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⒉)15年工作总结

及 2o16年工作要点

在 2015年 ,广 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下称基金会 )在省、

市残联的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

以及社会的监督下,本着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

人服务的宗旨,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大力宣传残疾人事业,积极开展各项慈善公益活

动,为 残疾人小康进程提供有效的推动力。今年基金会为残疾人

福利事业共筹得人民币募集捐款约 184万元,物 资约 l。 3万件(价

值 40万元 )。 用于残疾人康复、教育、宣传、福利等方面约 272

万元。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情况

(一 )认真做好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慰问工作,让残

疾人切实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温暖。

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基金会配合市残联做好节前慰

问工作,落实
“
双到

”
扶贫工作。2θ 15年 国庆、中秋双节来临

之际,得到旺旺集团的大力支持捐赠食品慰问广州市贫困残疾

人、双到扶贫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在 2015年 及 2016年元旦、春

节期间,购 买 400份物资慰问我市贫困残疾人家庭、双到扶贫村

贫困残疾人家庭及残疾丿、专门协会困难家庭。。

(二 )举办大型募捐活动。



在 5月 “
全国助残日”

期间,在全市开展
“
集善广州 情系

残疾人”
助残募捐活动,为 “

追梦天使
”、“

天使心”、扶助农村

贫困残疾人家庭、广州市残疾人专门协会、残疾人杂志 《广州 D

视角》、残疾人应急救助等 6个助残项目募集善款。为倡议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基金会向各企事业单位、驻穗部队、社

会组织等派发募捐信函约 24,00o份 。同时,开展一系列的宣传

活动:在 5月 31日 ,与广州日报广爱基金联合主办以
“
特殊人

群关爱
”

为主题的 2015年广爱社区公益节首场活动;以 “
追梦

天使
”
项目为切入点,组 织南方日报、广州日报记者采访追梦天

使艺术团成员,了 解这群特殊孩子的状况,传播他们热爱生命与

艺术的正能量,两报以持续关注形式刊发相关报道,共计 15篇 。

本次活动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关注。

(三 )“追梦天使
”
项目获多项殊荣。

基金会与追梦天使艺术团共同设立的
“
追梦天使

”
项目是今

年的重点项目。旨在为爱好艺术的残障青少年打造一个开放的艺

术表演、交流、培训的平台。该项目参加了首届广州市福彩公益

慈善项目大赛,荣膺了金奖,本次比赛历时一个多月,经过遴选、

复核及专家评审团实地考察、集中评议,在 一千多个参赛项目中

脱颖而出进入围复赛,决赛。在最后决赛中获得专家、媒体、大

众评委最高得分,获得金奖;该项目也角逐了
“
大爱有声 ·精彩

故事
”
广播公益节目展播大赛,广 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分享的

《怒放的生命——追梦天使的故事》从晋级决赛的 30个节目中



脱颖而出,最终问鼎大赛金奖。由于这项目的影响力非常大,得

到了陈建华市长的重视,亲 自批示拨款 10万元给艺术团在 11

月 16日 举办
“
追梦天使艺术团成立周年感恩慈善音乐会℃ 并协

调在殿堂级的场地广州大剧院举行。在音乐会前夕,基金会通过

向社会发起倡议,开通官网、官微线上捐款赠票活动,采取强大

的宣传攻势,三大电台每天在反复播宣传声带,各大报纸争相报

导,使捐款赠票活动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本次音乐会募集捐

款 60万元 (另 10万元政府直接划拨艺术团账户 ),完成了艺术

团所设的 70万 元的捐款目标。在音乐会上,观众们被艺术团高

水平的演出征服了,也得到了社会、媒体的高度评价,并多次被

邀请参加深圳卫视、赴上海等地演出。

(四 )“天使心”
助残项目,获 ⒛14年度广州市慈善项目奖。

由基金会与台湾天使心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共同设

立的
“
天使心”

助残项目获得了在今年由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和广州市慈善会联合主办的
“2014年度广州市慈善项目奖

”
荣

誉称号。项目以
“
你我都有一颗天使心”

为理念,致力推广
“
父

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
”
的服务宗旨,帮 助残障儿童进行康

复治疗、读书和文娱生活、为残障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心理的支持

和帮助、志愿者结对帮扶残障儿童家庭等。今年以来,每月举办

父母知能讲座;9月 在肇庆市碧桂园只刂凰酒店成功举办了2天 1

夜的第一届成长营活动,共有 64个身心障碍家庭,以及近百名

的志愿者及来自广州和台北的工作人员,共 267人参与。让父母



与残疾孩子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共勉苦与乐;于 12月 26日 晚在

广州东方文德广场多功能厅举行的
“心启程 2015年广州市天使

心岁末音乐分享会
”,4oo多 名广州天使心大家庭的家人与残疾

孩子和嘉宾共聚在音乐的海洋里,回 首同行的足迹,温暖彼此心

灵与释放情感,共 同期待新一年的美好出发。广州天使心从 ⒛14

年 11月 开展服务始至⒛15年 12月 9共举办 14次服务活动,其

中11场父母知能讲座,l场新春联欢会,1场次成长营,1场岁

未音乐分享会。每月 1次服务。这期间共服务了434个家庭 (登

记在册 ),其 中服务家长 1116人次.服务孩子 819人次,累 计志

愿者参与服务 995人次。

(五 )资助广州市残疾人专门协会举办各项活动。

在今年,我会资助广州市盲人、聋人、肢残人、智力残疾人

及亲友、精神残疾人及亲友、残疾妇女等协会开展各类残疾人公

益项目,并共同举办多项活动。在 9月 27日 第 58届 国际聋人节

在少年儿童图书馆开展了以
“
真诚沟通、构建心灵桥梁

”
为主题

的庆祝2015年第58届 国际聋人节暨广州市聋人协会社团聋人文

化风采活动,展现了广州市聋人风采;在 10月 “
国际盲人日”

,

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共同主办《广州盲人地图手册全国首

发》仪式,来 自全市各区共 100多 名的盲人参加了活动,广东广

播电视台城市之声现场直播活动。《广州市盲文地图手册》是全

国第一套专门服务盲人的城市道路地图,将发放到广州城区盲人

集中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单位和街道,方便他们出行,让盲人更



有信心、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在今年,广 州市残疾人专门协

会共开展 19个项目,服务帮助残疾人约 4940人次,这些项目反

映了残疾人的需求,并具创新性,既丰富了残疾人的文化生活 ,

也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六 )联系社会热心人士,帮 助贫困残疾学生。

一直以来,基金会为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读

书寻求社会热心人士帮助。今年,基金会联系企业捐助 134名 贫

困残疾学生约 15.8万元,其 中包括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

广州市岭南中英文幼儿园捐赠 8.6万 多元;接 收热心人士韩国明

星任时完和外籍人士 MOSEs分别对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定向捐助

的 24700元 和 6200元 ;联系丛海燕、崔超凡等热心人士,定向

捐助残疾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读书生活费等。

(七 )接收社会物资捐赠情况

2015年联系企业捐赠物资合计 1.3万件,合计 40万元,其

中联系大旺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捐赠食品 5624件 ,价值

29.22万元;联系白云山制药总厂捐赠药品 7390件 ,价值 4.6

万元;电装集团捐赠 40台价值 5.2万元的轮椅以及广百电器捐

赠小家电一批。并在
“
爱心满花城

”
广州市助残服务周期间 (12

月 15日 、16日 )与 广百电器携手举办为期两天的广州市残疾人

惠民活动。

二、资金、物资使用情况

(一 )资金使用情况

我会募集的基金使用一贯坚持按照《基金管理办法》遵守执



行,本着取之民,用 之于残疾人的原则,专款专用,并接受有关

部门和社会监督。今年共拨出 272万元,其 中资助资金约 232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约 40万 元用于残疾人就业、扶贫、体育、

宣传等方面。主要支出如下:

1、 资助广州市盲人、聋人、肢残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

精神残疾人及亲友、残疾妇女协会合计约 37.5万元,用 于开展

与协会宗旨相符的各类残疾人公益项目。

2、 资助
“
天使心”

项目约 90万元,其 中每月举办了父母知

能讲座和 9月 在肇庆市举办了2天 1夜 的第一届成长营活动,以

及岁未音乐会。

3、 资助追梦天使艺术团约 45万元,用 于支持艺术团的运作、

残障青少年的艺术培训及公益演出等。

4、 资助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选拔优秀节目参加第七

届全省特教学校学生艺术汇演公益项目约 10万元。

5、 资助广州市贫困残疾学生读书生活费约 15.8万元。

6、 购买慰问品在 ⒛15年及 2016年春节慰问广州市贫困残

疾人及双到扶贫村贫困残疾人家庭约 6万元。

7、 捐赠物资给广州市贫困残疾人及残疾人福利机构约 1.3

万件,合计价值 40万元。

三、严格执行信
`急披露制度,做好信·患公开工作。

我会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重新设计整合官

网,开通官微和线上捐款业务。设立信
`急 员专人负责信

`憝
工作 ,



把我会信 `憝 真实、准确、及时、有效地在基金会网站上进行披露。

四、存在不足

(一 )目 前民间的公益机构和募捐项目多如雨后春笋,我 会

在公募基金会的标杆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加强与同行的交流

与合作,扩大影响力,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支持。

(二 )目 前我会存在公益项目设计创新不够,推广慈善、募

捐能力有所欠缺,社会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提高的不足。今后我会

需要加强工作人员业务创新能力和慈善营销能力的培训,提升我

会的竞争力。

五、zO16年工作要点

(一 )做好 2016年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慰问工作;落

实
“
双到

”
扶贫工作。

(二 )举办
“
资助 2016年广州市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公益项

目
”

评审会,资助和监督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公益项目实施。

(三 )做好基金会 2015年年检工作。

(四 )在五月
“
全国助残日”

期间,结合广州市慈善推介会 ,

利用广州市慈善会及基金会联合募捐平台,开展
“⒛16集善广

州 情系残疾人
”

募捐活动。

(五 )募集物资,资助贫困残疾人及残疾人福利机构。

(六 )继 续为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读书寻求

社会热心人士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帮助。

(七 )资助
“
追梦天使

”、“
天使心”、“

点.聚 爱
”(即 原广州



市残疾人专门协会项目)、 《广州 D视角》杂志及残疾人应急救助

等项目的实施。

广州市残疾丿、福利基金会

2015年 12'目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