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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善抗疫映初心 脱贫攻坚担使命
珠海市慈善总会 2020 年度工作总结

各位会员：

2020 年,珠海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华

慈善总会、珠海市民政局的指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慈善法》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

“法治慈善、阳光慈善、大众慈善”方针，总会与社会各界共

克时艰，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全年共接收善款 1.23 亿元，

新设冠名慈善基金 21 家，拨付善款 9193.93 万元；接收物资

262591 件，发放 277592 件（含往年结余）。发放重症药品市值

2390.3 万元，服务重症患者 959 人次，开展各类慈善及志愿服

务活动 500 多场，认真规范地填写了时代大考之年的珠海慈善

答卷。

一、积极抗疫，彰显应急服务“聚善”功能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总会快速反应、主动

作为。一是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组建抗疫小组。

制定募捐方案。二是依法备案募捐。通过官微向社会发出《倡

议书》，公开捐赠渠道，呼吁社会各界筹款捐物。得到社会各界

积极响应，慷慨解囊。三是专员专项专责，公开透明及时。接

收、拨付、审计、公示等都有专员跟进。每个工作日定时核计

后报送珠海市财政局等单位，同步在官微进行公示。据统计，

珠海市慈善总会共接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款

1516.43 万余元，物资 26.02 万件。除捐赠人指定用途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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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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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义工力量，参与社区抗疫。总会组织慈善义工在珠海多个

社区共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180 余场，参与志愿者 1260

余人次。

二、助力脱贫攻坚 成效显著

2020 年是“广东扶贫济困日”10 周年。总会根据市委、市

政府部署，在受疫情影响经济困难的大环境压力下，多方动员

社会力量，发动富铿房地产公司等多家慈善会员企业共认捐善

款 7080 万元。为推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幸福村

居贡献一份慈善力量。

在珠海市“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十周年突出贡献集体和

个人评选活动中，总会荣获“突出贡献社会组织”奖。理事单

位珠海潮人海外联谊会荣获“突出贡献社会组织”奖。珠海市

佳兆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 3 家会员企业荣获“突出贡献爱心

企业”奖；黄伟坚等 3 名慈善会员荣获“突出贡献个人”奖。

在广东省 2019 年“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捐赠评选活动中，钰

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汇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荣获“银杯

奖”，马婵兰、珠海鸣志房地产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及个人荣获

“铜杯奖”。

2020 年，总会主导的多个扶贫及乡村振兴工程有效落地。8

月 7 日，由佳兆业集团捐资的 3760 万元乡村振兴大型爱心工程

“斗门镇八甲村排山环境提升改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在实

现保护传统村落，改善村庄人居环境的同时，探索能带动乡村

产业发展、振兴乡村新经济，力争打造为珠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

2019 年底平沙镇福利中心改扩建工程奠基动工，原计划

2020 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受疫情影响工程暂停，4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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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恢复基础建设。为抢回耽搁的工程时间，总会主动联合多

个相关部门不断的进行沟通协调，齐心协力加快推动慈善养老

工程项目进展。

2020 年总会开展“精准扶贫，绿色照明”——让山村亮起

来活动，为阳春市八甲镇、茂名市电白区的 2 个农村安装太阳

能路灯 98 盏，保障村民夜间出行。先后动员慈善爱心会员企业

为斗门镇三里村捐赠空调提升村民幸福感；为怒江布腊村小组

建设草果产业索道，解决当地生态草果产业运输困难问题；持

续第三年实施“怒江‘青苗计划’之珠海市郑联通大学生资助

基金”助学项目，捐赠 116 万元帮扶怒江籍建档立卡贫困生 232

名。

三、慈善援助项目扎实推进

（一）重症药品有序发放

面对疫情防控现状，总会慈善援助药品发放工作组克服困

难，采取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错峰发放慈善药品、精确预约

领药时间、药品闭环管理等有效措施，确保患者领取药品工作

安全有序进行。2020 年慈善援助药品发放工作站，共发放药品

市值 2390.3 万元，服务 959 人次重症患者。

（二）慈善慰问敬老持续进行

总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连续第 13 年开展“慈善送暖·爱

满珠海”春节慰问活动，慰问低收入家庭 500 户；连续第 4 年

开展“情暖夕阳·常爱百岁”新春慰问百岁老人活动，为 52 名

珠海籍的百岁老人送去新春祝福；开展“慈善送温暖·中秋共

团圆”中秋慰问活动，发放慰问款物价值 10.5 万元，惠及 250

户家庭。此外，总会配合珠海市民政局启动珠海市长者饭堂建

设暨慈善助餐项目，通过慈善冠名认捐，动员社会力量筹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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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89.6 万元，在香洲区、斗门区、金湾区等 19 个社区长者饭

堂投入使用，惠及长者人数 63789 人次，为解决居家长者“吃

饭难”问题提供慈善力量。

（三）支教助学有效开展

全年总会各大品牌助学项目持续开展，多维推进。其中：“仕

高玛慈善基金”连续第三年开展“仕高玛·飞马”奖学活动，

捐赠 10 万元奖励 69 名珠海市技师学院优秀学子；创设“仕高

玛·飞马·北理”奖学金，捐赠 8.5 万元奖励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58 名品学兼优学子；连续第 15 年开展“仕高玛奖助学

金”活动，拨付 14.44 万元奖励 1739 人次广昌学子；此外仕高

玛还拨付 31.2 万元，帮扶珠海市近百名贫困学生。2020 年天威

慈善助学专项资金再次资助25名学子圆梦大学；荣杰慈善基金、

西北政法大学珠海校友会在信宜开展“扶智助学”慈善活动。

（四）举办第三届珠海慈善发展论坛

总会联合珠海市华发公益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等本土慈善公益组织主办，以“疫情防控：社会组织的跨部门

合作”为主题的 2020 珠海慈善发展论坛(第三届)。来自政府部

门、高校、社会组织、医院、物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

讨疫情防控的跨部门合作与公益生态发展。受疫情影响，论坛

首次开通线上直播，来自全国的观众超 5000 人次参与互动，论

坛影响力不断提升。

四、深耕细作，完善慈善义工服务模式

2020 年，总会在慈善义工队伍建设、项目开展、品牌打造、

形象荣誉、规范管理等方面深耕细作，深入探索大众参与的慈

善义工服务模式。目前，总会义工委在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i 志愿”系统）上，拥有 2000 多名注册义工，全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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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立“敬礼老兵”等 9 支义工服务队；组织各类义工服务活

动 380 场，参与义工 4549 人次，服务总时数超过 20987 小时。

其中，重点开展“情暖夕阳·常爱百岁”新春慰问百岁老人、“爱

心巧手·慈善送暖”编织围巾、“敬礼老兵·志愿同行”探望老

兵义工、“听老兵爷爷讲故事”等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同时，组

织义工进行疫情防控、社区便民、垃圾分类、让慈善之花温暖

绽放等新文明实践义工活动。2020 年，多个义工服务项目和慈

善义工个人获得省、市级荣誉。

五、以服务为导向，慈善冠名基金稳步增长

截至 2020 年，总会冠名基金总数达 125 家。其中，2020

年，新设立 21 家，新入冠名基金善款 1361.04 万元。

为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好冠名慈善基金，2020 年市慈善总会

开启了走访冠名基金设立单位计划，共走访了 24 家基金设立单

位。通过走访，认真听取了基金单位对慈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充分了解冠名单位在2021年资金的使用计划及慈善项目开展的

想法和需求，从而促进总会以项目服务为导向，不断做好慈善

业务的延伸拓展与创新探索工作。

六、助力复工复产，加强疫后会员单位慈善互动

总会联合珠海市香洲区妇女联合会、香洲区人力资源中心、

香洲区心理师协会、玄明园等单位开展系列会员活动，为慈善

会员企业复工复产助力。开展“应对疫情稳企复岗”补贴政策

线上权威解读直播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将系列支持政策直观地

推送给慈善会员；邀请专家到仕高玛、三威、富力、汤臣倍健

等多家会员企业主办“后疫情期 从‘心’出发”——心理健康

塑造讲座；邀请律师顾问为会员讲解《民法典》，通过通俗易懂

的民法故事增强会员法律意识。此外，总会积极为会员申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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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荣誉。珠海市慈善总会荣誉会长黄英明荣获 2019 年度中华慈

善总会“全国慈善会先进评选”“爱心企业家”称号。荣誉会长

郑通亮的企业和佳兆业集团控股公司获得 2020 粤港澳大湾区

“年度社会责任影响力年度扶贫攻坚企业”称号。

七、主动作为 外树形象 内强素质

2020 年，我们主动走出去，广结慈善“朋友圈”，同时，更

是沉下心思，苦练业务本领。

7 月 9 日，总会会长尤镇城被选举为中华慈善总会第五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强化了与国家级慈善组织之间的慈善互动。9

月 5 日，在广东省慈善总会 2020 年会员大会上。总会当选为广

东省慈善总会新一届理事单位，在与省级慈善组织之间建立了

密切联系。8 月 20 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到总会进行实

地检查，对总会依法办会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10 月 22 日，全

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

一行到总会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慈善援助药品发放

工作站、总会“义工之家”，对总会各项慈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11 月 27 日，总会派代表出席 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慈善发展研

讨会，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慈善发展合作空间。

抓好内部建设，开展专项业务培训，提高专职工作人员业

务水平。先后组织参加《公益项目财务管理》、《民法典》线上

培训活动；学习《疫后反思》、荣誉会长黄志辉的《慈善心路》

演讲分享、《如何提高公文写作》等专项业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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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工商银行打通数据接口，让慈善

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疫情期间，通过总会官网发起“珠海抗

击‘新冠肺炎’专项募捐”网络募捐，定时在官网、微信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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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开款物收支情况。全年通过慈善公益报、南方日报、珠海

传媒集团等多个媒体渠道加强慈善宣传，共刊发报道 120 多篇。

为进一步规范慈善捐赠税务工作，提升财务公示效率，总

会申请开通电子票据获批，成为珠海市第一家电子票据试点单

位。获批珠海市非营利组织 5 年免税认定资格。

八、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服务基层慈善事业

珠海慈善总会党支部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指引，

在抗击疫情、扶危济困和义工服务等慈善活动中，发挥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努力为慈善事业发光发热。

在总会的统一部署下，党支部党员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

组织党员志愿者到南香社区、红旗社区帮助开展测温、守卡点

等一线防控工作；组织党员为企业送温暖，疫情期间到中大五

院协助捐赠口罩、消毒物品。2020 年，总会党支部被评为“珠

海市社会组织党委先进基层组织”，马永玲、罗淑怡荣获“优秀

党员”称号。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

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分关键的一年。在“新冠肺炎”

爆发，经济运行压力的影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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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继续坚持“法治慈善、阳光慈善、大众慈善”发展

方针，创新探索，有效开展各项慈善工作，助力“十四五”规

划开好局，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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