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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幸福感，一直是衡
量广州这座城市发展

程度的重要指标。
1 月 28 日，广州召开的全市

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共享发展成
果、促进共同富裕被视为高质量
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场广州
“开年第一会” 擘画的高质量发
展蓝图中，未来的广州将成为更
加宜业宜居的幸福之城，成为所
有劳动者 、奋斗者 、创造者共同
的美好家园。 围绕这一目标，广
州在大会上提出了推动共同富
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在广州这座“慈善之城”，慈善
捐赠和慈善活动的年增长率均超
过 10%， 慈善信息公开达标率
100%， 全市注册志愿者 469万人，
注册社会工作者突破 3 万人……
实际上，在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路上， 如何优化政策环境，激
活慈善力量，拓宽参与渠道一直是
这座城市探索的议题，并逐渐形成
了属于广州“城市慈善”的经验。

完善政策环境
培育慈善发展良性生态

过去，人们提到慈善，往往
想到乐善好施的善长仁翁、乐于
助人的雷锋精神，以及亲友之间
一对一的互助。 但面对日趋多元
化的社会需求和日益复杂多变
的社会问题，慈善事业也开始不
断朝着组织化、公众化、规范化、
透明化、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需
要有更专业的人回应社会痛点
和需求。 而爱心不再局限于简单
地现金派发， 捐给公益慈善组
织，支持某个公益项目成为更好
的选择。 然而，捐给谁、怎么捐、
如何成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获
得社会的支持，这些都是曾经摆
在眼前的问题。

城市慈善的现代化发展，离
不开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制度环
境的完善。 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
量发展，过去十多年，广州一次
次向“善”突围，培育形成慈善事
业发展的良性生态，进而助力慈
善事业深度参与社会治理、助力
推进共同富裕。 早在 2011 年，广
州通过《广州市募捐条例》，并在
一年后正式实施，提出了适用于
当时的募捐制度，并针对“募捐
工作成本高、多头超募、诺而不
捐、剩余财产处理难”等问题提
出对应办法， 通过开放公募权、
规范募捐信息公开和监督，破除
阻碍慈善募捐发展的制度瓶颈，
走在全国之先。

此后，慈善和公众的边界不
断消融，公益慈善组织如雨后春
笋，而这座有爱的城市也一次次
发起了“全城义剪”“全城义载”
等活动，救急救难，成为情义广
州的生动注脚。 彼时，《广州市募
捐条例》也成为国内其他省市地
方慈善立法的重要参照，并且为
国家慈善立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和借鉴，直到 2016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对慈
善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也
是这时， 广州再次迈开步子，率

先启动慈善领域地方立法。 经历
四年多的立法，《广州市慈善促
进条例》于 2021 年施行。

《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结
合广州实际， 以问题为导向，总
结特色经验，从“促进”这一小切
口入手，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
的措施，其中，包括为发挥慈善
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巩
固提升“慈善之城”创建成效，推
动广州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首次将“创建慈善之城”以立法
的形式确定； 而在慈善激励方
面，也明确提出要加大慈善组织
培育扶持力度，全方位鼓励慈善
活动参与主体；此外，强调建立
相关部门和单位既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又密切配合、加强联动
的工作机制。

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必须
多方联动。在实践中，广州亦设立
了慈善工作联席制度，在市委、市
政府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牵头，会
同 30 个部门建立了慈善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 印发市慈善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规则，由 31 个成员单
位共同研究制定慈善工作规划、
解决制约发展的问题， 加强各成
员单位协同合作， 为全市慈善事
业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激活慈善力量
为慈善发展塑造新动能

在高质量发展的慈善事业
中，公益慈善组织不仅是筹募善
款善物的平台，更是各种社会需
求和社会痛点的回应者。 只有具
备足够数量和体量的公益慈善
组织，一座城市的慈善事业才能
更好地释放来自社会多方的爱
心和善意，并成为这座城市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有效地提
供各类服务和支持。 这时，公益

慈善组织的发展又和筹款环境
息息相关。 为壮大慈善主体，扩
大慈善覆盖面，广州近年来开启
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

2013 年 3 月，广州举办首届
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至 2016
年，已为 1200 多个项目对接善款
12 亿元；2014 年初， 广州启动首
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采
取“政府资助+组织自筹” 的方
式，至今已投入 1.58 亿元，累计
支持了 1201 个公益项目落地。
无论是慈善项目推介会还是公
益创投，均和传统的政府购买服
务项目有所不同———后者由政
府职能部门制定服务内容，而前
者保持了公益慈善组织的独立
性，让公益慈善组织找到现实的
需求和痛点，并通过自身的专业
性制定服务项目，而后政府职能
部门认可，便为其对接资源。

这一模式颇具创新， 后来，
被总结为“政府搭台、慈善组织
运作、社会参与”。 在这片土地，
慈善事业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公
益慈善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之
间的关系更像“伙伴”，而非“伙
计”；同时，慈善服务与基本公共
服务也在这个过程中有效衔接
起来。 与此同时，广州也在加强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建设，对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
登记，并搭建了“广益联募”全国
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
平台，迄今累计发布慈善项目逾
1000 个， 筹集善款超 5 亿元，帮
助公益慈善组织找到了更广阔
的舞台。

但慈善事业要发展，不仅要
有钱，也要有专业人才。

作为现代慈善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创新探索较为活跃的
城市之一，近年来，广州也一直
把慈善人才培养置于重要位置，

仅 2022 年便通过一系列培训课
程以及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慈善
事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广州市
公益慈善联合会、广州市善城社
区公益基金会、广州公益慈善书
院等多个公益慈善组织开展了
包括社区、环保、慈善理念等方
面课程，进一步夯实创建“慈善
之城”人才基础，而这些课程无
不体现了广州着眼于探索构建
多元化人才培养支持体系，逐渐
从短期培训转向了关注人才长
期培育支持和行业人才队伍整
体建设的特点。

也正是得益于此， 近年来，
“羊城慈善为民行动”、王颂汤、星
河湾集团等多个慈善项目、 人物
和企业获得“中华慈善奖”“中华
慈善品牌项目”等全国奖项，慈善
服务精准务实。其中，致力于困难
大病患者救助与服务的珠珠医疗
慈善救助平台，自启动以来，共为
2.89 万余人次困难患者提供了包
括咨询、链接资源、心理咨询、医
院服务等各类服务； 广州连续 13
年以“广东扶贫济困日”“羊城慈
善为民”行动等为抓手，对接慈善
款物近 50亿元。

培育慈善文化
人人慈善为人人

提升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
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
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 在广州
这座超 188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
人们素有“乐善好施”的传统，传
递着浓浓人情味，为慈善事业的
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如何
引导人们从传统单一的助人为
乐或物资派发向现代慈善理念
转型，也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

为推动慈善成为每个人，乃
至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广州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正式
出台的 4 个月后，也就是 2016 年

7 月，按照“政府搭台、社会运作、
公众参与、全民共享”的理念，组
织开展“羊城慈善为民”系列活
动，带动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参
与和支持慈善事业，2017 年，提
出要深化“羊城慈善为民”行动，
创建全国“慈善之城”，率先将慈
善纳入城市发展战略， 把创建

“慈善之城” 写进党委和政府工
作报告。 与此同时，线上线下各
类慈善场景正融入市民生活中。

不少市民可以在广州的民
俗、 体育赛事以及公共空间看到
慈善元素。 在北京街，广州成为国
内首个将大型商业步行街打造成

“慈善一条街”的城市；在西湖花
市， 广州在过年传统民俗“行花
街”中增加慈善摊位；在广州塔垂
直登高赛上， 筹集慈善款项成为
了活动内容的一部分；每年 99 公
益日期间， 各类公益慈善项目介
绍更是登上公交站台……此外，
广州还在 1010 个商业广场、图书
馆、连锁门店、游客中心等区域
设置慈善空间，增加群众生活场
景中的慈善元素。 不仅仅是让市
民感受到慈善的存在。

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市民
更是通过社区，深入了解现代慈
善， 并深度参与慈善事业。 2019
年 4 月 30 日，广州印发《广州市
实施“社工+慈善” 战略工作方
案》， 截至目前已鼓励支持全市
设立社区慈善基金 530 个，社区
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实现镇
（街）100%全覆盖，社区街坊守望
相助，随手行善，便能帮困难邻
里实现一个微心愿，或是为老人
建立一把扶手，甚至在社区建立
一家困境群体就业帮扶基地，授
人以渔，助人自立；在一些社区，
由街坊组成的志愿者为社区慈
善项目筹款募捐成为了常态。

如今， 慈善已逐渐成为越来
越多公众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
式，但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仍
需社会多方更多支持。从 2019年
开始， 广州连续三年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社会责任影响力暨公益慈
善盛典，发布各项年度报告，全景
展示了大湾区慈善的力量。

在首届慈善盛典上，广东省
慈善总会和广州等 9 个大湾区
城市慈善会共同发起“粤港澳大
湾区慈善发展合作倡议”， 从六
大方面合作发展。 而 2022 年初
举办第三届慈善盛典继续在大
湾区各城市的联合下举行，以

“汇聚湾区善举，助力共同富裕”
为主题，探讨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的角色。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责任影响力
暨公益慈善盛典已成功举办到
第三届，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
责任与公益慈善领域，最具标志
性的年度盛事之一。

目前，广州已成立了全国首
个慈善城市发展研究基地，为全
国城市慈善事业提供理论支撑、
政策参考和实践指导。 基地成立
以来， 广州携手 23 个城市共同
推动建立研究基地运作机制，希
望打造成面向全国的慈善城市
交流平台。 （据善城广州）

广州慈善持续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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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责
任影响力暨公益慈善盛典
在广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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