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询年报信息:2018年度

年报问题

根据社会组织自主填报，经审核，存在下列问题：

1 、未及时换届

基本信息

社团名称： 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慈善联合会 成立登记时间： 1997/11/1

社团类型： 社会服务 社团性质： 联合性 注册资金： 贰仟万元

登记住所： 西河街74号5楼

法定代表人： 谢永康
会长(理事

长)： 
陈云金 秘书长： 谢永康

会员数： 170 个人会员数： 35 单位会员数： 135

理事人数： 109
常务理事人

数： 
55

是否收取会
费： 

否
会费标准
设0档： 

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情况

本年度有无发生登记备案事项变更: 无

本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章程规定 换届或会议情况

会员（代表）大会5年一届 最近一次换届大会时间为:2013年9月27日 

会员（代表）大会5年一次 

理事会一年1次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 1次

届 次 时间(年-月-日) 地点 主要内容

4 7 2019.326 富邦酒店
听取审计208年工作情况和20
19年工作安排等

常务理事会一年2次 

本年度召开常务理事会2次

届 次 时间(年-月-日) 地点 主要内容

4 7 2019.3.26 富邦酒店 审计工作报告、资金预决算安排等

4 7 2019.3.26 富邦酒店 人事调整等审议

社会团体内部治理

分支(代表)机构
数： 

4 内设机构数： 4

工作人员总
数： 

14 专职人员数： 14 兼职人员数： 0

业务活动情况

一、本年度举办研讨、展览、培训、讲座、竞赛、考察等活动的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地点 批准单位 收费情况

1. 会长会议 研讨 20180105 中山丽都酒店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2. 会长扩大会议 研讨 20180315 波宁律师事务所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3. 四届六次理事会 研讨 20180320 宁波饭店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4. 网络座谈会 研讨 20180506 总会会议室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5. 义工工作会议 培训 20180614 总会会议室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6. “宁波慈善奖”评审会 竞赛 20180730 总会会议室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二、本年度接受捐赠资助情况和使用情况

本年度捐赠收
入 

72124757.23元 

三、净资产合计

年初数 0元 期末数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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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年末合计）

一、收 入 

捐赠收入： 72124757.23 会费收入： 0.00

提供服务收入： 0.00 政府补助收入： 2600000.00

收入合计： 84862715.58

二、费 用 

费用合计： 54386297.55 净资产变动额： 30476418.03

资产负债表

资 行 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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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
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
资

产：
流动负债：

货币
资

金： 
1 156001229.84 179288685.03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
投

资： 
2 12000000.00 13700000.00 应付款项： 62 6812517.66 3018691.22

应收
款

项： 
3 8534445.13 827175.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
账

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30481.30 9319.48

存 
货： 

8 11540.04 12562.51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
费

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
内到
期的
长期
债权

投
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
流动

资
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
资产

合
计： 

20 176547215.01 194629422.54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6842998.96 3028010.70

长期
投

资：

长期
股权

投
资： 

21 46958499.73 55830521.34 长期负债：

长期
债权

投
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
投资

合
计： 

30 46958499.73 55830521.34 长期应付款： 84 296952.63 283985.43

固定
资

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
资产

原
价： 

31 3871832.00 3888030.00 长期负债合计： 90 296952.63 283985.43

减：
累计

折
旧： 

32 1822812.00 1909243.27

固定
资产

净
33 2049020.00 1978786.73 受托代理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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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值： 

在建
工

程： 
34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文物
文化

资
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7139951.59 3311996.13

固定
资产

清
理： 

38 0.00 0.00

固定
资产

合
计： 

40 2049020.00 1978786.73

净资产：

无形
资

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144013583.15 172246947.14

无形
资

产： 
41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4401200.00 76887154.04

净资产合计： 110 218414783.15 249134101.18

受托
代理
资

产：

受托
代理

资
产： 

51 0.00 7366.70

资产
总

计： 
60 225554734.74 252446097.31

负债和净资产合
计： 

120 225554734.74 252446097.31

年度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计划

年度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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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慈善总会关于 2018 年工作情况和

2019 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2018 年工作情况

2018 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指导下，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依法行善，突出扶危济困，

助力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各项慈善工作都有

所突破，较好地完成了年初预定的工作任务。

一、坚持加创新，构建善款募集长效机制

2018 年，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市

慈善总会募集善款 7212.5 万元，同比增长 34.31%；全市两

级慈善总会共募集 67626.6 万元，双创历史新高。

第十九次“慈善一日捐”活动顺利开展。去年 4 月底，

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 2018 年市本级“慈善一日

捐”活动的通知》。随后我会组织召开了慈善联络员大会，

来自市直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省部属企事业单位和在甬高

校的 200 多名慈善联络员参加会议。去年共有 427 家单位、

95173 人次参与活动，收到善款 867 万多元，同比增长 16%。

在“个人捐”中，“无名”捐款 5 万元，胡老太捐款 3 万元。

老干部左端南因行动不便，我会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她去年

又捐了 1.5 万元，十多年来累计捐赠近 20 万元。单位组织

个人捐款较多的有镇海炼化 75 万多元、宁波舟山港 43 万多

元，宁波二院、市公安局都超过了 20 万元。“单位捐”中，

宁波银行 49 万元、省烟草宁波市公司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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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做好“四大基金”工作。2018 年，我会新建企业冠

名慈善基金 14 个，累计已有 74 个，全年收入 3385.93 万元。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宁波市青少年发展基金，规模已达

410 多万元；“单曹素玉”白内障复明基金，到账 300 万元。

此外，公安慈善关爱基金去年到位 413.13 万元，“吉旺”

帮困基金到账 200 万元。小额冠名基金和小微基金都有较快

发展。目前共建有小额冠名基金105个，去年实际到账438.41

万元；小微基金 96 个，共筹集善款 19.51 万元。85 岁的唐

老太去年 3 次捐赠，合计 320 万元，使其“圆梦基金”规模

达到379万元。村级帮扶基金建设又迈出坚实一步。截至2018

年底，全大市已建立村（社区）慈善帮扶基金 2648 个，占

全市村（社区）总数的 82.44%。基金总规模达 9.19 亿元，

实际到帐资金累计为 6.21 亿元。

坚持项目引领募集，保持日常捐、定向捐强劲动力。除

了通过“彩虹助学”“慈惠童心”等传统精品项目募集善款

外，我们还重点推出了“紫云英计划”“爱在回家路”等十

几个项目，使得项目捐、定向捐、日常捐始终保持良好的势

头。赫德国际学校举行“慈善彩粉跑”活动，为外籍人士建

立的“共同梦想基金”筹集善款 6.8 万元；爱心人士边福深

从 2015 年 6 月起每月捐赠 1000 元，至今已达 4.3 万元；家

住海曙的一位老人过 80 岁生日，他们一家捐出 6 万元，以

行善的方式为老人祝寿。97 岁的叶元章老教授捐资 5 万元，

为奉化大堰学校学生更换生活设备；宁波帮爱心人士李达三

向东钱湖慈善分会捐了 605 万港币（折合人民币 487.6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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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定向用于沙家垫村的助老助学等慈善活动。11 月底，

“顺其自然”又捐款 99 万元，累计捐款达 1054 万元。在去

年省档案馆开展的“大写浙江人”大型展览中，“顺其自然”

是唯一一位没有展出图像、没有真实姓名的人物，他与王羲

之、陆游、周恩来、蔡元培、鲁迅、钱学森、屠呦呦等其他

123 位古今浙江杰出代表人物同台亮相，成为甬城骄傲。

“互联网+慈善”使慈善随手可为。去年 8 月，我会将

宁波慈善网再次升级，使网络运转更加流畅、反馈更加及时。

2018 年通过网络向我会捐款的有近 8 万人次，共筹集善款

450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115.31%。我会官网拥有了一批固

定粉丝,广大爱心人士通过网络积极日捐、月捐，每天都有

几十人次匿名或化名捐赠，金额从 1 元到上百元不等。在去

年的“腾讯乐捐”活动中，我会共发布各类公益项目 9 个,

筹集善款 28 万余元，获得配捐 5.1 万元。互联网与慈善的

进一步融合极大提高了慈善的工作效率和社会公信力，也是

我会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跨界合作促多元发展，开拓募集新渠道。针对新形势、

新任务，我会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单位和各类社会组织的

合作，共同促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6 月，我会与团市委、

宁波晚报和宁波黔西南州帮扶工作队联合发起“海山相连·万

人助学”活动，已为“牵手·共健康”营养晚餐计划支出善

款 190 多万元。我会与市第一医院合作建立的“益愿慈善基

金”，全年新增善款 611 万元；与妇联合作建立“妇女儿童

关爱基金”，全年实际到账 168 万元。我们还和市侨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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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归侨、侨眷、在甬侨属企业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共同

参与我市慈善公益事业，建立“侨爱心”慈善基金，已到位

善款 275 万元。

二、精准加实效，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救助制度

2018 年，我会共支出救助资金 5096.8 万元，较上年增

加 44.96%，受助群众 17352 人次。全市两级慈善总会救助支

出 54951.5 万元，受助群众 271297 人次。

开展“慈善情暖万家”和助残慰问活动。元旦、春节期

间，我会领导带队分别深入奉化区溪口镇的班溪、东岙、斑

竹、跸驻等山区，走访 12 户特困家庭，送上扶助金及慰问

品。同时拨出 15 万元，委托奉化区慈善总会慰问 150 户困

难家庭。我会还与宁波普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合作，向城区

400 户低收入家庭发放每张 1000 元额度的慈善助医卡，支出

40 万元。在去年的“慈善情暖万家”活动中，全市慈善总会

共支出善款 4663 万元，惠及 7 万多户城乡困难家庭。

在第 28 个全国助残日期间，我会拨出善款 23 万元，分

别资助江北区快乐阳光家园、天乐阳光家园、宁海县桃源阳

光家园和海曙区满天星残疾人服务中心，用于设备添置和改

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

品牌项目实现精准救助。2018 年,“大爱基金”救助了

10 位为宁波慈善事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且都患过大病的慈

善工作者，营造了“好人有好报”的社会氛围。截至去年底，

“大爱基金”已累计接受社会捐赠 111.75 万元，支出善款

41.1 万元，26 人（次）受助。5 月初，在第十六次“彩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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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中，200 名家庭困难的大学生 1 天多时间就被认助

完毕，吸纳助学金 60 万元。另有 50 多名爱心人士留下了联

系方式，预约下一年的爱心结对。去年，我会共支出善款 54.3

万元资助大学新生 106 名；支出 52 万元资助在校大学生 90

名；支出 25.3 万元为 1100 名近视学生配近视眼镜。助医方

面，全年救助重大病患者 183 人，支出善款 286.9 万元；“慈

惠童心”项目支出善款 36.1 万元，31 人受益；开展白内障

患者复明活动，支出 274.3 万元，850 人受益；开展血友病

患者救助和“慈爱复聪”等项目，共支出善款 126.1 万元，

受助 253 人。配合中华慈善总会向白血病、恶性肿瘤患者发

放格列卫、多吉美、易瑞沙等药物 6383 人次，价值 20285.33

万元。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我会扶助相对欠发达乡镇敬老院

和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 10 家，支出资金

60 万元；扶持学校、幼儿园 8 所，支出 55 万元；支持文化、

体育、卫生和城市交通设施等公益项目 147 个，支出 2707.6

万元。

深入推进“造血型”慈善扶贫基地建设。按照精准、长

效的要求，我会联合各区县（市）慈善总会，加强对扶贫基

地的规范化管理，督促落实各项帮扶措施，提高帮扶实效。

积极引导扶贫基地开展产业升级，发展农家乐旅游产品，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截至去年底，我会共建立市级扶贫基地 20

家，帮扶 711 户贫困户；全市共建有 62 家扶贫基地，共计

帮扶 1835 户，总体脱贫率达到 45%。该项目在 2018 年中国

善城大会上作典型案例交流，得到与会专家学者和各地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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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仁的一致好评。该项目还获得了省首届“十大慈善项目”

荣誉称号。

对口帮扶力度不断加大。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我会对对口帮扶工作作了精心研究和安排，直接拨付资金

215 万元，在黔西南州、延边州实施助学、助医、助困等项

目。同时为社会各界对口帮扶搭建平台，做好服务工作。我

会联合中国宁波网发起“资助贵州兴仁大山深处的 50 名贫

困生”公益项目，筹集善款 8.99 万元；联合宁波市妇联、

女企业家协会开展“宁波培罗成幼教师资培训”项目，资助

黔西南地区幼教队伍来甬学习，支出善款 44.3 万元。此外，

我们还从“情暖甬城”慈善基金中拨出 10 万元，定向用于

黔西南州册亨县贫困群众的白内障复明工程；联合致公党共

同援助黔西南州、延边州 32 万元；联合国家开发银行援助

黔西南州 25 万元；联合民建宁波市委会援助贵州黔西县观

音洞镇高坡小学，支出 23.9 万元。在 2018 年对口帮扶工作

中，我会共支出善款 684.73 万元，全新衣物 1.24 万件（价

值 60 万元左右），较好地完成了党委、政府交给我们的光

荣任务。

“宁波慈善医疗联合众筹网络”运转良好。经过近一年

的运营，“宁波慈善医疗联合众筹网络”基本解决了救助信

息的真实性、资金的有效使用、多余善款的流转等问题，提

升了慈善资源的使用效益。截至去年底，该平台已成功推出

18 起求助病例，筹集善款 245 万元。去年 7 月，象山一家三

口因雷击失火造成严重伤害。我会联合象山县慈善总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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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伤者启动网络众筹，短短 16 小时就募集善款 51 万余

元，充分展示了宁波的“爱心速度”。11 月，我们又为“母

亲割肝救女”开启平台众筹，共募集善款 17 万多元。该案

例牵动了无数宁波人的心，术后的母女康复情况良好。12 月

底，象山县单亲妈妈叶子林身患重病几尽瘫痪。我们联合宁

波晚报为其开展众筹，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凑齐了 6 万多元治

疗费用，更是引发全城关注，爱心如潮水般涌动而至。

颐康医院改扩建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为促进慈善事业可

持续发展，我会积极整合资源兴办社会公益机构，目前共建

有宁波颐乐园、华慈医院、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精疗

康复基地、慈善商店五家实体。2018 年，我会累计拨付 110

万元，促进了五家慈善实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宁慈康复

医院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根据卫生部 2级康复医院的标准，

我们对颐康医院的一幢大楼进行改建，计划投资 6000 万元，

预计 2019 年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 184 张床位。这些慈

善实体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扩大了慈善的社会影响

力，为慈善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资产和奉献爱心的平台。

三、优化加拓展，提升义工服务品牌效应

在义工组织网络全覆盖的基础上，我会不断优化服务项

目，拓展内涵，提升义工服务品牌效应。截至去年底，全大

市 6 万余名慈善义工服务时间累计达 15 万小时。我会的“关

爱留守儿童”和“衣循环”项目成功入选 2018 年市民政局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共获得 40 万元财政支持。

加强活动保障，促进队伍建设。2018 年初，我会与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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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富德人寿等单位合作，全大市慈善义工队伍基本实现

保险全覆盖。1 月，我会组织召开慈善义工经验交流会，就

义工项目品牌化建设和联动项目设计进行集中培训，并对全

年工作计划进行交流。9 月，我们召开了全市慈善义工年中

会议暨项目培训会，邀请专家学者授课和一线义工分享经

验。12 月，我会又组织全大市近 30 名骨干义工前往温州红

日亭、三乐亭考察学习，并与温州市慈善总会开展经验交流。

去年，我们还积极招募新成员，成立了慈韵义工大队。队伍

由一批具有艺术特长的退休干部、老师组成，他们每周坚持

前往特教学校辅导孩子们学习乐器、开展暑期青少年艺术培

训活动并组织各类文艺汇演，已累计开展活动 60 余次，服

务时长超过 300 小时。

巩固已有品牌项目，坚持义工活动常态化。星宝自闭症

家庭支援中心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共开展了 900 多场次活

动，服务时长近 4000 小时，累计服务超过 10771 人（次）。

去年 3 月，我会先后举行了“无差别公交日”、第四届宁波

星宝家庭趣味运动会和“携手并进 共创未来”星宝主题论

坛等活动，在宁波再次掀起关注自闭症儿童的热潮，我市服

务自闭症人群及家庭已走在全国前列。5 月下旬，我会联合

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宁波广电集团举行了 2018

年度“请让我来帮助你”大型广场慈善文化活动，现场募集

8.65 万元善款，定向用于我市家庭困难的有听力障碍的学龄

前儿童。去年，宁波慈善商店营业额达 8.78 万元，接收社

会各界捐赠物品共计 61 批次，包括服饰、鞋帽、文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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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粮油食品等。这些物品部分留作商店销售，部分及时

赠送给了有需求的机构和个人，如福利院、养老院、低保户

等，捐赠价值达 20 多万元。2018 年，“丫丫修指甲”义工

队共为 1200 多人（次）老人提供修指甲服务；生命关怀义

工大队开展临终关怀活动 20 多场次；“衣循环”项目向有

需求地区发放衣物、玩具和书籍 42.15 吨。

拓展项目内涵，提升义工品牌影响力。星宝自闭症家庭

支援中心推出的“星宝无差别公交日”项目成功入选“2018

宁波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获得 10 万

元财政支持。去年 11 月，我会举行了宁波市心智障碍人群

“无障碍出行活动”座谈会，星宝中心在市民政局、市残联

等单位支持下，发放了首批 280 张心智障碍人群“无障碍出

行卡”，以帮助自闭症孩子等心智障碍者出行。

“关爱留守儿童”服务项目通过“暑期守护计划”“同

在蓝天下”“亲情家书”“音乐艺术送教”等子项目开展，

为宁波留守、困境儿童提供课业辅导、心理抚慰、校外帮扶

等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并通过走访调研建立起

留守儿童档案，提供物资慰问。项目持续 5 个多月，发动了

200 多名义工入户走访调研了 664 户留守儿童家庭，受益孩

子近 1000 名。接下来，我会将联合更多相关部门构建儿童

关爱及儿童福利提升体系，援助范围包括困境、家庭困难留

守儿童等。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我

会设计开展了“紫云英计划”，推动乡村儿童艺术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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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筹款 27 万多元，首批招募了 23 名具有艺

术特长的义工开展送教支教活动。该活动通过报纸、广播、

微信、微博以及网络直播等形式对外宣传，引发强烈关注。

去年 6 月，我会联合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宁波广电集团、

宁波音乐广播 FM98.6 等单位举行了第三季星星音乐会，由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组成的茅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为大家奉

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感动了现场万千观众，也将“紫云英

计划”推向高潮。10 月中旬，我会联合宁波广电集团举办了

“音乐课堂暨宁波乡村学校音乐送教公益计划”启动仪式，

23 位志愿者与宁波 11 所乡村小学结对进行送教，为乡村孩

子们送去音乐艺术课程。

四、重视加合力，做好崇善文化宣传

领导重视力推慈善事业发展。第五届“宁波慈善奖”评

选活动于去年 6 月底启动，评出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

捐赠个人奖、捐赠企业奖和志愿服务奖共计 90 个。12 月 11

日，以“善行甬城 德润名都”为主题的第五届“宁波慈善

奖”颁奖活动隆重举行，市委副书记宋越舜致辞，充分肯定

了宁波慈善事业取得的成绩。去年，我会还在《大爱》杂志

上开辟了“十九大精神系列谈”和“党政领导谈慈善”专栏，

围绕慈善组织如何在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

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开展研讨，

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各地党政领导谈慈善，

展示各级党委、政府对慈善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慈善法》。去年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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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奉化召开全市慈善工作会议，全市慈善总会系统 130 余

人再次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陈云金会长作辅导报告。

随着《慈善法》及相关实施细则的陆续出台，我国慈善法制

环境日臻完善。我会密切关注各类配套行政法规和政策文件

的制订出台，安排工作人员编辑整理，借助会议、报纸、杂

志以及新媒体进行宣传,要求全市慈善系统工作人员加强学

习，努力做到依法行善、依规办事，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慈

善观，为我市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评先评优引领社会风尚。去年初，“2017·感动宁波”

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揭晓。“90 岁做寿老人匿名捐款

90 万元”“16000 余人凑足小婷 50 万元医疗费”等十大慈

善新闻事件和人物入选。4 月，2017 年度全国慈善会基层慈

善先进工作者、爱心企业、爱心企业家揭晓，鄞州区慈善总

会原会长朱禹宝、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储吉旺分获殊荣。6 月，第五届宁波市“十大慈善

之星”“十大最具爱心捐赠企业”评选活动结束，公牛集团、

方太厨具、石吉峰、叶建荣等单位和个人登上爱心榜单。10

月底，首届“浙江慈善爱心榜”发布，我市共有 4 人 2 项目

获奖。他们分别是获“十大慈善之星”荣誉称号的茅理翔、

储吉旺，获得“十大杰出义工”的张雪亚、郑世明以及获得

“十大慈善项目”的“造血型”慈善扶贫基地项目和“千户

万灯”残疾人（贫困户）室内照明线路改造项目。另外，在

“优秀慈善微电影展播”活动中，由海曙区慈善总会选送的

《他们的世界需要你》和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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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都获得了入围奖。11 月，在最新的第五届“中国

城市公益慈善指数”中，宁波市综合指数排名全国第八位，

在地级市中全国排名第六、省内第一。在志愿服务单项指数

排名中，宁波市高居全国第四。

围绕 20 周年凝聚合力加强宣传。去年是我会建立 20 周

年，我们利用宁波慈善网、宁波慈善微信公众号、《大爱》

杂志、宁波慈善百家号、腾讯企鹅号、微博等既有宣传阵地

扩大对外宣传。1 至 12 月，宁波慈善网发布各类信息 600 余

条，点击量 22 万次；宁波慈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 130 多篇

文章，有 10.8 万人阅读，稳定粉丝 1.7 万人，比 2017 年增

加 1 倍多。截至 12 月底，《宁波慈善信息》编撰发行 10 期，

约 8 万余字；《大爱》杂志编撰发行了 10 期，约 100 万余

字。我们还积极加强与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主流媒体

合作，形成了立体的慈善宣传网络。我会的微信公众号、官

网已被浙江新闻、澎湃新闻、中国社会组织等新闻单位和知

名公众号关注，很多文章被转载。去年，国家、省、市级新

闻媒体报道的我市各类慈善稿件超过 400 余篇（条），大大

提升了我会的社会知名度。

五、规范加专业，加快慈善工作队伍职业化建设

健全组织网络，加强规范管理。省、市政府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要实现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慈

善组织全覆盖。去年 6 月，我会在东钱湖召开基层慈善组织

建设推进会，统一思想、布置任务，要求市属各分会加强区

域内的基层慈善组织建设，帮助建立村级（社区）慈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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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宁海、象山等地也分别召开基层慈善组织建设现场会、

推进会，典型引领、推广经验。目前，全市累计建立村（社

区）慈善工作站 2855 个，占全市村（社区）总数的 88.89%。

我会进一步加强组织内部管理，对总会章程、慈善项目

管理、慈善信息公开、资金使用以及财务工作制度都进行了

修订，并引入了慈善事务管理系统，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和

透明度。我会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原则，建立起决策、

执行和监督三位一体的慈善组织治理体系，完善内部监督，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真正把慈善事业做成老百姓信任的透明

工程。

增挂慈善联合会牌子，积极履行行业组织职能。2018 年

9 月 5 日，宁波市民政局与我会联合举行了“宁波市慈善联

合会”挂牌仪式，标志着宁波市众多的慈善组织正式拥有了

自己的行业联合组织，揭开了宁波慈善行业发展的新篇章。

我会现已增设行业发展部，配备了精兵强将，联合我市各类

慈善组织在加强行业管理、实行行业监督、促进行业发展、

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慈善组织间的学习交流。去年 4 月，我会组织有关

人员前往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湖州市和桐乡市慈善总会进

行考察，重点就善款募集、机构设置以及如何履行行业组织

职能等问题进行学习交流。省慈善联合总会充分肯定了我会

慈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我会增挂宁波市慈善联合会牌

子的做法予以肯定。5、6 月间，温州市慈善总会、贵州省慈

善协会、南通市慈善总会代表团先后来我会学习考察。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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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慈善实体建设、扶贫基地发展等内容展开交流。8 月底 ,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区分会祝学军会长一行 20 人来访，

参观了颐乐园、华慈医院等慈善实体，并展开交流。8 月、9

月，我会代表团先后赴贵州、延边考察，与贵州省慈善协会、

延边州慈善总会进行交流，促进对口帮扶项目落实。

继续推进慈善工作者队伍职业化建设，提高专业化水

平。我会已经基本搭建起老中青相结合的工作队伍，老同志

把舵领好方向，年轻人担负起更多责任。此外，我会积极引

入慈善专业人才，做好后勤保障、打通发展渠道，建设起了

一支高素质、高能力、高稳定性的工作队伍。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诸

多不足，如慈善工作的信息化建设、慈善工作者队伍建设、

慈善项目的创新设计和推广工作等尚需加强。

2019 年主要工作安排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紧密结合实际，牢记使命、开拓

创新，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19 年，我会将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慈善法》引领慈善工作。继

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贯彻国务院、省政府关于

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精神和我市《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努力将各级政府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

政策、意见落到实处。在《慈善法》的宣传普及中，要更加

注意各类配套实施细则，做好学习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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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结工作经验，做好换届工作。2019 年，我们将集

中力量做好换届准备工作，适时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为我会今后发展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坚持多元发展，壮大慈善实力。做好第二十次“慈

善一日捐”活动，在稳步推进企业冠名基金、小额冠名基金、

小微基金和村级慈善帮扶基金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

平台，加强网络募捐、项目募集。积极开发慈善新资源，探

索慈善信托、股权捐赠等新方式，加强与有资源、有能力、

有意愿的组织和个人合作，共同促进善款募集工作。

四、突出扶贫济困，助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坚持完善

已有的十大救助项目，防止因灾、因病、因残致贫或返贫。

加大对口帮扶力度，做到精准实效。进一步做好扶贫基地的

发展和产业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完成宁波颐康医院的改扩建和宁慈康复医院的申报工作。

五、建设义工服务基地，提升义工品牌。加强慈善义工

的培训、激励和保障工作，拓展、提升已有义工品牌项目内

涵，建设义工服务基地。以项目促上下联动，协调配合，平

衡发展，使义工队伍和服务更加规范化。

六、弘扬慈善文化，提高全社会慈善意识。以慈善法、

慈善典型和慈善救助跟踪报道为核心，做好日常慈善宣传工

作，做好市慈善总会换届宣传工作，开展“宁波慈善爱心榜”

策划实施工作。

七、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加强基层

慈善组织建设。积极履行慈善联合会职能，做好行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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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监督和管理工作。吸纳更多专业人才，完善合理的薪

资体系和发展晋升渠道。加强学习和培训，特别要加强协议

起草、项目管理、业务能力培训，提升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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