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点亮星星— 顺利收官北滘星儿关爱系列活动

2019年点亮星星—北滘星儿关爱系列活动顺利收官，项目链接专业资源，通过开展包括自闭症宣讲会、融合课堂、

融爱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达11场，向村居民、教师、家长传授自闭症群体知识及相处技巧，有效提升市民对自闭

症的认知，为星儿融入校园、社区奠定基础。

在惠妍教育助学基金以及国强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下，2019年10-12月北滘爱心助学活动精彩连连，爱心助学金和

物资已全部发放，受惠学子达495人次；由一心社工、锐智社工承办的惠妍困境学子社会教育服务项目，在10-12月期

间开展了理财学堂、生涯规划体验活动、青少年志愿服务交流等多项活动，促进困境学子身心健康，成长增能。

助学活动精彩连连，学子成长增能

慈善爱心帮扶

19、12月，爱心超市物资采购款 。23994元

款 。400000元

（7）拨付美的集团支持林头公益设施建设 。150000元

（10）拨付美的集团支持三洪奇公益设施建设 。150457元

（9）拨付美的集团支持北滘公益设施建设 。150000元

（6）拨付美的集团支持西滘公益设施建设 。450000元

1、美的集团捐赠项目10-12月帮扶支出情况：

（5）拨付美的集团支持广教村公益设施建设 。150000元

（11）拨付美的集团2017年资助北滘余荫院养老水平提升项目

（4）拨付黄龙村开展群众公益文体活动款 。85906元

（3）拨付北滘镇公益教育事业款 。1561046元

（2）对北居、马龙、黄龙、三洪奇、林头、西滘、广教社区低保及低保

临界家庭成员 生活补助金 （每人每月200元）。543人次 108600元

（1）对北居、马龙、黄龙、三洪奇、林头、西滘一级和二级重度残疾人

849人次 共254700元发放生活补助金 （每人每月300元）。

（8）拨付美的集团支持马龙公益设施建设 。144374.66元

2、和的爱心基金10-12月帮扶支出情况：

（1）和·青少年发展基金-青年公益活动支出 ，北滘民生福利122380元

基金医疗救助项目帮扶 。14人共101306元

（2）北滘福利会发展基金-黄龙村爱心餐补助 ，村居福利会配捐资572元

助 。240000元

（3）和·北滘妇女儿童关爱基金帮扶 。98人次共49000元

（4）和·北滘安心善居项目2019年工程款共 。27895.46元

（5）和·北滘社区营造基金-社区营造项目启动款 。1000000元

（6）和·北滘教育发展基金-黄涌幼儿园等级创建项目 ，北滘500000元

教育局奖教奖学项目款 ，打造学前教育共同体项目款 ，2228950元 76647.4元

学前教育提升项目款 。27000元

（7）和·北滘养老服务基金-社区老人活动场所提升项目款 。35855.04元

3、惠妍助学基金10-12月帮扶支出情况：

（1）惠妍助学金-爱心助学 。245人支出1814000元

（2）惠妍公益助学-学校落后硬件升级项目款 。666092.72元

4、国强慈善基金10-12月支出情况：

（1）对三桂、碧江、广教社区、桃村、西海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

829人次 401750元生活补助金合共 。

（2）国强慈善基金三桂村公益项目款 ，余荫院电梯井项目1100000元

142301.65元。

（3）重阳节慰问126位困难老人，支出 。74176.2元

（4）国强慈善基金爱心助学221人，支出 。845000元

5、北滘慈善会冠名基金10-12月帮扶情况：妇女儿童关爱基金帮扶支出

102000元 178113元；北滘总商会慈善基金支持北滘镇龙舟大赛款 ；加利源慈

善基金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 ；北滘青年企业家协会慈善基金定向凉山15000元

结对助学款 ；宏石激光乐助慈善基金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 ；北25000元 5000元

滘高协慈善基金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和定向雷州市纪家镇沙口村扶贫济困款

45000元 10000元；北滘青少年发展基金帮扶烧伤学生医疗款 。

6、北滘慈善会内设基金10-12月帮扶情况：

（1）重现光明基金拨付96位白内障患者手术补助金合共 。143569元

（2）长寿老人水果基金拨付 长者补助共 （90岁以上老1215人次 121500元

人每人每月100元）。

7、10月，拨付北滘女子高尔夫协会重阳慰问款 。20000元

8、10月，拨付顺德区宜家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重阳慰问款 。9000元

9、10月，拨付佛山市嘉致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阳慰问款 。10000元

10、11月，拨付广东竣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威卓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定向上僚福利会捐赠 。20000元

11、11月，拨付顺德区盛湖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 。10000元

12、11月，拨付顺德区美的学校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 。10000元

13、11月，北滘慈善会重阳慰问采购款支出 。1398605.2元

14、12月，拨付精艺集团支持群力围片社区民生公益建设桃村项目款

396115.31元。

15、12月，拨付德胜基金会定向支持君兰幼儿园项目第一期费用

175000元。

16、12月，“我为余荫长者送关爱”项目转拨企业及热心人士定向余荫

院捐赠款 。30000元

17、12月，转拨广东盛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定向三桂捐赠善款 。80000元

18、12月，对口雷州市扶贫济困款 。50500元



北滘少儿合唱团以及粤剧团参加了多项大型比赛及演出项

目，屡获佳绩，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声乐以及粤剧人才。另外青少

年特色活动顺利开展，包括北滘青年游、定向越野赛、和的科技

模型队以及舞蹈团培训、北滘宫公益第二课堂进校园项目等，发

展青少年兴趣爱好并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

北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家庭医生上门送医送药服务

项目，累计为超120名困难长

者以及重残人士提供贴心上门

送医送药服务。北滘医院血液

透析仪器已完成购置并投入临

床使用，缩短透析病人等候时

间，引入的暨南大学神经内科

黄立安教授团队为患者提供有

效治疗并协助科室提升专业水平。镇内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

2020年，慈善会将继续扩大和的慈善基金的慈善影响力，

保证资金用到实处，切实提升北滘市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和的爱心基金项目成效显著

基金向33名困难儿童提供每月生活补助、向50位重病或

突发事故职工家庭伸以援手，为镇内11户困难对象住房修缮

改造等，切实为困难家庭减轻生活重担。

教育领域上

对教育工作表现

突 出 单 位 、 教

师、学生进行表

彰 ， 奖 励 达

2000人次，激励

各学校以及教师

提升教学质量，

勉励优秀学子奋力进取。同时通过组织幼儿园园长以及骨干

教师开展培训学习，引入优秀教师开展特色教堂，提升幼师

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养老领域上，北滘余荫院引入专业

管理人才，并对院内护理人员进行培训以及激励考核，促进

余荫院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魅力北滘·慈善同行

慈善快讯

魅力北滘·慈善同行

向困难家庭伸出援手 放飞 兴趣梦想青少年

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幼有所教，老有所依

12月22日上

午，2019年“冬

日暖童心”儿童

公益活动在北滘

镇市民活动中心

顺利举行，来自

11 0个家庭的家

长和孩子们一起

做 汤 圆 、 玩 游

戏、体验科学魅

力，让北滘困难

家庭孩子感受社

会关爱与温暖，

增进家长和孩子

之 间 的 情 感 交

流，让孩子结识更多好朋友,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12月，北滘总商

会携手北滘慈善会深入

了解和·北滘安心善居

项目受助家庭情况以及

需求，发挥会员企业优

势，以赠送家用电器、

家具、修整电器线路，

安装遮雨棚等多种方式

进 行 个 性 化 帮 扶 。

12月20日，举行了项

目总结会，回顾帮扶情

况，聆听困难家庭代表

的心声，困难家庭代表

纷纷诉衷肠并致以感

谢。项目方更落户到部

分困难家庭视察改造帮扶情况，深入了解他们生活实况。

北滘总商会为困难群众圆梦安居 冬日暖童心！感受满满的关爱和温暖

各方慈善捐赠

1、10月，收到广东竣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定向上僚村福利会捐款 ；10000元

2、10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威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定向上僚村福利会捐

款 ；10000元

3、11月，收到佛山市盛湖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凉山结对助学款 ；10000元

4、11月，收到美的学校定向凉山助学款 ；10000元

5、11月，收到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定向凉山助学款 ；5000元

6、11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加利源塑料有限公司定向凉山助学款 ；15000元

7、11月，收到北滘总商会转入商会基金 ；150000元

8、11月，收到顺德区慈善会安心善居首期款 ；18693.16元

9、12月，收到德胜基金会转入2019年北滘君兰幼儿园改造提升项目资助款

175000元；

10、12月，广东盛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定向三桂村福利会捐款 ；80000元

11、12月，收到钟曼盈定向星儿关爱项目捐款 ；300元

12、12月，收到文化中心2019年秋季公益培训班转入文化发展基金 ；32300元

13、12月，收到北滘医院转入北医医药公益基金 ；8700.7元

14、12月，收到顺德区慈善会转入慈善综合体项目款 。118663.2元

15、10-12月，收到“我为余荫长者送关爱”项目捐款共 。其中广东星24000元

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广东日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捐赠 ，16000元 3000元

佛山市顺德区加利源塑料有限公司捐赠 ，周婉碧捐赠 ，余荫院工2000元 1000元

作人员捐赠 ，热心人士捐赠 。1000元 1000元

16、10-12月，收到百惠超市捐款箱收入和行政服务中心爱心复印收入

25108元；

17、10-12月，收到其他热心人士捐赠收入 ；3093.53元

捐赠日期

2019/10/10

2019/10/11

2019/10/15

2019/10/23

2019/10/23

2019/10/30

2019/11/3

2019/11/21

2019/11/27

2019/12/11

2019/12/16

2019/12/18

2019/12/18

2019/12/30

2019/12/31

马秀贤

何先生

梁桂胜

周洁荷

梁荣日

潘栩君

何先生

海劲电器厂

李艳枝、梁景洪、梁燕红

何先生

苏镇洸合家

李玉霞、罗国辉

梁荣日

江柿木厂

袁家捐赠

爱心超市10-12月接受捐赠物资情况

白燕油香粘米

鹰唛花生油

白燕油香粘米

厨宝花生油

白燕双竹粘米

白燕双竹粘米

白燕双竹粘米

金龙鱼粘米

金龙鱼花生油

白燕油香粘米

厨宝花生油

白燕油香粘米

厨宝花生油

金稻香粘米

白燕油香粘米

厨宝花生油

老乡花生油

福臨门花生油

福臨门花生油

金龙鱼花生油

润之家花生油

白燕油香粘米

鹰唛花生油

白燕双竹粘米

龙风粘米

象牙粘米

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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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g

5L

15kg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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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

5kg

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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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

4.5L

5L

5L

5L

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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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g

15kg

包

瓶

包

瓶

包

包

包

包

瓶

包

瓶

包

瓶

包

包

瓶

瓶

瓶

瓶

瓶

瓶

包

瓶

包

包

包

2

2

4

4

5

5

8

6

6

4

4

15

15

3

4

4

8

2

8

5

10

2

2

8

10

10

规格 单位 数量物品名称捐赠单位或姓名

2019年，和的爱心基金投入 元为我镇教育、医疗、公益建设等2500多万

多个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开展 。项目顺利开展，成绩斐然。30个公益项目

慈善小百科

什么是公开募捐？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两种

形式。公开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财产的活动，通常没有特定的

募捐对象，并在公开场所或平台开展，募捐过程和结果也是透明的。

募捐

修缮后 修缮后修缮前 修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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