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年度 区目标

区:

宪章区: 远东和东南亚

388

会员发展

目标宣言
到2020-2021年度结束时，我们区的会员人数将实现正成长（达到或超过去年的会员人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新分会 授证会员 新会员 退会会员

季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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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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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新分会财务年度

年度 邀请产生影响

年度 授证会员目标

年度 会员保留目标

0

0

0

0

净增长目标

年度新会员 + 年度授证会员 - 年度退会会员 = 净增长目标

0

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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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期开始日期所需资源负责方行动步骤

LCIF：行动100

目标宣言
到2020-2021年度结束时，本区将支持 LCIF 努力实现行动100募集3亿美元的目标。

行动计划

复合区自定义的影响

目标宣言

行动计划

到期日期开始日期所需资源负责方行动步骤

区自定义的影响



目标宣言
 年    月 日 期   工作内容     执行/参与人员       "主席/执行主席"    备注

2020年6月 第三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代表处办公筹备会议（扩大）

2020-2021年度筹备工作分工；完成陕西代表处各专委会、秘书处、各服务队组织构架搭建、计划年度费用预算方案申报

与审核工作及相关工作安排，完成2020-2021年度工作报告审议"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席、工作组

组长，监督组代表列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第三周 举办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候任干部培训（3天2夜） 候任主任团队及成员、监督组专员、分区主席、专委会

主席、工作组组长、服务队队长、一副、秘书长、司库  耿晓东 秦康 "GLT/讲师团

培训"

 第四周 中国狮子联会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主任办公会议成员、监督组专员就职典礼暨向上届主任致敬大会 主任团

队及成员、筹备人员 强刚 就职典礼

 待定 陕西代表处功能性党支部召开党员狮友学习交流会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2020年7月 第一周 分区主席工作会议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MT、GLT、GST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分区主席工作会议

 第一周 专委会工作会议 主任团队、专委会主席、GMT、GLT、GST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专委会工作会议

 第二周 举办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国际认证导狮培训(CGL)(2天1夜） 毕业队长及现任队长 "强刚 耿晓东

张温茹 秦康" "GMT/导狮团

GLT/讲师团"

 第三周 陕西代表处第四届“净化古城益起来”服务活动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第三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四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一次代表处办公会议（扩大）

（各专委会费用预算，架构审核全部完成）"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代表列

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第五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同届见面会   主任团队及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席、工作组组长、服务队队

长、监督组专员 孙烨 强刚  同届见面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全月 开展和平海报宣讲活动 和平海报委、各服务队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2020年8月 第一周 与五大协会交流 主任团队、GMT、GLT、GST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与五大协会交流

 第二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二周 法律沙龙第一次 全区狮友 强刚 杨永娥 惠京津 法律与制度委员会

 第三周 “红色行动”服务活动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红色行动”工作组、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

务项目委员会

 第四周 "举办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地方讲师发展培训（RFDI）

（4天3夜）" 毕业队长、积极骨干狮友 耿晓东 秦康 GLT/讲师团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全月 开展和平海报宣讲活动 和平海报委、各服务队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2020年9月 第三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三周 团建 参与狮友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区会团建

 第四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二次代表处办公会议（扩大）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

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代表列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第四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和平海报“快闪”活动，确定和平海报服务活动各承办赛区（第20个国际和平日） 和平海报委、各

服务队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全月 开展和平海报宣讲活动 和平海报委、各服务队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2020年10月 第三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三周 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财务委员会财务培训  财务委 段峰 白莉 财务委员会



 第五周 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工作数据报告、分区主席工作进度报告 财务委、秘书处财务

结算中心 "段峰 白莉 

秘书处结算中心" "财务委员会

秘书处"

 待定 狮友交流活动 主任团队及成员、监督组、分区主席、专委会主席、工作组组长、当届队长、上届队长 强刚 岳媛妮 

会员关爱与联谊委员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全月 开展和平海报宣讲活动及收画工作 和平海报委、服务队和平海报委员会主席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2020年11月 第一周 开展和平海报服务陕西区活动评审（第八展区） 和平海报委、评审团、各服务队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

海报项目委员会

 第二周 法律大讲堂第一次 全区狮友 强刚 杨永娥 惠京津 法律与制度委员会

 第三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三周 “糖尿病宣传”服务活动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糖宣”工作组、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

项目委员会

 第四周 举办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地方狮友领导力发展学院培训（RLLI）（3天2夜） 毕业队长及现任队长、分区主

席、专委会主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专员 耿晓东 秦康 GLT/讲师团

 第四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三次代表处办公会议（扩大）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

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代表列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第四周 “2020·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全国总评审 和平海报委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待定 参加国际狮子会第59届东南亚年会（济州岛） 对外交流与年会委员会、参会狮友 强刚 王若亦 对外交流与年会委员

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0年12月 第一周 国际残疾人日活动执行（第29个国际残疾人日）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

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第二周 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GMT工作会议（会员保留） CGL学员、GMT团队成员 强刚 张温茹 GMT/导狮团

 第三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四周 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陕西代表处联合项目“温馨工程-狮子进社区 温暖伴新春”全区联动动员大会 主任团队、分区

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1月 第二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三周 启动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陕西代表处联合项目“狮子进社区 温暖伴新春”新春微心愿全区联动服务 主任团队、分

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第五周 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二季度财务报告、工作数据报告、分区主席工作进度报告 财务委、秘书处财务

结算中心 "段峰 白莉 

秘书处结算中心" "财务委员会

秘书处"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2月 第一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四周 分区主席见面会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 孙烨 强刚  分区主席见面会

 待定 国际和平海报比赛获奖名单公布 和平海报委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3月 第一周 自然年度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秘书处财务结算中心 "段峰 白莉 

秘书处结算中心" 财务审计



 第一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四次代表处办公会议（扩大）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

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代表列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第二周 “三八妇女节”狮姐关爱活动  关联委 强刚 岳媛妮 关联委

 第三周 法律沙龙第二次 全区狮友 强刚 杨永娥 惠京津 法律与制度委员会

 第四周 秦狮年刊制作筹备会 主任团队、公宣委 耿晓东 宋毅 公共关系与宣传委员会

 第四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五周 举办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地方潜能狮友领导力发展学院培训（ELLI） 年度第一副队长、未担任队长的骨干

狮友、现任队长 耿晓东 秦康 GLT/讲师团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4月 第一周 “点亮蓝灯”服务活动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

员会

 第二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五周 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工作数据报告、分区主席工作进度报告 财务委、秘书处财务

结算中心 "段峰 白莉 

秘书处结算中心" "财务委员会

秘书处"

 待定 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推举工作筹备会议 推举办公室 "孙烨  曹小荣

 杨永娥" 年度推举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5月 第二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三周 "全国助残日——“残疾人音乐节” 

全国助残联合服务（每年5月第三个星期天），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陕西代表处联合举办“陕西省残疾人音乐节”" 主任团

队、分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第四周 法律大讲堂第二次 全区狮友 强刚 杨永娥 惠京津 法律与制度委员会

 第五周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五次代表处办公会议（扩大） 代表处办公会议成员、分区主席、专委会主

席、工作组组长，监督组代表列席 孙烨 强刚  代表处办公会议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6月 第一周 主任办公日 主任团队、部分成员 "孙烨 强刚 

耿晓东 曹小荣" 主任办公日

 第一周 欢乐六一 和平海报年度颁奖及工作会议 和平海报委 耿晓东 杨成佑 和平海报项目委员会

 第二周 中国狮子联会2021-2022年度候任干部培训 2021-2022年度候任主任团队及成员、监督组专员、分区主席、专委

会主席、工作组组长、服务队队长、一副、秘书长、司库 耿晓东 秦康 "GLT/讲师团

"

 第四周 参加国际狮子会第104届年会（加拿大） 对外交流与年会委员会、参会狮友 强刚 王若亦 对外交流与年会委员会

 待定 环保日-环保宣传 主任团队、分区主席、GST、服务队队长、狮友 耿晓东 周成杰 GST/服务项目委员会

 待定 召开陕西代表处2021-2022年度新一届主任办公会议成员、监督组专员就职暨向前主任致敬典礼 主任团队、分区主

席、会议筹备组 耿晓东 就职典礼

 全月 党建工作 党员狮友 曹小荣 党建工作

 全月 支持配合各服务队服务项目的开展 主任团队 耿晓东 服务项目

2021年7月 第五周 公开陕西代表处2020-2021年度第四季度财务报告、工作数据报告、分区主席工作进度报告 财务

委、秘书处财务结算中心 "段峰 白莉 

秘书处结算中心" "财务委员会

秘书处"

行动计划

到期日期开始日期所需资源负责方行动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