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羊城慈善月启动
30余项活动汇聚慈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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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 在第六个中华慈
善日来临之际 ，2021 年第六个
“中华慈善日”活动暨首个“羊城
慈善月 ”在广州正式启动 ，活动
现场发布了广州慈善宣传片，设
立助力乡村振兴慈善基金，启动
红心向党善心为民行动，并公布
了十二项羊城慈善月重点活动，
涵盖公益慈善方方面面。

活动由广东省民政厅、广州
市民政局主办，广州市慈善服务
中心 、广州市慈善会 、广州市公
益慈善联合会等多方承办。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 为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
展 ，今年 6 月出台的 《广州市慈
善促进条例》在 9 月 1 日正式施
行，《条例》规定每年 9 月为羊城
慈善月， 通过形式新颖多样、地
方特色鲜明、群众踊跃参与的慈
善活动， 持续掀起宣传热潮，进
一步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
的作用，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 ，今年的 “羊城慈善
月”， 广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30
多项重点慈善活动， 市区联动，
巩固提升慈善之城创建工作成
效。 近年来，广州这座慈善之城
打造出“人人慈善为人人”，独具
羊城特色的城市慈善发展样本，
这份慈善热潮也将在首个“羊城
慈善月”掀起新高潮。

省市联动为慈善发声
人人慈善为人人

今年，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
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民政厅
联动 21 个地级市民政局、 慈善
会录制视频， 通过线上的形式，
共同启动了第六个“中华慈善
日”活动，通过现场主会场加线
上网络直播方式，为首个“羊城
慈善月”活动宣传造势。

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去年，广州市民政局首次
与广东省民政厅联合开展中华
慈善日启动仪式，对广州市慈善
工作亮点广泛宣传。 今年，省市
联动弘扬慈善文化，更是提升本
次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共同推动
慈善发展，营造了“人人慈善为
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悉，中华慈善日启动仪式
只是一个开始。 此前，民政部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第六个“中
华慈善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并指
出，今年以来，广大爱心企业、慈
善组织、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等慈善力量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投
身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地区发
展，大力支持防汛救灾和疫情防
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民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将开展一
系列慈善活动，推介一批慈善项
目，宣传慈善文化，普及慈善知
识，从慈善宣讲、论坛沙龙，到志
愿服务、慈善募捐，应有尽有。 活
动时间贯穿 9 月，全方位掀起阵
阵慈善热潮， 展示城市温度，希
望更多人通过公益慈善，共创美
好社会。

搭建平台汇聚慈善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公益慈善在乡村振兴方面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年 9 月 5 日是第六个中
华慈善日，以“汇聚慈善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此前，中央

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值得关注的
是，从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农产
品销售渠道拓宽到灌溉水渠等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广州慈善组
织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第六个“中
华慈善日”暨广州市首个“羊城
慈善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慈
善会设立了助力乡村振兴慈善
基金。

活动现场，举行了爱心企业
捐赠仪式。 6 家爱心企业共捐赠
2850 万元。 其中，星河湾集团捐
赠 1000 万元 ， 敏捷集团捐赠
1000 万元， 金域医学集团捐赠
600 万元， 立白集团捐赠 100 万
元， 富力集团捐赠 100 万元，祈
福集团捐赠 50 万元。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 2010 年开展首次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至今（2021 年），广州
市慈善会一直协助举办， 并通过
专场座谈会、企业走访等方式，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捐赠。
截至目前， 广州已通过广东扶贫
济困日活动累计募集款物超过
46 亿元，当地企业不仅多次大手

笔献爱心， 更是深入贫困乡村第
一线搞帮扶，涉及基建、产业、教
育、医疗等方方面面，摸索出属于
自己的一套经验。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之
年。早在 6月，广州市慈善会便围
绕 2021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主题
设立了“善美乡村”项目，鼓励企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组成筹款队
伍，制订帮扶计划并对外募捐，带
动更多人一同助力乡村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慈善基金将
进一步完善公众、企事业单位通
过公益慈善参与乡村振兴的渠
道，通过搭建一个平台，带动更
多人关注乡村，爱心市民要捐款
捐物支持乡村发展，都可以通过
支持基金的方式，成为建设美丽
乡村的一员。 ”广州市慈善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通
过一系列走访活动，撬动社会爱
心资源，兴教育、振产业，促成一
次次美丽乡村的蝶变，“我们相
信，每一份爱心都将给乡村带来
巨大的能量”。

我为群众办实事
慈善认捐温暖千万家

在公益慈善领域，处处都是
为民办实事的阵地，处处都是党
员履职尽责的舞台。

今年的中华慈善日暨羊城
慈善月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慈善
会还举办了“红心向党，善心为
民”行动认捐资助仪式。 围绕“我
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要求，
落实“双微行动”，广州市慈善会
联合广州市 11 个区慈善会现场
认捐“微心愿”共 2600 个，聚焦特
殊困难群体，增强慈善利民惠民
实效。

广州市慈善会负责人透露，
“微心愿·善暖万家” 项目作为广
州市慈善会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主要抓手之一，今
年已为 3584 个困难家庭实现微
心愿，惠及各类困难群体 5965 人
次。 据了解，“微心愿·善暖万家”
项目从 2019 年底开展以来，已为
14158个困难家庭实现微心愿，惠
及各类困难群体 35198人次。

“为确保捐赠人善款落到实
处， 广州市慈善会通过签署协
议、入户征集心愿、心愿申请、资
金划拨、项目宣传反馈等步骤有
序推进项目实施，按规定完成慈
善中国平台项目信息公开，确保
项目公开透明。 ”上述负责人透
露， 认领微心愿是捐赠行为，每
个捐赠者或团体皆可获得捐赠
票据，作为自己的慈善印迹以及
申请相关税收优惠凭证。

此外，广州市慈善会党支部
组织实施了“创善·微创投”———
广州市社区公益微创投项目，资
助了 70 个公益项目解决社区问
题、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
覆盖广州 11 个区， 惠及服务超
过 11 万人次， 其中直接服务
7346 人次， 间接服务 105373 人
次，开展主题探访、社区宣传、社
区活动、 小组服务等活动累计
530 次。目前，广州市社区公益微
创投也迎来了第二届。

此前，广州全市点燃了认领
群众微心愿、社区微项目的爱心
热潮，“我们也希望带动广州市
更多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参
与‘善暖万家·微心愿’以及社区
公益微创投相关系列活动，丰富
困难群体微心愿实现形式及途
径，营造关心关爱困难群体的社
会氛围，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助力
社区治理。 ”该负责人表示。

（据善城广州）

《广州市慈善促进
条例》 规定每年 9 月为
羊城慈善月， 通过形式
新颖多样、 地方特色鲜
明、 群众踊跃参与的慈
善活动， 进一步发挥慈
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 推动新时代慈善事
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