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重阳节期间，北滘镇政府携手碧桂园集团、国强慈善基金、北滘慈善会

等热心社企开展重阳节长者慰问活动，为镇内长者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问候。本次

活动共慰问23371名长者，慈善会共计支出约260万元。

慈善爱心帮扶

长者关爱· 献爱心重阳节敬老慰问
（2）重现光明基金拨付 白内障患者手术补助金合共 。78位 116660元

10月，划拨重阳节慰问金 ；1000000元

11月，划拨佛山市顺德区恒兴微电机有限公司捐赠善款帮扶镇内困

难群众支出 。36000元

11月，爱心超市物资采购款 。8497元

12月，慈善会重阳慰问品款 。1476502元

12月，转拨佛山市海欣科技有限公司定向三桂村福利会善款 。60000元

12月，区拨安心善居款项支出 。33513.34元

12月，星儿关爱项目服务费用支出 。22706.79元

（1）长寿老人水果基金拨付 长者补助共 （90岁以1259人次 125900元

上老人每人每月100元）。

北滘慈善会内设基金10-12月帮扶情况：

（3）妇女儿童关爱基金活动及帮扶 支出 。1人 5000元

（2）北滘青年企业家协会慈善基金活动及帮扶 支出 ；1人 10000元

（1）北滘高协慈善基金帮扶 支出 ；4人 20000元

北滘慈善会冠名基金10-12月帮扶情况：

（6）国强慈善基金广教公益社区项目测量款 。23832.11元

（5）国强慈善基金重阳慰问与采购款 。113716.8元

（4）国强慈善基金助学补助 支出 。58人 245000元

（3）对三桂、碧江、广教、桃村、西海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

898人次 441600元生活补助金合共 。

（2）国强慈善基金资助三桂沙埠塘项目款 。1200000元

（1）国强慈善基金广教特别帮扶项目款 。2489000元

国强慈善基金10-12月支出情况：

（3）惠妍教育助学金落后硬件升级项目款 。23776元

（2）惠妍教育助学金2020年青苗启梦夏令营活动款 。201138元

（1）惠妍教育助学金帮扶 支出 。140人 1110500元

惠妍教育助学基金10-12月帮扶支出情况：

（11）北滘民生福利基金医疗救助帮扶 支出 。2人 23980元

（10）和的卫生服务中心第四季度项目支出 。28700.02元

（9）和的工会第四季度项目支出 。32000元

（8）和的公共传播项目款 。45000元

（7）和·北滘妇女儿童关爱基金帮扶 共 。96人次 48000元

（6）北滘民生福利基金危房改造项目款 。50270元

（5）和的龙舟协会第四季度项目支出 。157700元

（4）和的余荫院第四季度项目支出 。168014.16元

（3）和的青少年发展基金青年公益项目第三季度报销款 。172969元

（2）和的青少年发展基金青少宫第四季度项目款 。265872.48元

（1）和的学前教育项目第四季度项目支出 。1064505.05元

和的爱心基金10-12月帮扶支出情况：

10-12月，慈善会对北居、马龙、黄龙、三洪奇、林头、西滘一级

和二级重度残疾人 发放生活补助金共 （每人每月971人次 291300元

300元）。

10-12月，慈善会对北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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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生活补助金517人次 103400元

（每人每月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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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弱势群体，提升镇内困难家庭幸福感

12月15日上午，北滘总商会、商会慈善基金、商会党群先锋队与北滘慈善会在碧江社区联合举办“北滘总

商会送温暖—提升困难家庭生活品质”捐赠仪式，通过发动25位商会会员及先锋队成员共计捐助现金和物资总

价值约6万元，为45户困难家庭添置家电、家具、行动扶助用具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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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北滘·慈善同行 魅力北滘·慈善同行

　 佛山市顺德区恒兴微电机有限公司近年来一直支持我镇慈善事业发展，2020

年，继续向慈善会捐赠6万元，用于帮扶镇内困难长者、患大病或残疾儿童、困难

学生等34户困难群众，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助力扶贫，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慈善快讯

爱心超市10-12月接受捐赠物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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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

何先生

周小姐

江沛木厂

北滘镇党政办公室

潘栩君

区全景合家

何先生

北滘镇海劲电器

捐赠单位或姓名

各方慈善捐赠

1、10月，收到北滘高协慈善基金 。5882元

2、11月，收到顺北集团定向教育基金百万行活动捐款 。1650000元

3、12月，收到惠妍教育助学基金 。5980000元

4、12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锡山家具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200000元

5、12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赛恩特实业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100000元

6、12月，收到北滘总商会慈善基金 。80865.5元

7、12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慈善会2019年顺德区慈善综合体改革项

目末期款 。79108.8元

8、12月，收到佛山市海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60000元

9、12月，收到文化发展基金 。34100元

10、12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潘源艺术馆捐赠善款 。18200元

11、12月，收到佛山市顺德区捷高房地产有限公司捐赠善款 。15000元

12、12月，收到区拨安心善居善款 。120783.03元

13、10-12月， 收到行政服务中心爱心复印善款收入 。 20055.1元

14、10-12月，收到其他热心人士捐赠收入 。4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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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捐赠：公益性捐赠指的是将金钱、物品或其他财富

(例如：土地、画作等)赠予个人、群体或非营利组织，不求任何

直接、间接的经济回报。公益性捐赠是非营利性的，以公众福利

为目标，是公益组织的核心收入来源。严格意义上说，公益性捐

赠是一种非劳动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不能被计

算进去。很多公益性捐赠是可以享有税收减免资格的。

11月15日，2020北滘镇创客马拉松暨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在北滘镇群力学校举行，活动以“惠

妍助力·慈善筑梦·创新成长”为主题，吸引了社会各

界创客以及青少年、家长们约1100人参与，为青少

年送上一堂生动的创客文化体验课。

惠妍助力·慈善筑梦·创新成长

北滘慈善会•和的爱心基金为北滘镇公益普惠幼儿园科研项目、特色创建项目、特色课程提供资金支持。2020年期间开展了专题讲

座、实践研究、专业知识提升等多项课题，助力幼师们提升专业素质和能力，又拓宽他们的视野，从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提供师资保

障。另外，项目还开展了以武术、篮球、科研项目等为主题的多个特色课程，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同时培养孩子们的创新精

神，提升其科学实践能力。

和的爱心基金助力孩子成长，多项特色课程开班

为积极推动我镇党群志愿

服务常态化发展，在北滘慈善

会·和的爱心基金支持下，10-

12月期间，北滘镇党建工作办

公室、北滘镇党群先锋总队分

别在上僚、高村等村居举办

“和的爱心基金--北滘镇志愿便

民服务进社区”活动，让群众

享受志愿服务的便利，同时引

导更多人参与到党群志愿服

务，营造良好社区志愿氛围。

和的爱心基金-北滘镇志愿便民服务进社区

北滘慈善会国强慈善基金、惠妍爱心基金2020年度助学活动已完成，共为我镇288名学子提供助学款资助，为困难学子们完成学

业保驾护航。

国强、惠妍基金为困难学子完成学业梦

北滘慈善会·惠妍爱心基金青苗课业互助计划项

目，为贫困家庭学子提供主科课程学习辅导，采用小

班课程及一对一辅导等方式，为他们设计和落实个性

化学业辅导方案，培养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提升

成才率，解决贫困家庭教育难问题。从6月份开展至

今，已有72名学生参加。在12月项目评估发现，学生

成绩都有所提升，家长对项目的满意度较高。

惠妍爱心基金“青苗课业互助”项目为困难学子解决教育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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