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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各族群众要一起努力，志愿者要充分发挥作用，谢谢你们的努力和贡献。

——2020 年 6 月，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

本文来源于新华社客户端





一、制定《志愿服务记录
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
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有哪些？



三、志愿者参与哪些活动
会有志愿服务记录？  

四、哪些组织可以开展
志愿服务记录工作？

六、如何记录志愿服务
信息？

七、志愿者如何获取
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八、在确保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的真实性和公信力方
面《办法》作了哪些规定？ 

五、志愿服务记录记什么？





二、完善了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组织相关规定

一、完善了总则相关规定

二、完善了志愿者和志愿
服务组织相关规定



四、完善了促进措施相关
规定

五、完善了法律责任相关
规定





历时一年，凝聚多位理论
专家和实务工作者智慧

亮点纷呈，全面展示社区
志愿服务“广州经验”

展望“十四五”，
多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开出良方”



二、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蔡静诚
广州社区志愿服务要加强服务能

力建设和组织情感建设，把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精神扎根于志愿者

内心，同时融入当下社区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

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中，与创新市域

治理的新要求进一步共融共促。

三、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

小军

以广深“双城联动”为着力点，

助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共同

探索志愿服务有效介入超大型城市社

会治理的发展路径，走出超大型城市

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彰显志愿服务新

价值。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机

制建设，一是建立协调机制，发挥各

地枢纽型志愿服务组织作用，构建多样化的大湾区志愿服务交流、学习与合作网络；二是建立项目机制，聚焦

大湾区关键社会需求，联合发起具有“湾区特色”的志愿服务项目；三是建立资源机制，探索政府补助、基金

会资助、社会多元捐赠相结合的志愿服务资源供给模式；四是建立人才机制，探索多地共育的志愿服务人才培

养机制，创新大湾区志愿服务模式；五是建立信息机制，发挥志愿者信息管理平台作用，探索推动大湾区志愿

服务信息互联互通。

一、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市志愿者协

会会长李森

党员志愿者一直是志愿服务的先

锋队和主力军，“十四五”期间，广

州市社区志愿服务要坚持党建引领，

继续发挥党员志愿者队伍稳定、动员

能力和执行能力强的优势。



四、市志愿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州市法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吴治平

要积极发挥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

中的作用，大力培育社区志愿服务队

伍和社区志愿者。积极培育志愿服务

精神，加强社区志愿者赋能，提升社

区志愿者的社区治理能力；大力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设立多样

化的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搭建志愿服务参与平台，畅通志愿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培育社区志愿者

的慈善文化，推动社区志愿者反哺社会、贡献社会。











十大项目志愿服务启动，
掀起全城志愿服务热潮



十大领域志愿服务
发布内容







广州市民政领域直属
志愿服务队伍成立，聚焦
特殊困难群体服务需求



广州市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总队
正式成立

3 月 2 日，在 3 月 5 日“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广州市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总队正式成立。广州市社

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广州市社会组织志愿服务总队长焦杨表示，总队将结合各专业社会组织的优势，下设

多个专业领域志愿服务分队开展以点单式提出服务要求，以组团式开展志愿服务的新模式，针对不同人群，

提供多元服务，针对特殊群体提供专业有效的服务，针对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服务。

广州市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380 万



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疫情防控期间帮助 473 人次
困境儿童及家庭

市志愿者协会：
培育百支“初老”志愿服务
队伍

市妇女志愿者协会：
为单亲困境母亲提供全方位
支持



天河启智：
为非属地户籍困难人员提供
自力更新途径

赵广军生命热线：
开展心理援助志愿服务

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
以文艺润泽民生

和众泽益：
通过直播慕课等方式赋能







二是加强体系建设，
社区志愿服务日益规范化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
社区志愿服务作用日益凸显

三是聚焦群众关切，
社区志愿服务日益常态化



五、着力提质培优，
社区志愿服务日益专业化四是注重科技支撑，

社区志愿服务日益智能化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全市各志愿服务组织、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社区志愿者
开展“爱党·爱国·爱家”为主题的社区志愿服务行动，用实际行动表白祖国，旗帜鲜明践行
志愿服务精神



1 广州市志愿服务组织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2 广州市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助
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3 广州市多部门出台志愿服务
相关政策文件



4 广州“公益慈善 + 社会工作
+ 志愿服务”融合发展，织
密织牢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
障志愿服务网

5 广州市发布首部广州市社区
志愿服务发展行业性报告

7 广州市社区志愿服务力量助
推城市基层治理

9 广州市首次举办五城“时间
银行”研讨会

6 广州社区志愿力量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创佳绩

8 广州市大力倡导“初老服务
老老”社区互助养老志愿服
务模式



2020 年 7 月，2019 年 度 全

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暨百名

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名单公示，广

州 入 选 4 项 荣 誉。 其 中， 广 州 青

年志愿者协会入选最佳志愿服务组

织；市志愿者协会、广东省金秋慈

善基金会“金秋送暖 义心传城”

志愿服务大行动入选最佳志愿服务

10 广州市多个志愿服务组织、
个 人 及 项 目 荣 获 国 家、 省
市表彰

项目；花都区秀全街道花港社区入

选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徐永昊入选

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10 月，市

志愿者协会、广州市天河区启智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 2017-2019 年 度“ 广 州 市 最 佳

志愿服务组织”，市志愿者协会常

务副会长郑子殷和理事莫明聪荣获

2017-2019 年 度“ 广 州 市 最 美 志

愿者”称号。



发布活动数量 发布培训数量 志愿者数量 服务时数



发布活动数量 发布培训数量 志愿者数量 服务时数



新增 11663 名“初老服务老老”志愿者注册用户

新增 376 支“初老服务老老”志愿服务团队注册用户

开展 2165 场助老服务

组织 20130 人次参与志愿服务

服务 114748 人次社区困境长者

2020 年儿童服务

开展儿童服务
251 场

参与志愿服务
2268 人次

覆盖服务对象
21712 人次



2020 年困难群体帮扶服务

2020 年其他便民服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李锦记（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李锦记（广州）食品有限公司

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西城支行）

广州市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总队办公室（广州市文化馆）

广州李现爱心粉丝团体

（按提供礼遇时间排序）



2020“时间银行”最榜单

越秀区 开展志愿活动数量最多行政区

公共文明实践 最受志愿者欢迎的服务领域（参与志愿者人次最多服务领域）

助老服务 志愿者需求最多的服务领域（活动量最多服务领域）

公共文明实践 服务人次最多服务领域

3 岁：1.9 小时 最年轻志愿者时数

91 岁：13.3 小时 最年长志愿者时数

陈艳霞：累计服务时数 1664 小时 最活跃志愿者

9 月：45941.9 小时 最温暖月份（服务时数最多月份）

海珠区 注册志愿团队数量最多行政区

天河区 注册志愿者数量最多行政区





（三）广东实验中学圆点公益志愿服务队

成立于 2017 年，由广东实验中学初

中部 2016 级 2 班志愿者联盟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是学生、家长、教师共同参与的

公 益 组 织。 成 立 至 今 3 年 多 来， 立 足 校

园，服务社会，不断拓宽活动平台，带领

同学们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外志愿服务

活动。目前服务队已覆盖初中三个年级，

被广东实验中学评为“感动省实 2018 年

度特别奖”，并获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授

予“携手同行爱心奖”。



“如愿行动”众扶互助平台

社区健康护行通 -- 中医护理志愿服务项目



“金秋送暖 义心传城 齐心防疫护耆康”2020 年志愿服务大行动

“聚微光·汇大爱”益起圆梦微心愿服务项目



微视角·最行动 -- 五山街社区微治理项目















































助老服务网全铺开，
“初老为老老”出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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