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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慈善总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各位会员：

今天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召开珠海市慈善总会第四届会员

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中，珠海市慈

善总会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珠海市委

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成立了领导小组，迅速反应，明确分工，

责任到人，落实到位，成效显著。

截止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珠海市慈善总会共计接收社会

各界捐赠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善款 1516.43 万余

元，物资 260225 件，款物除捐赠人指定捐赠用途之外，其余款

物全部交由珠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统一调配。捐赠

善款和物资已全部拨付完毕。募捐工作做到“依法、高效、精

准、公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以及一致好评。

下面，我向大会报告 2019 年珠海慈善总会的工作，请予审

议：

2019 年全年收入 1.75 亿元，其中：接收社会捐赠款物 1.69

亿元（含货币捐款 1.67 亿元，物资评估作价 157.49 万元），其

他收入 613.81 万元。全年募集款物同比增长 230.36%。全年支

出 8835.13 万元，其中：经营成本及其他费用支出 371.53 万元。

接收捐赠物资 17816 件，发放物资 17914 件（含往年结余物资）。

发放市值 1948 万元的重症药品，累计救助重症患者 702 人次。

总会的善款募集和支出额度都创下历史新高，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誉。一年来总会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 2 -

一、顺利完成理事会换届选举，开启珠海慈善发展新征程

3 月 28 日，总会顺利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暨换届选举大会。珠海市委副书记赵建国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

话，他充分肯定总会取得的成绩。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李宏塔

在大会上发言，肯定总会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效。

新任会长尤镇城提出，将始终坚持“法治慈善、阳光慈善、大

众慈善”的十二字发展方针，竭诚为社会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

慈善平台，将总会建设成为高效、专业、值得信赖的慈善组织。

二、务实开展行业交流合作，积极开拓慈善业务视野

为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我市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带领总会领导班

子先后赴港澳地区和北京拜访相关行业机构，学习先进经验，

深化交流合作，共促大湾区慈善事业发展。

5 月，尤镇城会长与市委副秘书长陈锦粮率总会领导班子成

员一行赴港澳地区，先后拜访了香港赛马会、澳门街坊总会、

澳门同善堂博物馆等优秀公益慈善机构。7 月，刘嘉文副市长、

尤镇城会长率领总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一行赴京，与中华慈善总

会会长宫蒲光、副会长刘伟、秘书长边志伟等进行会谈。双方

达成巩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开辟慈善合作新领域的意愿。

三、冠名基金持续壮大，基金总数超百家

2019 年总会冠名基金新增设 14 家,总数达 104 家。新注基

金专项款 6676.44 万元，占比全年捐赠总额 39％。大额基金呈

现大幅增长趋势，并聚焦在不同帮扶项目。其中，“旭日慈善基

金”注入 5000 万元，重点在医疗、助学、助老及扶贫工作等方

面开展项目；“永顺慈善基金”首期投入 1000 万元，打造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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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社会福利中心改扩建工程养老项目（计划总投入 3000 万元）；

“东神慈善基金”捐赠 200 万元，在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

院打造“至行体育文化”和“众行文创”两大校园项目；“联浩

集团慈善基金”捐赠 116 万元，在怒江开展“青苗计划”助学

行动；“粤东格力基金”在北师大珠海分校设立社会奖学金，奖

励在社会服务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冠名基金已经成长为总会

募集善款和项目打造的重要抓手，有力地拓展了珠海慈善事业

的创新发展。

四、不断做优做强慈善项目，努力构建多层次慈善体系

（一）扶贫济困成效显著

2019 年，总会将精准扶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

自身资源优势，汇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有力地支持

了我市扶贫济困工作。

2019 年 6 月 30 日是第 10 个“广东扶贫济困日”。总会根据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署，积极做好动员、募集、接收扶贫济困

专款工作。其中，发动理事单位珠海潮人海外联谊会和爱心企

业佳兆业等 3 家单位，累计认捐 7000 万元，用于支持乡村振兴

和扶贫济困事业。总会高度重视省内外对口扶贫地区的脱贫攻

坚工作。全年整合资源，对点发力，为相关帮扶地区的脱贫攻

坚工作输送慈善资源，持续在助医、助学、扶农等领域精准帮

扶。

（二）慈善慰问持续开展

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总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连续第 12

年开展“慈善送暖 爱满珠海”春节慰问活动，累计慰问低保、

低收入家庭 520 户，为每户送去价值 534 元的慰问款物。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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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陈绍常慈善基金会和珠海放生协会，连续第 3 年开展“情

暖夕阳·常爱百岁”迎新春慰问百岁老人慈善活动，累计发放

慰问款物价值 6 万多元。联合珠海普陀寺、珠海市金台寺文化

慈善基金会开展中秋慰问活动，发放慰问款物价值 25 万元，惠

及低收入困难家庭 500 户。

（三）支教助学多维推进

全年总会各大品牌助学项目持续开展，多维推进，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仕高玛慈善基金”连续第二年开展“仕

高玛·飞马”奖学活动，共颁发 9.8 万元奖励 69 名珠海市技师

学院优秀学子；连续第 14 年开展“仕高玛奖助学金”活动，共

颁发 5.44 万元奖励 300 名广昌学子。“名仕高球会慈善基金”

连续第 3 年开展助学行动，共发放 28 万元帮扶斗门区 26 所中

小学的 280 名学生。“粤东格力公益慈善基金”捐赠 20 万元在

北师大珠海分校设立珠海首个专项支持大学生投身社会公益服

务的奖学金，首批 41 名学生和 6 个学生社团获得共计 10 万元

奖励。

（四）助医助残创新发展

2019 年总会助医助残项目不断开拓新模式。全年重症药品

援助项目成功引入 9 种援助药品,并发放格列卫、易瑞沙等 8 种

市值 1948 万元的重症药品，救助重症患者 702 人次。佳兆业

集团通过总会向斗门区侨立中医院、斗门镇中心卫生院各捐赠 1

辆高端救护车及车载设备，总价值约 170 万元。“旭日慈善基金”

捐赠 30 万元给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卫生院用于医疗环境改造。

“仕高玛慈善基金”拨付 20 万元（连续第 10 年）开展“仕高

玛慈善复明工程”，成功帮扶 200 名珠海市、阳江市户籍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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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总会联合中华慈善总会、中国

医药物资协会发起“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其中“旭日慈善基

金”捐赠 100 万元救助四川省理塘县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五、倾力打造大型公益活动，切实提升珠海慈善影响力

（一）联合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手拉手·多国少年中国

行”活动

总会 2019 年再次携手中华慈善总会，并联合共青团珠海市

委员会、市华发公益基金会等成功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手拉

手·多国少年中国行”活动开营仪式暨珠海站活动。协助组织

来自我国和俄罗斯、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老挝等十个国家的

86 名青少年深入沟通交流，共同了解中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

感受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搭建

一座“民心相通”的友谊桥梁。

活动得到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等相关部门的肯定与支

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主任顾秀莲连续第 2 年出席珠海站活动，对这项活动给予

高度评价。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认真听取了活动专题汇报，并

对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二届活动得到我国中央地方媒体 200

余篇报道，受到相关国家政府的高度认同和各国学生及家长们

的热烈欢迎，探索出了地方慈善组织参与“一带一路”民间外

交的有效途径。

（二）举办第二届珠海慈善发展论坛

9 月上旬，总会联合珠海市华发公益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主办以“互联网时代慈善：工具创新与技术革新”为

主题的 2019 珠海慈善发展论坛，与 400 余名北京、深圳、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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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珠海等地慈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互联网时代慈善工具

与技术创新，寻找未来湾区慈善合作与发展之路。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基金会中心网、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等行业杰出组织代

表现场发言，直面行业核心问题，为湾区慈善事业的改革发展

提供思路。

（三） 启动长者饭堂慈善助餐项目

为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总会与珠海市民政

局共同启动慈善助餐项目。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由总会设立专

项基金，接收社会专项捐赠，并明确监督职责、用款流程、开

具捐赠收据等事项。长者饭堂按每个助餐点4万元/年接受认捐，

认捐费用将为助餐点提供 3 元/人/餐的标准补助长者餐费。中

华慈善总会“一张纸献爱心行动”项目、珠海市斗门区旭日陶

瓷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合计捐赠 37 万元。项目款项主要用于满

足居家长者，特别是高龄、空巢和生活不能自理等老年群体的

配餐服务需求。

（四）启动首个慈善社区试点暨社区基金

总会联合粤港澳公益组织探索“慈善社区”+“社区基金”

一体化模式。12 月下旬，总会联合澳门街坊总会、珠海市社会

工作协会，在茂盛社区启动我市首个城市慈善社区创建示范点。

茂盛社区动员辖区企业捐赠 10 万余元，在总会设立“茂盛社区

公益基金”。“茂盛慈善社区”成为首例以居委会为发起单位的

公益慈善基金，将采用项目运作方式优化社区公益服务，是总

会促进“慈善+社工”融合发展的一次创新探索。

六、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为慈善事业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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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服务民生、连接民心，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人

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总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党建

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

极推动党建工作和慈善工作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慈善工

作新格局。

总会党支部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系列主题

教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积极

参加上级党组织开展的各类专题培训、宣讲会，党的知识竞赛

及专题考学活动。切实提升总会党建工作实效，为推动慈善事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政治保障。总会党支部被珠海市社会组织党

委评为 2019 年“先进基层党组织”。

七、发展壮大慈善爱心队伍，团结凝聚广大会员力量

总会十分重视发展壮大慈善会员队伍。全年新增慈善会员

31 个。会员队伍壮大同时，总会更加重视做好慈善服务工作。

以活动为载体，加强会员互动。通过电话沟通、上门拜访、

组织座谈等方式，密切与会员的沟通联系。倾听会员诉求，提

供慈善策划和执行服务。为捐资 7000 多万元兴建“潮联学校”

的会员企业专项讲解慈善税收优惠政策，保障工程资金到位及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为促成“永顺慈善基金”捐资 3000 万元兴

建养老院的慈善意愿，总会全程派专员跟踪服务，为项目推进

提供有力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已于 2019 年底

动工，预计在 2021 年投入使用。

树立慈善榜样，为会员申报慈善荣誉。在微信平台推出《会

员风采》专栏宣传优秀会员慈善事迹。收集并梳理慈善材料，

为荣誉会长黄英明申报“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评选，为珠



- 8 -

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申报“中华慈善奖（捐赠企业）”评选，为

“‘江海携手·筑梦人生’泸水市格力小学及幼儿园教育扶贫项

目”申报“中华慈善奖（慈善项目）”评选。

八、优化慈善义工管理，打造义工服务品牌

2019 年，慈善义工委持续发展壮大慈善义工队伍，规范优

化义工管理，加强对义工骨干的能力提升和新义工的业务培训

工作，新建扶贫济困募捐箱慈善义工队、慈善义工礼仪队等，

提升义工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重点打造“情暖夕阳”、

“敬礼老兵”、“爱心巧手”、“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行动”等品

牌项目。

“情暖夕阳·慈善敬老”以南香社区为重点，针对社区高

龄、空巢、独居等老年群体，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敬老爱老帮扶

模式。项目先后开展了“祝福元宵”、“敬礼老兵”、“常爱百岁”

等系列活动，累计入户慰问和服务包括孤寡老人、失独老人、

抗战老兵、困难老兵、烈士父母、百岁老人等在内的老人群体

超 500 人次，为构建平安和谐社区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启动第

八届“爱心巧手·慈善送暖”项目，编织围巾 1310 条，接收并

整理衣服、棉被等合计 7000 多件发往广西、四川等多个地区。

九、强化内部管理，推进慈善信息化建设

总会根据“科学决策，统筹安排，部门联动，及时有序”

的建设思路，对规章制度进行较为系统地修订，努力形成规范

有序、精简有效的工作议事和部门设置。

升级公示平台，加快慈善信息化建设。总会官网、官方微

信平台与民政部指定网络募捐平台“公益宝”实现业务链接，

打通数据接口，保障 PC 端系统网站，手机端微网站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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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协同。慈善信息系统还将提供法规政策宣传、项目推介、

线上募捐、信息公示等综合性服务，有效保障慈善信息供给，

满足公众的慈善需求。

传播弘扬慈善文化，持续输出慈善理念。先后编辑、印刷、

发放 2019 年《珠海慈善》会刊、《慈善新闻》专辑 2000 本。积

极联动“纸媒+新媒体”及时跟踪报导各类慈善活动，全年慈善

新闻报道超过 140 篇。维护并运营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全年

推送文章近 100 篇，有力地扩大了珠海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及人

人慈善的理念。

同志们，2019 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2020 年，新一

轮冲锋号已经吹响，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携手共

创珠海慈善事业的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贡献珠海慈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