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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0）》发布

深圳注册志愿者平均年龄为 31 岁

从“志愿者之城”1.0 到 3.0

深圳是我国内地志愿服务
发源地之一， 作为经济特区，其
独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孕
育了国内最早的志愿服务事业。
自 1989 年以来， 从一部热线电
话开始到系统性建设“志愿者之
城”3.0，深圳志愿服务经历了初
创发展、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发
展、跨越式发展和质量发展五个
阶段。

尤其是在深圳志愿服务事
业依托“志愿之城”建设进入快
速发 展 阶 段的 2011 年 底 至
2017 年，深圳“志愿者之城”建
设实现了从 1.0 向 2.0 跨越式发
展，多终端的智慧型“志愿者之
城”信息化体系正式形成，注册
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发展速
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2017 年 7
月 15 日， 第二届深圳原创之声
的首场活动———探索“志愿者之
城”3.0 拉开帷幕。之后，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活跃在深圳各行
各业。

可以说，“志愿者之城”1.0
阶段的特征是志愿服务的社会
化、项目化、活动型，其经验是闯

出了社会动员的“深圳模式”，并
通过提供社会服务的形式，使志
愿服务被社会广泛接受并得到
普及。

“志愿者之城”2.0 阶段的特
征是志愿服务的制度化、 岗位
化、信息化，通过成功总结志愿
服务 U 站的岗位化服务模式，
推动 U 站的连锁品牌运作；打
造“志愿深圳”信息平台，形成线
上线下志愿服务发展格局。

当前，深圳正推动“志愿者
之城”建设进人 3.0 阶段，即以
制度化、专业化为引领，推动志
愿服务从提供社会服务向参与
社会治理、 凝聚社会共识跨越，
发挥志愿服务在参与社会治理、
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共同参
与。 志愿服务具有参与广泛性、行
为利他性和方式灵活性等特点，
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

拥有注册志愿者 186 万人

“有困难找义工，有时间做
义工”“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
做志愿者”是在来深建设者中广
为流传的两句口号，“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的志愿服务理念也入
选“深圳十大观念”。经过三十多
年的发展，志愿服务理念已经融
入城市精神文明内核， 深入人
心，志愿服务成为新时代美好生
活风尚，蔚然成风。

据蓝皮书统计，在深圳志愿
服务事业发展的 30 年里， 深圳

注册志愿者人数不断增加、注册
率持续上升， 服务时数增加，服
务次数显著增多。 截至 2019 年
底，深圳拥有注册志愿者 186 万
人，平均年龄为 31 岁，累计提供
服务时数 6889 万小时， 发布活
动 97 万次，有 2321.7 万人次的
志愿者报名参与服务。

深圳注册志愿者的年服务
次数和年服务时数整体保持上
升趋势。截至 2019 年底，深圳注
册 志 愿 者 累 计 服 务 次 数 为
1545.26 万次， 累计服务时数为
7584.07 万小时， 志愿者人均年
服务次数由 2013 年的 0.99 次
增加到 2019 年的 3.02 次。

“志愿深圳”信息平台的数
据显示，深圳志愿者的性别构成
在近年来逐渐趋向平衡，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新增志愿
者的性别比分别为 103：100、
99：100 和 68：100， 近年新增志
愿者以女性居多。

从受访志愿者参与志愿服
务的频率来看，约半数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无固定的时间和日
期，说明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需根
据个人生活和工作时间安排，志
愿服务活动安排需要较为灵活。
另外，约半数志愿者有固定参与
频率，其中平均每月 1 次以下者
占 24.38%，每月 1 次及以上者占
26.46%，由此可见，深圳志愿者
活跃度、队伍稳定程度均较高。

深圳市义工联工作资料显
示，深圳平均每天有 562 个服务
岗位提供常态化志愿服务，包括
全市 34 个窗口行业、 民生服务

领域及 149 个志愿服务 U 站，
其中，城市 U 站 62 个、特色 U
站 87 个。 保持每天在线可供市
民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达 1200
项，每天有超过 7 万人次的市民
点击报名参与志愿服务和了解
志愿资讯，2019 年全年覆盖人
群超过 960 万人次。

环境保护类项目最受欢迎

在社会服务日趋专业化的
背景下，志愿服务也开始了项目
化管理，深圳志愿服务活动以项
目形式开展的越来越多。

蓝皮书指出， 截至 2020 年
6 月，“志愿深圳”信息平台共发
布 118 万多个志愿服务项目，包
括交通治安类项目 173267 个、
防疫志愿服务项目 71518 个、环
境保护类项目 70353 个、文体科
教类项目 64508 个、专业技能类
项目 59788 个、帮困助弱类项目
25018 个 、 大型活动类项目
23738 个。

调查显示，志愿者主要参加
的项目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类（占
42.23%）、 交 通 治 安 类 （占
39.45%）、大型活动（占 35.06%）。
市民最愿意参加的三类志愿服
务 项 目 是 环 境 保 护 （占
50.85%）、帮困助弱（占 34.39%）、
志愿抗疫（占 29.83%），希望在
助力脱贫攻坚事业、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保护生态环境等急迫的
现实需求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深圳提出建设“志愿者之
城”后，志愿服务项目运作和管
理更加规范，有些项目还因创新
性、可复制性、社会影响力大等
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 例如深
圳市儿童医院的门急诊志愿服
务项目就在 2016 年荣获“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
进典型之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荣
誉称号；深圳市地铁义工联合会
建立的“最后一公里，出行无障
碍”平台项目，荣获国家级志愿
服务大赛金奖、 省级示范项目、
市级“百佳市民满意项目”奖等。

志愿服务+特色模式

近年来，深圳持续推动志愿
服务从社会服务到社会治理全
面转型，探索出志愿服务与水环
境治理、食品安全监管等领域相
结合的新模式，不仅加快了政府
职能转移， 也激活了社会力量，
充分展示了志愿服务在社会治
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志愿服务建设一直是
深圳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深圳不少高校提出建设

“志愿者之校” 并建立了系统性
的工作方案，高校大学生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并成为高校生活新
风尚。

推动志愿服务社区化是推
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最有效、最
直接、 最可持续的途径与手段。
社区志愿服务在深圳发展较早，

目前已全面覆盖深圳所有社区，
“党建+志愿者”成为社区标配，
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治理的
各个领域，工作机制与分类指引
日趋完善。

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建设的历史机遇下，深圳正持
续以推动志愿服务社区化为抓
手， 逐步完善岗位开发机制、招
募培训机制、长效激励机制和监
督评估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从提
供社会服务向参与社会治理、凝
聚社会共识跨越，促使志愿服务
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现代
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志愿服务是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深圳良好
的志愿服务文化和浓厚的慈善
发展氛围促使企业积极参与公
益事业。各领域志愿服务蓬勃发
展， 积极为深圳“志愿者之城”
3.0 建设贡献力量。

迈向“国际志愿者之城”

蓝皮书提出，作为经济特区
和粵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
志愿服务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加
强深圳志愿服务的对外交流合
作，不仅可以学习先进的国际经
验和服务案例，还可以输出深圳
的志愿服务资源和优势，形成志
愿服务交流的良性循环。

蓝皮书对加强深圳志愿服
务对外交流合作方面提出了四
点意见。

首先，建议统筹制定深圳市
志愿服务国际化的工作规划。根
据深圳志愿服务的发展阶段及
国际趋势研究设计区域合作方
案与国际化战略思路，并制定具
体实施步骤和时间表。

其次，加强志愿服务的国际
化研究。 举办“志愿服务国际论
坛”， 并邀请国内外志愿服务专
家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定期在深
圳举办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吸收
和借鉴国内外的发展经验。

再次，加大与其他地区和国
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力度，支持
志愿者开展跨区域的服务项目。
加强与港澳地区的深度合作，引
进更多国际志愿服务组织来深
交流，带动更多深圳志愿服务组
织“走出去”。把志愿服务交流列
入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内容，鼓
励志愿服务组织参与“中国青年
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 国际自
然灾害教授救助等国际志愿服
务，定期选派优秀志愿者到不同
国家和地区服务学习。

最后，在深圳加强国际化社
区志愿服务 U 站建设。 引导外
籍人士加入所在社区的志愿者
队伍，支持在 8 个国际化典型社
区建设国际特色志愿服务 U
站。 综上所述，通过“引进来”与

“走出去”的对外交流合作机制，
真正提高志愿服务的国际化水
平，深圳在未来有机会迈向“国
际志愿者之城”。 （张熙/整理）

� �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 窗 口 和 经 济 特

区，更是中国社会改革和慈善
事业发展的试验区。 其在志愿
服务领域， 一直积极创新，先
行先试，保持全国志愿服务工
作的排头兵地位。 深圳诞生了
国内第一个法人志愿者组织、
第一个‘义工服务市长奖’、第
一张电子义工证等。 深圳的志
愿者从最初的不足 20 人发展
到 2019 年的 186 万人； 深圳
‘志愿者之城’ 建设也进人了
一个新的阶段。

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联合主
编的 《深圳志愿服务发展报
告 （2020）》（以下简称蓝皮
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
的， 恰逢其时地总结了深圳
志愿服务 30 年的发展。

全书由总报告、分报告、
案例报告和附录四部分组
成， 总报告回顾了深圳志愿
服务发展的历史进程， 分析
了深圳志愿服务发展的现
状、发展特色和发展趋势，全
面凝练深圳 30 年的志愿服
务事业发展实践， 对构建符
合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
服务新格局有着深远影响。

蓝皮书显示， 截至 2019
年底， 深圳拥有注册志愿者
186万人， 平均年龄为 31 岁。
志愿者人均年服务次数由
2013 年的 0.99 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3.02 次。 截至 2020 年 6
月，‘志愿深圳’信息平台共发
布 118万多个志愿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