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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FIGURES

2021年度广东志愿服务发展指数发布

去年 70 万人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在广东，哪些人会成为活

跃志愿者？志愿者是男
性多还是女性多？ 年轻人和老年
人谁更爱志愿服务？ 各地市和高
校的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得如何？
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本月，在 2022 年广东学雷锋
全民志愿服务行动月的启动仪
式上，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发布
了基于“i 志愿”系统及广东志愿
服务交互系统的 2021 年度广东
（“i 志愿”系统）志愿服务发展指
数，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彼
此关联形态的大数据时代，信息
化发展是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

广东较早起步 “志愿服务＋
互联网”工作，“i 志愿”系统是全
国第一个完整覆盖一个省域的
志愿服务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对
志愿者身份、志愿服务时长等数
据的采集标准严格 、透明 。 2018
年起 ，伴随着广东大力推进 “数
字政府 ”改革建设工作 ，注册志
愿者证 、“i 志愿 ”入驻 “粤省事 ”
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 和拥有超
1.5 亿注册用户的“粤省事”一起
加速迈进数字化新时代。

画像：
青年是志愿者主群体

数据显示，目前广东全省注
册志愿者超 1407 万人， 志愿服
务组织及团体超 13.2 万个，累计
服务时长超过 7 亿小时。 广东志
愿者体量居全国前列，平均每十
个广东人就有一位志愿者。

广东志愿者的群体画像可从
多个角度刻画。 从志愿者性别领
域来看，女性志愿者占比稍高，占
比 52%，男性志愿者占比 48%。

从志愿者年龄来看，14 至 40
周岁区间的志愿者人数占比
74.92%， 即接近 3/4 的志愿者是
青年。 年轻世代的志愿参与意愿
较高，如 2021 年“广东省高校毕
业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在
不到 2 周的时间就吸引了 7500
余名大学生志愿者报名，冬奥会、
广交会等青年志愿者都充分展现
了新一代青年勇担时代重任的群
体责任、使命感和公益品格。

从志愿者政治面貌来看，党
员、 团员志愿者占比 43.76%，几
乎占据“半壁江山”。 其一是党团
员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尤其
2021 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发起
了大量“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
服务；其二，近年来志愿服务已
上升为党内法规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
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都明确
规定要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此外，共青团中央《关于
推动团员成为注册志愿者的意
见》明确“参与志愿服务是体现
团员先进性的具体表现，组织团
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应该成为
团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从志愿者星级来看， 符合一

星及以上志愿者认证条件的（志
愿服务时长累计 100 小时以上）
占比 9.11%，符合五星志愿者认证
条件的（志愿服务时长累计 1500
小时以上）已有 71752 名，很多志
愿者已成为“一生志愿者”。 广东
自 2014 年起依托志愿服务记录
进行广东省星级志愿者资质认证
管理工作， 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
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 100 小时的
通过认证程序认定为“一星志愿
者”， 达到 1500 小时的通过认证
程序才能认定为“五星志愿者”。
志愿者星级与志愿者表彰和激励
措施挂钩，肯定、激励志愿者持续
参与志愿服务。

趋势：
指标数据逐年增长

2021 年度广东（“i 志愿”系
统）志愿服务发展指数，围绕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团体）、志
愿服务时长、 志愿服务活动数
等 4 个维度，建立“注册志愿者
占当地常住人口比例”“有服务
记录的志愿者占当地常住人口
比例”“当地本年度人均志愿服
务时长”“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
的志愿服务组织数占组织及团
体数比例”“有开展活动的志愿
服务组织及团体数占当地常住
人口的比例”“志愿服务组织及
团体本年度开展活动数占当地
常住人口的比例”“办理注册志
愿者证人数占注册志愿者人数
比例”等 7 个指标，析毫剖厘，
观测各地市与高校的志愿服务
实际。

“注册志愿者占当地常住人
口比例”反映志愿者的参与度问
题 ，2021 年 各 地 市 中 位 数 为
16.28%，广州、珠海该项比例分别
为 26.65%、27.44%。 2019 至 2021
年，达到 13%以上常住人口注册
成为志愿者的地市个数分别为
7、13、14 个， 越来越多市民参与
志愿服务。

“有服务记录的志愿者占当
地常住人口比例”反映志愿者的
活跃度问题，2021 年全省中位数
为 5.76%， 从 2019 至 2021 年稳
步增长，深圳该比例最高，已达

到 12.64%，志愿者的参与度逐渐
转化为活跃度。值得一提的是，“i
志愿”系统上线志愿服务时间证
书打印功能后，志愿者记录时长
的意愿有明显增长。

“当地本年度人均志愿服务
时长”表征本地居民的志愿服务
贡献度，2021 年全省中位数为
0.78 小时， 对比 2020 年的 0.21
小时，增速明显。 韶关市民的贡
献度一直较高，2021 年人均服务
1.6 小时。

“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志
愿服务组织数占组织及团体数
比 例 ”2021 年 全 省 中 位 数 为
1.96%，可见大部分志愿服务集体
还是以团体队伍的形式运作，社
会化程度高。 广东志愿服务组织
团体总数达 13.2 万个，在大基数
的情况下该比率较上一年度仍
有增长，表明志愿服务团体登记
意愿较高，规范程度加强。

“有开展活动的志愿服务组
织及团体数占当地常住人口的
比例”反映出组织团体在当地的
覆盖率。 2021 年全省中位数为
0.038%，比例最高的城市是江门，
达 0.102%，志愿服务组织团体密
度较高。

“志愿服务组织及团体本年
度开展活动数占当地常住人口
的比例”2021 年全省中位数为
0.72%，但“志愿者之城”深圳该比
例达到 4.5%，即活动对市民的覆
盖率、活动在城市的密度可观。

“办理注册志愿者证人数占
注册志愿者人数比例”2021 年
全省中位数为 35.53%。 是否选
择办理志愿者证既是志愿者的
身份认同问题，也与当地注册志
愿者证的应用场景丰富程度有
关，以广州为例，美宜佳、珠影集
团等商家的持证志愿者优惠多
在省会广州落地，广州该项数值
达 46.32%。

转变：
积极渗入社会治理

志愿者更偏好参与哪一种
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前，这个答案一定是“青少年

服务”。 关爱少年儿童向来是志
愿公益的主阵地，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与国情世情的变化，这个答
案有了变化。

数据显示，自从 2020 年“i 志
愿”系统上线“志愿防疫”这一活
动类别以来，2021 年度开展的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数已经和
青少年服务活动数达成持平，均
为 15 万多个活动， 共同位居志
愿者喜爱的活动类别的前列。

志愿服务以社会真实需求
为前提，2021 年全省 70 万志愿
者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这样
的数据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
志愿服务需求激增和志愿服务
对疫情救助的积极介入有关。 以
各项指标综合排序位于全省前
列的高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
例，该校多语言志愿服务队组织
超过 15000 名师生提供翻译志愿
服务累计达一百万小时，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他们组建多支战疫
翻译分队，穿上防护服，在“珠三
角” 各地配合入境防疫翻译，守
护“国门”第一线。

“环境保护”“便民服务”
“敬老助残”“公共文明”等类别
的活动数量也稳定维持在较高
水平。2021 年，广东出台了退役
军人管理、消防、社保、市场监
管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志愿服务
指引，并逐步落到实处，例如佛
山市南狮退役军人志愿救援队
驰援河南水灾、东莞“河小青”
志愿者参与巡河护河、 深圳建
设有社保志愿服务 U 站等。 侧
面可见，在刻板印象中的“看老
人、扫大街”之外，志愿服务事
业早已渗入了社会治理与公共
管理的各个角落， 成为了增进
民生福祉的时代特征。

甚至在扶弱帮困的传统阵
地，也有一些转变发生着。 曾经
教孩子们功课的志愿者，开始为
乡村的小朋友普及性知识、用艺
术帮助残障儿童融入社会；曾经
去养老院探访老人的志愿者，现
在开始给老人拍婚纱照、为老党
员撰写口述史……志愿服务的
丰厚和精细越来越凸显，志愿服
务含寓主流价值的引领一直在
提升。

新征程：
数量与质量的问题

从数据来看，广东志愿服务
已经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 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
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高
涨，无论是志愿者人数、志愿服
务组织团体数、志愿服务活动项
目数、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都已
经达到了相当规模，但仍显示出
一些需突破的瓶颈。

首先，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
地区、城乡社区之间志愿服务发展
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还没有根本改
变。 以“注册志愿者占当地常住人
口比例”为例，2021年指标最高值
与最低值相差 19.35%，差距较大。

其次， 志愿服务体量大，但
活力仍有待激发。 2021 年度广东
注册志愿者每人平均服务 4.45
小时，40.53%的广东注册志愿者
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活
跃度有提升空间。

再次， 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水
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活动类
型来看，“应急救援”“禁毒”“法律
援助”“卫生健康”“社区矫正”等
专业服务的项目活动数量不高。

立足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
视志愿服务的体制机制建设，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进志愿
服务制度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决定》和五中全会《建议》中，
都明确提出要健全志愿服务体
系，强调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
行动，畅通和规范志愿者参与社
会治理的途径。

显而易见，广东志愿服务事
业迫切需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也应有足够信心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
将数量追赶变为质量追赶，将快
速发展的数量优势转变为不断
增强的质量优势，提高志愿服务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志愿服
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等，都
成为“志愿广东”亟需破解的命
题，成为广东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工作者未来不懈奋进的新征程。

（据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

春节期间，留穗过年的志愿者在广州南站进行春运志愿服务 来自广东省湛江市的青年志愿者陶扬在冬奥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