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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志愿服务现状 

• 广州是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起步最早城市之一。

1987年“广州中学生心声热线”开通，10多名青少

年工作者以志愿服务形式，提供热线咨询及相关服

务，这被认为是“全国志愿服务的雏形”。 

• 经过30年来的发展，广州志愿服务工作成效显

著。截止至2017年3月，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为

137.9万，注册志愿服务组织总数为10060个，涌现

出钟南山、赵广军、李森等一批志愿者先进典范。 



自主探索阶段 

1987年“广州中学生心声
热线”诞生起，尝试将志
愿服务与社会道德文明建
设相结合，以组织动员、
团体发动为主。 

1987—1992年 

组织推动阶段 

成立了广州青年志愿者协
会，开展以文明交通、整
治脏乱、环保植树、三下
乡等内容为主的志愿服务
工作。 

1993—2000年 

多元发展阶段 
2001年，联合国将该年确
定为“国际志愿者年”，
广州志愿服务进入了多元
发展阶段，初步建立了具
有广州特色的志愿服务工
作体系。 

2001—2006年 

整体提升阶段 
2007年确定为“广州志愿
服务年”，并用3年时间逐
步推动志愿服务事业整体
提升。圆满完成了2010年
广州亚运会赛会各项志愿
服务任务。 

2007—2010年 

全民行动阶段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
广州志愿服务事业的意
见》，推动“志愿驿站”
等的常态运行，开发“志
愿时”综合管理系统提升
志愿服务信息化水平。 

2011年后 

（一）广州志愿服务发展历程 



专业志愿服务组织类型 

专门服务特殊领域的
志愿组织，如助残志
愿组织、农村助学志
愿服务组织 

由专业人员组织的志
愿组织，如医疗志愿
组织、律师志愿组织 

（二）广州志愿服务发展现状 

1.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现状： 

        2017年统计数据，全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总数为
10060个。  广州志愿服务组织的规模和类型不断发展壮大，
专业志愿服务组织越来越多： 



    2.志愿者发展现状： 

        2017年统计数据，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为137.9万。

人均服务时间超过16小时，建立志愿服务队伍1.6万多支，

推动组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员志愿服务总队（支队、大

队、队和分队）4364支，有66万多社区义工，近6000支

社区义工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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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文明、卫生 

特殊人群提供专
业服务 

慈善募捐 

 

大型的社会活动 

为弱势群体提供
的社区志愿服务 

志愿者提
供的主要
服务内容 

主要服务对象：主要包括长者、儿童、残障人士、青
少年以及公众人士等 

 



    3.志愿服务文化现状： 

志愿礼：通过标准化、规范化

的礼仪动作，作为广州志愿者

专属的标志性礼节。 

 

志愿服务口号：一起来更精彩！ 



    4.志愿服务阵地现状： 

把社区作为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的主要场所，志
愿服务站点“背靠社区，面向街头”。 01 

以150间志愿驿站、179个康园工疗站、168个家
庭综合服务中心为支撑。 

构建社区全覆盖的志愿服务网络，志愿者“上街、入
户、进门”，深入居民院落、沿街铺面、企业厂区和
商务楼宇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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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就近便利提供了常态化的平台和载体，提供
了门店式志愿服务阵地。 

02 

04 



举办“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广州国际马拉松赛”、“广州（中
国）金钟奖”、“迎春花市”、“横渡珠江”、“财富论坛”等大型
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特色鲜明、影响力大的志
愿服务品牌。 

借大型项目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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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开展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网络文明、“12.5
国际志愿者日”等公共文明引导活动，使志愿服务与市民生活
休戚与共。并针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残疾人等特
殊人群，提供全方位志愿服务。 
 

凭常态项目固品牌 

02 

将150家志愿驿站打造成城市形象的推广中心、政府服务的便民窗口、

市民献爱心的集散平台、青年社会参与的实践基地。“街头便利店，
爱心大舞台”的志愿服务项目，夺得了2014年全国青少年创意项目大
赛金奖，运营经验先后被18个省、30多个城市学习借鉴。 

 

靠创新项目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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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志愿服务品牌现状： 



二、广州志愿服务特点 

1.推动成立全市统筹机构 
       

建立了由广州市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指导委员会统
筹协调，市文明委、共青团广州市委牵头，广州市志
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广州市义工联、广州市志愿者联
合会、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广州市羊
城志愿服务基金会、广州志愿者学院等专业机构支持
的工作体系。 

 

（一）建立完整的组织架构，保障志愿服务常态运作 



       2.推动成立广州市羊城志愿服务基金会 

       

       2009年，注册成立了羊基会，旨在吸引、凝聚

社会资源，为全市各领域志愿服务项目实施、团队

运作提供保障。2009年至2015年，每年市财政拨款

投入500万元；2016年为470万元；2017年为400万

元。用于羊基会运作及志愿服务项目资助。 
 



        

3.志愿服务交流会从广州推广到全国 

    

   2011年开始，今年是第六届，此前一年一届，今

年开始两年一届。 

       

        



4.推动成立广州志愿者学院 

2010年，依托广州市团校筹建全国首家志愿者

学院——广州志愿者学院，负责培训师资招募、培训

课程体系建设、培训教材编订等工作。目前，学院已

经完成10多项志愿服务研究课题，以本校师资、社会

化培训以及客座教授等形式组建师资队伍约400余人

，培训志愿者超过100万人次。 



推动人大立法： 

2008年9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州

市志愿服务条例》，并于2009年3月5日正式实施。 

01 

02 

出台工作政策： 

2011年12月，市委、市政府印发了《中共广州市

委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广州志愿服务

事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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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制度规范： 

2013年，先后推动出台了2项全市性制度文件，如《广州志

愿者服务时间登记管理办法》、《广州市志愿者培训工作

实施办法》等，进一步规范志愿服务工作。目前，团市委

正在联合市文明办推动出台《广州市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的实施实施意见》、《广州市志愿服务激励办法》。 

 

（二）出台系列法规政策，推动志愿服务 

           规范发展 



依托“康园工疗
站”推动助残志
愿服务专业化 

通过助残志愿服务队伍来辅助工疗站学员

学习生活技能，尽快融入社会生活。 

依托“志愿驿
站”推动社区
志愿服务发展 

“志愿驿站”建设于广州亚运会时期，其前身

是“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城市志愿服务站”，

目前全市保留150间志愿驿站 

依托“青年地带”
探索“社工+志愿
者”工作模式 

“青年地带”项目，目前已建成了23个服务站，覆盖全

市11个区，13个社工机构以“社工+志愿者”服务模式

在各站点开展服务，服务站着力为6至25岁重点青少年

群体提供服务，包括：以教育引导为主开展青少年法制

教育等超前预防工作；以管理服务为主扎实开展“五类

重点青少年群体” 临界预防工作；以矫正帮扶为主大

力促进涉案青少年再犯罪预防工作等。 

（三）建设志愿服务阵地，打造志愿服务城市名片 
 



（四）打造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志愿服务工作力量 

1.推动各单位组建单位志愿服务队。 

2.联合各行业共建行业志愿服务队。 

以各行业专业力量为主导，广泛吸纳社会公

众加入行业专业志愿服务队，目前已经建立全市

性的行业志愿者队伍20余支。如防震减灾志愿服

务队，消防志愿服务队，医疗志愿服务队。 

3.统筹各区建立社区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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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城市发展，推动公共文明。 

03 

服务大型活动，展示城市形象。 

参与亚运会、春运、迎春花市、马拉

松、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等全市大型活动志愿服务。 

 

   立足城市发展，推动公共文明。 

（五）策划志愿服务项目，丰富志愿服务开展形式 



4.聚焦重点人群，帮扶弱势群体。 

 

一是聚焦青少年群体，开展“金不换工程”、

“扶孤助学工程” 、“赵广军生命热线”、“禁毒
志愿计划”等项目，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帮扶特殊

青少年。 

 

二是聚焦残障人士群体，开展“阳光助残”、

“展耀课堂”、“心聆感影”等助残类项目，为残障

人士提供生活辅助、心理健康、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志
愿服务。截至2017年3月底，全市共有61510名志愿

者、288个助残青年志愿者组织参与助残“阳光行动

”结对，共结对18086名残疾青少年。 
 



三是聚焦其他弱势群体。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

开展“春运直通车”项目，推出汽车、火车购票优惠

，2016年开通爱心专列3趟、前往省内外13条线路的

“爱心大巴专车”16辆，免费服务4200余人返乡过年

；围绕老年人实际需要开展各类为老志愿服务活动，

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下属松柏服务总队定期为敬老院

、空巢、困难长者提供困难救助、亲情陪伴、节日关

怀等服务，累计发动志愿者4.9万人（次），结对帮扶

老人5790多人。 



  一是组织广州志愿者远赴海外开展语言文化、医疗、工程技

术等志愿服务，如中国青年志愿者援助塞舌尔项目。2017年是广

州开展援塞志愿服务第十周年，广州作为全国首个独立承接中国

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的副省级城市，2007年、2008年、2012

年、2014年和2017年，先后分别派出10名、12名、18名、15名

和13名共计68名志愿者赴塞舌尔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今年

第八批援塞志愿者招募规模扩大，预计共招募12个岗位21名志愿

者，为广州历届援塞志愿者招募人数之最，除了医生、钢琴教师

、体操教练、网络工程师、电力分配工程师等常规岗位，今年还

新增了如海岸工程师、食品加工师、建筑工程师等岗位。 
 

 

5.承接海外项目，开展对外交流。 



二是在推动广州志愿服务发展进程中，注

重开展志愿服务专业机构间的对外交流活动

，如2015年，由团市委主办、广州志愿者学

院承办的以“志愿服务——多元模式与经验共

享”为主题的第五届“穗台青年论坛”；广州

青年志愿者协会母乳爱志愿服务队，自2015

年起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广州推广“母爱

10平方”公益项目。 



志愿者的管理和调配 

在志愿服务人员管理上进行了统一管理。集中收集志愿者的相关讯息，详细
的记录每一个志愿者所有的能力，依托先进的通讯网络，即使的分配志愿服
务活动，让每一位志愿者都能参与到最适合的志愿活动，发挥出最大的贡献。 

完善相关法律对志愿服务的保障 

在鼓励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也积极的出台相应的政
策条例，来规范志愿者的行为以及活动的尺度和范围，并积极的收集和总结志
愿服务中的经验，推动志愿服务立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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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志愿服务的奖励机制 

通过对志愿者服务打分的方式来对志愿者进行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上的评估，
并根据评分给予志愿者一定的就业、求学、医疗等方面的优惠，一方面可以
有效的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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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州志愿服务展望 

1、加强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实现志愿服务时时可为 

进一步优化“志愿时”系

统，构建贯穿志愿服务统

筹、管理、执行、培育、

维系、保障、评估等全流

程的智慧型志愿服务“云

系统” 

实现志愿服务人人可为 

在全市各单位、各行业和各街

道(乡镇)社区(村)都建立常态

化的志愿服务队伍 

D C 

A 

实现志愿服务处处可为 

立足民生需要和城市发展

需要广泛设置常态化志愿

服务岗位，比如城市日常

管理日常服务岗。 

实现志愿服务精神无处不在 

强化志愿服务的文化价值引领，

建立统一的志愿服务标识体系、

完备的志愿服务激励体系等方面，

推动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志愿之

城”的浓厚氛围 

B 

2.建设志愿服务之城，使志愿服

务成为市民的生活方式 



   3.志愿服务组织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全市志愿服务队超1.6万支、受培训人次逾百万，广

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共有直属总队27支，覆盖了环境保护

、安全教育、社区关爱、助老扶弱、文明交通、山区助学

、残障关怀等多个领域，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分别成

立了专门的救助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伍专业化程度不

断提高，细分领域持续增多。 

一些草根志愿服务组织注册登记，转型为社会组织

，继续参与志愿服务。 



4.志愿服务运作项目化 

•   从2011年起，广州借鉴市场经济领域的成功

经验，在全国首创“志愿服务广州交流会”品

牌，有效破解了志愿服务项目、组织和资源科

学配置的难题，搭建了公开、透明、高效的志

愿服务项目展示、交流和对接平台。迄今为止

，志交会已连续举办了6届，共筹集社会资金超

过4500万元，资助优秀志愿服务项目近2000个

，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在多元化发展中不断传承

和创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