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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致辞 2020
与爱一路同行

2020 年是万家志愿者协会正式运营的第
一年。在这探索与开拓的一年里，协会
传承万家公益血脉，尽己所能推进万家
志愿服务的开展，不断提升万家志愿服
务的专业度，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
的力量。

乡村振兴，美好万家。2020 年是脱贫攻
坚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万家出实招、聚合力，实现“焕乡计划”
立体升级，聚焦产销对接和教育振兴，
创新开展直播带货，让人们对乡村振兴
的美好希望流动起来。

真情传递，回馈万家。以“共建社区”
责任策略为指引，万家志愿者为户外工
作者送去冬暖夏凉，为星星的孩子带去
陪伴，为社区提供多样服务，为逆行一
线的战士送去慰问，以善意回馈万家，
让生活更加美好，让美好更有温度。

绿色汇聚，和谐万家。万家以实际行动
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开展“地球一小
时”活动，全国 3,172 家门店共同响应；
万家志愿者积极参与环保行动，从自身
出发，呼吁更多人一起让生态持续向好，
让幸福生活可持续。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
非一足之力也。站在 2021 年的新起点，
万家将与志愿者携手共进，做好自己，
带动他人，让未来更加值得期待。让我
们与爱同行，遇见更好的自己！

会长：

细数不平凡的 2020
从南到北
万家在的地方
我们播撒爱的阳光
带去温暖
带去美好的力量

2020 年

开展各类型志愿服务

304场

提供服务志愿者

4,593人次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

26,541小时

辽宁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河南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四川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京津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浙江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湖南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苏果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新疆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总部志愿者管理小组

陕西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上海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Olé 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广东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香港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甘青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江西公司志愿者管理小组

华润万家志愿者协会

管理办公室

管理委员会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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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万家志愿者协会

秉承万家“连接每日生活，服务千家万户”的美好愿景，万家志愿者协会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在华润万家志愿者协会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志愿（义工）
服务。自成立以来，协会动员和组织热心公益事业的万家员工，围绕社会发展
和公司的实际需求，积极投身于赈灾扶贫、环境保护、教育助学、文化传承等
公益项目，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公益培训交流活动，践行
万家企业公民的责任，传播“与爱同行，遇见更好的自己”的理念，服务大众，
服务社会。

为规范志愿服务标准，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协会定期组织开展相关培训，明确
志愿服务重点和注意事项；针对不同志愿服务类型，组织交流培训活动，不断
提升志愿者的专业度和综合素质。

一人举烛火 微光熹弱
众人齐抱薪 燃起烈焰
公益之路虽任重道远
我们携手拾级而上
奔赴更值得期待的未来

上海公司志愿者团队与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交流沟通“送清凉”志愿者培训

2020 年

截至 2020 年底

协会共开展各类面向
志愿者的培训

41次

培训时长近

53小时

协会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7,783人

“万家焕乡计划”

“美好流动课堂”

“冬日送温暖”

“夏日送清凉”

“地球一小时”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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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志愿者特辑
我们以万家之名

行志愿之事

传递爱的烛火

微光虽弱

亦能照亮角落

06 0707

王帅兵：“我只是一个努力
向前的普通人”
成长于军人家庭的王帅兵，退伍后进入了 Olé 工作。加入华润十三年来，王帅
兵将做公益的初心从部队延续到了工作岗位上，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公益活动，
并带动家人和朋友一同加入志愿者队伍。

2020 年初，面对紧张的疫情局势，他主动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成为郑
州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所辖小区的防控专员，连续两个月坚守岗位，配合
物业安保人员，进行日常防疫工作。

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

候，就是希望居民

能够多一些安心、少

一些恐慌。在执行防

疫工作的时候，我们

也听到了许多人的感

谢。既然收下了他们

的感谢，就要守住他

们的平安。

管婉婕：“因为获取爱、接受爱，所以更
要付出爱、回馈爱”
2007 年，小学四年级的管婉婕第一次收到来自华润的公益帮扶，公益的种子
开始在心中萌芽。最初管婉婕通过网络公益平台参加志愿服务，2013 年结束
学业后，管婉婕加入华润万家广州天河公园店，跟随万家志愿团队探望偏远山
区孩子，或是慰问受助残障家庭。

投身公益让我改变了许多对事物的看法，即使自身境遇不佳，

也能感受到被爱围绕的幸福感。

怀着对生活和公益的热忱

管婉婕参加了志愿活动逾

300场

累计志愿服务时长约

2,200小时

万家志愿者特辑 万家焕乡计划 共建社区 环境保护 社会荣誉 未来展望

华润万家志愿者协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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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乡村振兴，美好万家
万家焕乡计划

决胜小康，我们稳扎稳打

一步一个脚印

在城乡间搭起流通的桥梁

从田间地头到门店餐桌

从乡村到城市

美好在流动

幸福在蔓延

08 0909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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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对接
助力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教育振兴
让美好在城乡间流动起来

由于疫情影响，部分地区农产品滞销，万家聚焦“畅通物流链”“提升价值链”两大帮扶目标，汇集各界力量、整合扶贫资源，
上连田间下连餐桌，为消费者畅通渠道，为农产品销售铺路搭桥，在助力城市居民消费升级的同时，帮助优质农产品走
出乡村、走进城市，以“大市场”带动“精准扶贫”，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2020 年，万家累计采购贫困地区农特产品逾 1.9 万吨，销售金额近 1.3 亿元。与此同时，万家在全国设立消费扶贫性
质的产销对接基地 34 个，在全国近 20 个省市设置了 2,585 个消费扶贫销售专档及关联陈列，在规范农民生产方式，
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对扶贫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助力农产品销量提升。

教育兴则乡村兴。作为“万家焕乡计划”教育振兴的重要实践，万家着眼乡村美育的薄弱环节，发起“美好流动课堂”
项目，通过开发高质量美育课程、捐赠美育器材、打造“美术角”等，为乡村学校提供长期稳定的美育支持。同时，万
家与合作伙伴开发联名文创产品，并借助线上筹款、线下义卖、以买代捐、志愿服务等形式，拉动公众力量支援乡村美育，
让美好在城乡间流动起来。

早在 2015 年，万家便着力探索以“产销对接”为抓手的扶贫工作新模式，积极推进农产品生产端连接消费端。
2019 年，万家正式推出“万家焕乡计划”，确立“聚焦精准”“输血和造血并行”“效益最大化”的帮扶工作理念，
全面提升扶贫工作的系统化水平，通过打好生产基础、打造特色产品、打通销售渠道，配合教育、就业等手段，
推动扶贫工作向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2020 年，为克服疫情影响、决胜脱贫攻坚，根据全国脱贫情况及万家扶贫实际，万家聚焦“产销对接”“教育
振兴”两大帮扶板块，重点关注广西省百色市田东县、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陕西省延安市富平县、宁夏省中
卫市兴仁县 4 大帮扶区域，不断优化“从地头到门店”的供应链建设，让“大市场”带动“精准扶贫”，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畅通物流链

在门店设置消费扶贫专区、专档、专柜

在万家线上平台设置消费扶贫专题页面

提升价值链

统筹建设帮扶地区农产品基地

推动提升帮扶地区农产品质量

强化特色农产品推广，开展“吃瓜大赛”、产地游
活动、直播等营销活动

万家爱心助农宁夏中卫硒砂瓜

天津市西青道店扶贫苹果直播

门店设置扶贫产品销售专柜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扶贫商品洽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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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焕乡计划

7 月、9 月，万家组建专业美术教师团队，先后前往广西省百色市隆林县么基
小学、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第十三小学，为当地学生带去以“我心中的美好生活”
为主题的美术课堂，并向学校捐赠美术器材、教具、绘本等，建立长期帮扶计划。

11 月 12 日，“美好流动课堂”2020
年度公益捐赠仪式在广西么基小学举
行，万家携手伊利集团和亿滋中国，
向该校捐赠 16 万元款项及新一批的
美术教育物资，助力该校美育升级。

12 月 4 日 -6 日，万家联合广州日报共同开展“美好流动课堂”活动，通
过丰富的课程形式和课程内容，让乡村学生来城市游学，真正让“美好”
在城乡间流动。

12 月 5 日，毕节的孩子们来到广州日报新闻采编大厦，学习时事评论课程，
广州日报的媒体老师为孩子们讲述相关写作技巧。

12 月 6 日，在专业老师和万家志愿
者的指引下，8 名自闭症儿童与毕节
的孩子一同体验了一堂特殊的广彩美
术课。

12 月 5 日，11 名毕节的孩子化身“小
小代言人”，来到万家门店开展职业
体验，向顾客们推荐来自毕节的优质
农产品。

线上筹款：9 月 7 日 -9 日，万家联合
深圳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 99
腾讯公益日上线项目专属筹款通道，
共筹得善款近 2 万元。

以买代捐：8 月 26 日 -9 月 22 日，万
家联合伊利、亿滋，在广东、广西、
云南、福建地区的万家门店上线“以
买代捐”活动，共筹得善款 50 万元。

线下义卖：9 月 5 日，万家在广州、
深圳、珠海、厦门、南宁开展公益文
创产品（马克杯）义卖活动，共筹得
善款逾 4 万元。

支教志愿服务 捐赠仪式

广州游学

公益筹款

万家联合深圳市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

万家“以买代捐”活动

万家公益文创产品（马克杯）义
卖活动

在 99 腾讯公益日上线项目专属
筹款通道，共筹得善款近

20,000元

共筹得善款

500,000元

共筹得善款逾

4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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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真情传递，回馈万家
共建社区

你们参与了万家的生活

我们代表万家回馈你们

那些孤单的身影有我们陪伴

那些亲切的友邻由我们守护

我们是万家

我们心系万家

14 1515Annu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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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户外的你
与善意和温暖不期而遇
关爱户外工作者，是万家“共建和谐社区”责任策略的重要承诺，也是万家“共创美好生活”的笃实践行。万家志愿者
们用“送温暖”的形式开启新的一年，用“送清凉”走过炎炎夏日，在寒来暑往的爱心接力中，为在平凡岗位上坚守的
户外工作者们送去冬暖夏凉。

2020 年初，万家在全国 34 个城市、550 家门店开展主题为“暖物润心，爱传万家”
的关爱低温户外工作者公益活动。活动期间，万家志愿者们将暖冬物品送到外
卖员、快递员、保安员、警务人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为在寒风中
坚持服务的人群送去温暖和关怀，感谢他们为城市建设付出的汗水和辛劳。

门店送温暖

暖物润心，爱传万家

设置“物资领取点”
在门店内外布置物资领取
处，万家志愿者们为户外
工作者们准备了热饮、小
食和水果。

设立“爱心驿站”
部分省份门店免费提供休
息区域，提供手机充电、
食物加热等服务。

户外送温暖

送“暖”上门
万家志愿者们纷纷主动前
往社区、街道的户外工作
者服务站进行物资派送，
将温暖送到他们身边。

酷暑时分，万家在 90 个城市的 910 家门店开展了主题为“暑消情长，清凉万家”
的“夏日送清凉”活动，为烈日下的户外工作者们送上一份清凉和关怀，累计
向户外工作者送出约 35 万瓶纯净水。

设置“物资领用点”
所有户外工作者均可免费
领取冰镇纯净水、西瓜、
绿豆汤等消暑物资。

设立“清凉小站”
在门店入口空闲区域放置
桌椅，为户外工作者免费
提供休息避暑区域。

门店送清凉

暑消情长，清凉万家

“夏日送清凉”活动

累计向户外工作者送出纯净水约

350,000瓶



18 19华润万家志愿者协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万家志愿者特辑 共建社区 环境保护 社会荣誉 未来展望

Annual Report 2020

万家焕乡计划

关爱特殊群体
守望相伴，以爱之名驱散阴霾
陪伴，是最无声的温暖。万家志愿者跨越心灵距离，以对公益事业的满腔热忱，为面临困境的人们纾困解难，为身处
孤单中的人们带去温暖。

户外送清凉

很多户外工作者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万家志愿者主动前往社区、街道的户外工
作者服务站，将消暑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5 月 15 日，Olé 联 合 广 州 市 孤
独症儿童服务者协会开展关爱心
智障碍儿童公益活动，为 200 余
个心智障碍儿童家庭送上营养品
等物资。

5 月 28 日，万家志愿者
来到杭州市江干区二福
敬老院，与老人们聊天、
整理内务，并送上捐赠
物资。

6 月 18 日，万家志愿者
走进深圳福南社区，为
50 余户独居老人送上水
果、粽子等暖心礼和端
午节的问候。

9 月 28 日， 万 家 志 愿
者走进上海致立学校，
为 特 殊 儿 童 送 去 关 爱
礼品。

11 月 21 日，万家志愿者来到北京
昌平小桔灯儿童康复中心，陪伴
听障儿童折纸、画画、捏陶泥，
并捐赠衣物、文具、营养品等爱
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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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起，华润万家联合广州心友心智障碍者协会，开展了以“与星同行，
筑爱万家”为主题的自闭症群体关爱项目——“星星守望计划”，致力于为“星
友”（自闭症群体）建立全生涯帮扶支持体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从陪护、运
动疗愈、早期干预、心智教育、家长辅导课程、社会就业、社区养老与融合等
多个领域进行服务和支持。

7 月 17 日，万家广州客村店迎来“星星的孩子”（自闭症群体），他们在家长
和万家志愿者的陪伴下，一起读书、画画、做游戏。

9 月 11 日，广州万家志愿者参与“星友伴跑”活动，通过固定常规的运动帮
助自闭症群体进行康复训练。

很多志愿者也都是为人父母

了，我们觉得自闭症孩子的

家长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

我们所做的能帮到这样的自

闭症家庭，哪怕一点点，我

们就心满意足了。

——万家广州客村店志愿者

我在学校也参与过捐款捐物

那样的公益活动，但那时感

触并不深。加入万家、成为‘星

友’后，我看到通过我的努力，

孩子们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让我非常触动、非常惊喜。

——广州万家志愿者田甜

“星星守望计划”

2 月 29 日，南昌红谷滩区丰和花园小区全面实行疫区封闭管理，居住在该小
区的 9 名万家员工自发组成志愿服务小队，接力为小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14
天内将总计约 29 万元的生活物资和 2,099 份政府慰问品送至居民家中。

10 月 15 日，万家向广
东省三棵柚公益基金会
捐赠 10 万元，用于“星
星守望计划”项目的运
营，支持“星孩”职业
技能培训，提升“星孩”
就业水平。

服务社区友邻
点滴关怀，浸润万家心田
万家立足社区而兴旺发展，社区因为万家而生机勃勃。万家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活动，志愿者们积极倡导文明交通、
开展敬老爱老等活动，疫情期间参与封闭管理小区的物资配送服务，不断加深与居民的联系，打造友邻和谐社区。

2 月 29 日

为南昌红谷滩区丰和花园小区居民
配送生活物资总计约

29万元

送至居民家中政府慰问品

2,09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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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常德的万家志愿者集结
在武陵大道与新河路口，劝导交通不
文明行为，传递“安全出行 文明礼让”
的社会正能量。

6 月 13 日，万家百色店开展“小鬼当家”之“爸气十足，父出真爱”公益活动，小朋友们亲身体验万家超市的工作场景，
并通过劳动为爸爸换取父亲节蛋糕。

重阳节期间，各地的万家志愿者组织
了多种形式的敬老爱老活动，举办文
艺汇演、开展包饺子活动，并将营养
品等慰问物资送到社区老人家中，帮
助打扫卫生、陪伴闲话家常，让老人
们感受到来自万家的温暖。

2 月 20 日 -25 日，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联合万家等多家爱心企业举办“暖心
守护、爱心午餐”行动，为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送上爱心午餐。

7 月 16 日，苏果党员代表及志愿者代表一行携带生活物资，前往南京市高淳
区阳江镇胜利圩防汛防旱指挥部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防汛人员。

2 月 27 日，万家志愿者为在疫情防
控期间始终坚守在一线的合肥竹溪社
区的工作人员送上了水果、橙汁、牛
奶等物资。

5 月 9 日，西安的万家志愿者为防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食药监执法人员、
社区工作者等百余名女性工作者送上
母亲节“爱心礼包”。

7 月，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万家志
愿者先后 4 次前往南昌市东湖区扬子
洲镇、上饶市鄱阳县等受灾严重地区
进行物资捐赠，为防汛抗洪筑起一道
“物资保障堤”。

伸出援助之手
逆行的背影是最美的风景
生活的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在负重前行。万家积极参与赈灾济难，志愿者们为疫情一线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们送上慰
问，为防汛一线送去物资，做逆行者坚固的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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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汇聚，和谐万家
环境保护

保护地球

守护未来

在亲近、感受自然的体会中

珍惜美好的现在

珍视每一个存在

也将这份清洁

原封不动留给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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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一小时”
与自然共生，让万物有家
2020 年 3 月 21 日 -28 日，作为全球性公益活动“地球一小时”的年度推广合作伙伴，万家以“与自然共生，让万物有
家”为主题，在逾 120 座城市、3172 家门店开展“地球一小时”活动，旨在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

3 月 28 日 20:30-21:30，全国 3,172 家门店在保障门店正常运作、顾客购物安
全的前提下，关闭非必要电源。

3 月 25 日，万家志愿者来到株洲荷塘区金山街道桐梓坪村植树基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家乡增添一片新绿。

5 月 9 日，万家志愿者联合厦门五缘
湾北社区开展文明卫生示范月活动，
志愿者们分组行动，清理健康步道、
整理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改善市容
景观。

以万家之名，为地球发声——
万家环保宣言征集活动

环保行动
守护同一片蓝天
万家积极开展植树造林、社区公益清洁、环境日主题活动、垃圾分类知识讲座
等环保公益活动，将环保理念体现在行动，落实在眼前，让绿色成为动人的色
彩，共建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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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华润万家京津公司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近 40 人开展“爱护环境，保护母亲河”公
益主题活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绿色环保行动中来。

8 月 9 日，Olé 的万家志愿者在深圳开展主题为“守护海洋”的环保公益活动，共
计清理海滩垃圾 61.63 公斤。

9 月 4 日 -19 日，华润万家旗下 Olé 精品超市在深圳、上海、成都、北京、郑州、
大连等地开展了“守护地球，守护我们的未来”——世界清洁日主题环保公益活动，
共 220 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通过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守护
绿色家园。

5 月 21 日，华润万家京津公司的志愿者在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开展“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生物多样
性日主题活动，宣导绿色理念。

“守护海洋”的环保公益活动

世界清洁日主题环保公益活动

共计清理海滩垃圾

61.63公斤

参与志愿者逾

2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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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荣誉
2020 年 4月 24 日

华润万家在华润集团优秀业绩奖
颁奖典礼上，获得“2020 年度
华润集团社会责任奖——银奖”。

2020 年 6月 8日

华润万家 Olé 精品超市凭借参与
支持可持续海鲜的推广活动、积
极组织消费者宣传，获海洋管理
委员会（MSC）“可持续海鲜理
念传播突出贡献奖”。

2020 年 7月 18 日

华润万家“星星守望计划”被中
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14 部
门共同评为 2019 年度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最
佳志愿服务项目”。

2020 年 9月 1日

华润万家在由南方都市报社、中国社
科院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办的“特区
40 年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大会”上获评

“深圳特区 40 年绿色发展标杆企业”，
华润万家是唯一获奖的商超企业。

2020 年 9月 28 日

华润万家“万家焕乡计划——消费扶
贫”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地区振兴司、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推介为
“2020 年 全 国 消 费 扶 贫 入 围 典 型
案例”。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华润万家荣获由《公益时报》《经济观
察报》颁发的“公益事业特别贡献奖”。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华润万家荣获由《广东新快报社》颁发
的“产业扶贫创新奖”。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华润万家“社区守望计划”荣获由《信
息时报》颁发的“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奖”。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华润万家“万家焕乡计划”项目入选《南
方日报》颁发的“深圳扶贫社会帮扶优
秀案例”。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华润万家获评“贵州省消费扶贫示范单位”。

2020 年 11 月 25 日

华润万家在《公益时报》《经济观察报》和经观传媒主办的中国经济与
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上获评“202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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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时序更替，美好同行。国家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减贫战略逐步向乡村
振兴战略转型。未来，万家将紧跟国家战略，全面升级“焕乡计划”，助
力脱贫攻坚平稳驶入乡村振兴“主航道”；进一步强化万家与社区的联系，
激励更多员工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用爱心共创美好生活；持之以恒践行环
保理念，守护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万家志愿者协会秉承“与爱同行，遇见更好的自己”的初心，与万家一起
并肩前行！

万家志愿者特辑 万家焕乡计划 共建社区 环境保护 社会荣誉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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