2.5 亿元， 筹集物资超
过 1.13 亿元。 行业协会商会积
极帮助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三是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020年，安徽省长江、淮河、巢湖
流域相关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 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防汛救灾，重点配合做好灾民生
活救助、心理疏导、转移安置帮
困等工作。 全省社会组织向灾区
捐赠款物超过 7000万元， 投入
救灾力量超过 3.2万人次。

四是助力“六稳”“六保”。
持续鼓励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减
轻会员企业负担，全年仅省级行
业协会商会减免会费和经营服
务性收费超过 2700万元。 省家
政服务行业协会、省物业管理协
会号召家政企业带动 30余万人
就业，号召物业企业带动 40 万
人就业， 省物流协会带动就业
上百万人。 （据民政部网站）

贵州：出台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若干措施

近日，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
同意， 省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
议印发《贵州省深化养老服务
改革发展若干措施》， 明确：加
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优化养
老服务供给， 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确保到 2022 年在保障人人
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基础上，有
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
养老服务需求。

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鼓
励社会力量通过租赁、 联营、合
作等方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
革，推进具备向社会提供养老服
务条件的公办养老机构转制成
为企业或开展公建民营。到 2022
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占养老
床位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40%。

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到 2022
年，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
低于 40%；养老机构和协议合作
的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开通双向
转介绿色通道，所有医疗机构为
老年人开设就医绿色通道，所有
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

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敬老院） 改造提升工程，到
2022 年，每个县打造一所以上
以农村特困失能、 残疾老年人
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特困人员
供养服务机构。

创新“互联网+养老”服务
模式。 启动智慧健康养老试点
示范养老机构， 到 2022 年，打
造 5 个省级、15 个市级智慧健
康养老试点示范养老机构。

完善投融资机制。 地方政
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
益金要加大倾斜力度，到 2022
年， 要将不低于 55%的资金用
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

加强养老人才队伍建设。
到 2022 年，打造 5 家以上养老
人才实训基地； 拟订贵州省康
养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每年培
养培训健康照护、养老护理、家
政服务、 婴幼儿照护等各类康
养服务人员 10000 名， 对所有
养老机构负责人轮训一遍。

（据民政部网站）

成都志愿者开展服务

2 020 年画上了句号，在过去的一年里，可爱的成都志愿者在各个阵地贡
献自己的力量，用一个又一个小时温暖着成都，看似平凡的成都志愿

者们为这座城市凝聚起了大大的力量。 许多的温暖瞬间涌现，大量的正能量故
事在网络刷屏，感动着全国网友。 日前，成都志愿者网（APP）发布了年度数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020 年成都志愿者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