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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善城汇爱”公布成绩单

三大攻略助力互联网筹款
50家公益机构、98 个

社区慈善基金 、
51 个公益项目、136 个子计划参
与 ，39 家爱心企业支持 ， 筹得
1237 万元款额， 吸引 15.86 万参
与人次……

近日，2021 年“99 公益日”善
城汇爱总结分享会暨 2022 年“99
公益日 ” 动员会举办 ， 公布了
2021 年“善城汇爱”的成绩单。

“善城汇爱 ”慈善惠民活动
于 2019 年 9 月首次启动，由广州
市民政局、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
指导 ，广州市慈善会 、广州市广
益联合募捐发展中心联合主办。
该活动通过深度结合“中华慈善
日 ”及 “99 公益日 ”契机 ，发动企
事业单位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
公益慈善组织、社区慈善基金等
搭建全市宣传推广平台，通过社
区线下公益市集等方式营造善
城广州 “大爱 ”氛围 ，打造 “善城
汇爱 ”慈善品牌 ，汇聚羊城慈善
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在当日举办的总结分享会
上，主办方邀请了香江社会救助
基金会 、慧基金 、岭南教育慈善
基金会、 三棵柚公益基金会、乐
善助学促进会和广州公交集团
公交站场管理公司等优秀合作
伙伴交流和分享筹款经验，并为
公益慈善组织及爱心支持单位
颁发荣誉奖杯和奖状。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2021 年 “善城汇爱 ”取得
的成绩离不开众多爱心企业和
公益慈善伙伴的参与和支持 。
为此 ， 广州市慈善会与一批爱
心企业 、 慈善组织结成公益伙
伴 ， 鼓励他们以后在公益慈善
领域再取佳绩 ， 并希望动员更
多的爱心企业和公益慈善伙伴
支持公益慈善事业 ， 更好地建
设善城广州 。

上述负责人希望，接下来能
举办更多类似的交流分享会，更
好地帮助公益伙伴进行社会化

筹款，吸引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
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汇聚更多
的爱心力量参与 “慈善之城”的
建设。

当未雨绸缪
打有备之战

99 公益日前后几天是兵家
必争之日，要正面“刚”，还是可
以选择更巧妙的战术，才能获得
最好的战果？ 不同的机构不约而
同给出了妙招：提前布局，拉长
战线。

“从 6 月开始，我们就开始
为 9 月预热了。 ”在分享经验环
节，广州市慧基金慈善基金会秘
书长严健分享了慧基金的“未雨
绸缪”———在长达 3 个月的预热
期， 他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为
后面获得“战果”埋下了长长的
“伏笔”，“该动员的动员了，该预
售的也‘预售’了。”这 3 个月中，
他们不间断完成捐步、 接龙、答
题、小红花等任务。当 99 公益日
来临，他们很快就实现了预期的
筹款目标。 截至 2021 年 11 月 5
日， 慧基金的公众筹款达到
136.44 余万元，通过广州市慈善
会获得爱心企业配捐 27.09 余
万元。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广东省
三棵柚公益基金会也靠早发动获
得了好成绩。 该基金会秘书长庄
潇辉也给所有机构“支招”，关键
词是“摸底”“调查”。 他们精心准
备了“99公益日”摸底调查表，“搞
清实力，分配粮草，制定战略”。

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也
拿到了不错的筹款成绩单。 他们
的筹款额超过 100 万元，成绩同
样来自提早的筹备。 据乐助会助
学部部长刘文候介绍， 在 99 公
益日规则公布后，他们研究透规
则后就建立了筹款工作小组，并
开始进行 99 公益实操培训，同
时开展筹款动员及宣传，并且配

合线下活动的开展，最终稳稳地
拿下好成绩。

合纵连横
成事在人

一人之力有限，众人之力足
恃。 联合，是多个机构分享中提
到的另一个重要经验。

据严健介绍， 他们提前对
接了各个合作单位， 进行项目
宣传和推广， 根据不同单位关
注的公益领域， 给其匹配对应
的公益项目。“我们以暖守行动
为母项目， 包括了暖守防护爱
心包、以食相伴计划、健康关怀
包、食农计划、应急救援课程、
融会能‘快乐星训练’计划、‘未
来可期’青少年成长学堂、衣路
有你社区环保助力计划、 阳光
计划、‘公益筑梦，爱不孤单’爱
心生活包、‘促营养，护成长’—
爱心早餐计划等子计划。 众多
子计划涉及了困难群众、 青少
年、孤儿等各类群体，也涉足疫
情、环保、节约粮食等各个公益
领域。 ”在严健看来，关注的群
体多，筹款面向的群体就多，这
是他们筹款的思路之一。

同样采取“子母计划+配捐”
的还有三棵柚基金会。“我们的
工作之一，就是告诉子计划怎么
来‘搞’三棵柚的钱。 ”庄潇辉生
动诙谐的形容，引发了现场的一
阵阵笑声。 事实上，他们确实用
共同发力的方式帮助子项目筹
款，令所有子项目都获得发挥能
力的机会。

而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以
资助方的身份参与 99 公益日，
拿出 20 万元用于配捐， 定向支
持 10 个儿童心理关爱类项目，
扶持广州地区关注心理方向的
公益慈善组织，帮助他们更好地
面向公众开展服务，获得更多的
社会关注。

作出这样的决定， 源于通
过业内交流， 他们了解到很多
公益慈善组织一直致力于探索
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道
路，同时，很多组织也存在一些
真实需求。“无论是哪种方式，
我们的目标都是发挥影响力，
形成议题推动， 使其受到广泛
关注， 联合行业促使更多资源
参与解决。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
会高级项目专员温少毅介绍：
“我们希望在儿童心理健康这

一议题里寻找到有意愿、 有能
力影响所在领域发展的社会公
益组织，信任他们，通过资金及
专业支持， 持续向儿童心理健
康公益领域输送有爱力量，关
注儿童心理成长。 ”

让声名远扬
聚全城善心

传播是筹款的最大助力。 这
一次“善城汇爱”活动中，广州市
慈善会发动公交集团、公交站场
等 10 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与，为
公益慈善组织免费提供上万个
公益广告位的资源支持。

2021 年 9 月 7 日—9 日，
在佳兆业广场、黄埔佳纷天地、
中华广场、羊城通刷卡机、公交
站场等，公众皆可看见“善城汇
爱” 活动海报及广州市优秀公
益慈善项目海报， 扫码即可随
时了解并参与助力广州公益慈
善项目。 另外， 在黄埔佳纷天
地， 还设立了 5 个小型公益义
卖摊位，在商超、公交等投放 2
万多个公益广告。

广州公交集团公交站场管
理公司团总支宣传委员李天彦
表示，公司充分发挥公交服务窗
口的阵地作用， 在市内公交站
场、公交候车亭提供了 100 个广
告位，以媒体宣传、候车亭广告、
视频等形式，在“线上+线下”多
场景共同发力，加大公益组织及
服务项目的宣传推广，实现放大
品牌建设的协同效应，让广州公
益慈善声名远扬。

另外，广州的慈善组织也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筹款策略。 据广
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品牌
筹资部专员林沐蓉介绍，自 2021
年 8 月底，岭南基金会联动社会
各界爱心力量，在线下多个场景
进行广告投放，9 月 4 日—5 日，
PDT 食物小站以“素食再生计
划”在黄埔佳纷天地参加了线下
活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联动了多
方资源进行宣传，如携手自媒体
作家陈大咖，以发起一起捐的形
式为“星星的孩子”定制食农课
项目， 共筹得款项 15196.49 元，
互推文章阅读 3.5 万；2021 年 9
月 8 日，以三都水族少女杨再燕
的故事参加回响计划直播活动，
获得 2863 个点赞； 在广州市协
作办指导下，携手广州消费帮扶
联盟、黄埔帮扶馆，发起“爱心助
学+消费帮扶” 让爱叠加公益行
动， 共有 38 家爱心企业参与本
次活动； 发动来自 10 所学校的
114 名老师报名参加公益代言人
活动，为助学成长、食农教育、助
农帮扶等多个领域的公益项目
代言；在岭南青年公益支持计划
的整体框架下，向高校社团提供
筹款激励支持。

“筹款等于传播”，是乐助会
助学部部长刘文候分享的观点。
他认为，网络筹款能让更多人了
解公益，突破圈层界限，吸引更
多人加入公益行动。 与此同时，
还能打响项目知名度。“当然，项
目在内容策划、展示以及知名度
等方面需要苦练内功，才有机会
成为优秀服务项目。 ”他补充道。

（据善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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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组织在进行慈善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