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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5311000056360107XU

税务登记证号码 登记证号  

近一次取得税收优
惠资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

是 2017-04-17
由北京市财政局、北京
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
地方税务 北京市民

 京财税【2017】654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7-01-10
由北京市财政局、北京
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
地方税务 北京市民

 京财税【2017】90

其他：
   

宗旨  
帮助贫困人口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公益创新，建设和谐社会

业务范围  
资助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创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贫困问题研究与交流，以及公益人才
的培养，和谐社区建设方面的公益活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

金会 
业务主管单位 北京市民政局 

成立时间 2010-11-18 原始基金数额 800.00 万元

是否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认定时间 2016-10-27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微信公众号  lepingfoundation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园19号院鸿泰商务楼

电子邮箱 Fangyu@fdi.ngo.cn 传真  010-51319204

邮政编码  100013 网址 www.lepingfoundation.org

秘书长
姓名 沈东曙 固定电话  010-51319209

移动电话  18611946436 电子邮件 Jaffshen@fdi.ngo.cn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方瑜 固定电话 010-5131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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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 13811272641 电子邮件 Fangyu@fdi.ngo.cn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李利亚 固定电话 010-51319206

移动电话 13001033223 电子邮件 lily@fdi.ngo.cn

理事长  汤敏 理事数  22

监事数  3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
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数

 0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2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数

 0

专项基金数 0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1 专职工作人员数  9

志愿者数  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7-01-13 报告编号  嘉润审字（2017070号）

 说明： 
 1、基金会的住所填写能接收邮件、信件的实际办公场所。 
 2、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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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政治面貌

理事会

职务

在登记

管理机

关备案

时间

( 近

一届)

本年度

出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是否为党政

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

退（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艾路明 男
1950-

06-08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2 丁健 男
1955-

05-05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3 关凯 男
1969-

01-07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4 李利亚 女
1956-

08-11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5 林荣强 男
1951-

05-28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6 柳传志 男
1944-

04-29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7 马云 男
1954-

09-10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1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8 茅于轼 男
1929-

01-14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9 秦晖 男
1953-

12-28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0 潘石屹 男
1963-

11-14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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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政治面貌

理事会

职务

在登记

管理机

关备案

时间

( 近

一届)

本年度

出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是否为党政

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

退（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1 沈东曙 男
1970-

01-15

群众
秘书长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96,000.00 否 否

12 汤敏 男
1953-

12-24

群众
理事长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3 王吉绯 男
1969-

01-31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4 王甘 女
1965-

05-17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5 王蓉 女
1969-

05-13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6 吴敬琏 男
1930-

01-24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7 吴鹰 男
1959-

07-11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8 邢文毅 女
1974-

03-18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19 徐冰 男
1955-

02-28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20 张维迎 男
1959-

11-01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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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政治面貌

理事会

职务

在登记

管理机

关备案

时间

( 近

一届)

本年度

出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是否为党政

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

退（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21 资中筠 女
1930-

06-22

党员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22 周庆治 男
1955-

03-14

群众
理事

2015-

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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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

貌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 近一届)

本年度

列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

取的报酬

(人民币

元)

是否为

党政机

关、国

有企事

业单位

退

（离）

休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邓国胜  男  1968-11-16  党员  2015-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任志强  男  1951-03-08  党员  2015-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朱英璜  男  1943-12-28  党员  2015-06-26  2 自 2015-6-26 至 2020-6-26  0.00  否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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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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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工作人员(  )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
作的，也需填写）

9

姓名
性

别

政治

面貌

出生日

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单位

沈东曙 男 群众
1970-

01-15
本科 秘书长 无

邢文毅 女 群众
1974-

03-18
本科 副秘书长 无

胡昕 男 群众
1978-

03-18
本科 助理秘书长 无

方瑜 女
中共

党员

1986-

06-06
本科 资深项目官员 无

王文尧 男 群众
1992-

02-08
本科 项目官员 无

张弘毅 女 群众
1992-

03-25

硕士研

究生
项目官员 无

周丽艳 女 群众
1975-

04-25
专科 会计 无

郑颖 女 群众
1974-

05-03
本科 出纳 无

栾玉敏 女 群众
1979-

04-20
本科 行政经理 无

    

    

    

    

    

    

页码，13/44(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1000297186&instanceId=N0217042642002&organizationId=null&...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  元 79263.08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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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代表
机构、持有股权
的实体机构管
理、内设机构制

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

数 
 9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1 养老保险  1 医疗保险 1

工伤保险 1 生育保险  1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
全部开户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小关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
全部帐号)

110907454810801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
部开户行)

北京农商银行丰台支行芳城园分理处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全
部帐号)

0204141413000000035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周丽艳  会计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郑颖  出纳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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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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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定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无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项目相关运行成本 

支付标准  有  无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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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党员总人数  人1

群团 

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党建工作 

联络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方瑜 51319277 无

说明：“党员人数”应填写基金会主要负责人、签订劳动合同人员、主要工作时间在基金会的兼职人员
以及临时聘用超过6个月的人员中的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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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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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代表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持有股权的实体总数  个1
本年度新设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内设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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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开展了异地募捐，是否向

所在地民政部门报送了募

捐方案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开展了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捐平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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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表、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
动求和）

 28,054,157.42  0.00  28,054,157.42

 （一）来自境内的捐
赠（自动求和）

 20,785,713.41  0.00  20,785,713.41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
人的捐赠

 1,242,045.65  0.00  1,242,045.65

    来自境内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9,543,667.76  0.00  19,543,667.76

 （二）来自境外的捐
赠（自动求和）

 7,268,444.01  0.00  7,268,444.01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
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7,268,444.01  0.00  7,268,444.01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
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
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南都公益基金会
  6,835,000.00  0.00

公益项目

   

合计  19,826,101.34 0.00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
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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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组织公开募捐活动()项，募捐取得
的收入（自动求和）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42,856,371.30

本年度总支出    27,477,551.34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6,443,305.44

管理费用    978,968.92

其他支出  55,276.98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
例）

 %（  %）61.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56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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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UNITED WAY WORLDWIDE
  3,003,503.25  0.00

公益项目

湖北省当代公益基金会 
  3,000,000.00  0.00

公益项目

澳门同济慈善会
  2,961,548.17  0.00

公益项目

盖茨基金会
  2,026,049.92  0.00

公益项目

湖北省当代慈善基金会
  2,000,000.00  0.00

公益项目

   

   

   

   

  

合计  19,826,101.34 0.00  

说明：1、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2、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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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元 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的合计不一
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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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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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项公益慈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93

1 项目名称 ：  2015-北京千千树儿童之家营养三餐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856.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改善千千树儿童之家儿童三餐的营养状况，促进其健康发展。受益方：儿童之家在园110名儿童。项目
周期：2015年9月-2016年8月。项目支持了千千树儿童之家在园儿童一年的营养三餐费用，用于购买三餐的食材、
提供食堂阿姨的补贴，保证了在园儿童一日三餐，并改善了千千树儿童之家幼儿三餐的营养状况，保证这些儿童可
以正常参与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促进其健康发展。

2 项目名称 ：  2015-北京千千树儿童之家暖冬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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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2,421.04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改善儿童之家供暖设备、补充儿童之家过冬所需的生活物资和室内活动材料等，使儿童之家师生度
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受益方：千千树儿童之家在园幼儿及教师。项目周期：2015年10月-2016年3月。2016年延续
2015年项目，保障儿童之家师生温暖过冬。项目活动及成果：（1）改善了儿童之家供暖设备锅炉，购买无烟煤，
提供锅炉工补贴；（2）补充儿童之家过冬所需生活物资：通过购买能保温饮水桶、洗手桶、棉门帘、棉背心、军
大衣，改造洗澡间等，为幼儿和教师提供基本条件；（3）为保证冬季幼儿仍能在室内开展丰富活动，为每个教室
补充了室内区角教学材料，如积木、大象层层叠彩棒等。采暖季中110名在园幼儿和12名教师能够在比较温暖的室
内正常地开展教学活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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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  千千树儿童之家-暖冬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3,323.83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支持儿童之家的教室和睡眠室正常供暖，保证幼儿在冬季有充足的活动量、健康发展。受益方：儿童之
家110名儿童和12名教师。项目周期：2014年3月-2016年12月。2016年主要用于千千树儿童之家购买煤炭，供应教
室、睡眠室、教师宿舍的暖气，以及支持供暖设备维护（如锅炉、暖气片等设备的维修），保证冬季儿童之家的教
室和睡眠室能够正常供暖，教师能够带幼儿正常开展每日活动，幼儿在冬季也有充足的活动量，从而保证在园幼儿
各方面能力能够正常地发展。

4 项目名称 ：  2015-北京千千树儿童之家安全班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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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5,924.84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支持千千树儿童之家班车安全无事故运营，保障幼儿上下学的平安与便利。受益方：千千树儿童之家儿
童。项目周期：2015年9月-2016年8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支持千千树儿童之家租用了一辆28座的具有正规运营资
格的安全班车、强化安全班车制度、组织班车司机和班车老师开展安全知识学习等，保证了项目期内千千树儿童之
家班车安全无事故运营，每天来回4趟保证了40多位来自农村及外来务工家庭的幼儿平安、便利的上下幼儿园。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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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  2016华本-千千树儿童之家营养三餐与安全班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28,4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92,914.35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改善千千树儿童之家幼儿三餐的营养状况、促进幼儿健康发展；（2）保障儿童之家幼儿入园与离
园的平安与便利。受益方：千千树儿童之家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3月-2018年10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支持了千
千树儿童之家110位农村儿童的营养三餐费用，改善千千树儿童之家幼儿三餐的营养状况、促进幼儿健康发展，保
证千千树儿童之家的正常运营和教学研发，发挥项目试验园的作用。支持了千千树儿童之家40位农村儿童的安全校
车费用，保障这些幼儿入园与离园可以乘坐安全的校车。

6 项目名称 ：  北汽义卖儿童之家支持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60,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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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60,776.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支持千千树儿童之家2位厨房阿姨薪酬，保证千千树儿童之家110位农村儿童每天能够享受到健康、营养
的三餐，促进幼儿健康发展，从而保障千千树儿童之家的正常运营和教学研发活动，持续发挥项目试验园的作用。
受益方：千千树儿童之家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支持了千千树儿童之家2
位厨房阿姨的2个月的工资，保证了项目期间2位阿姨稳定在岗，每天为儿童之家110位农村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三
餐，从而保障了千千树儿童之家的正常运营，发挥其项目试验园的作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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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 ：  农村幼儿教师发展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3,443.9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通过支持教学基本材料及办公、住宿等物资，保障千千树儿童之家教师基本的教学和生活条件；
（2）支持千千树儿童之家教师外出参加培训与交流及外请专业人员来园培训，帮助教师发展教学能力。受益方：
儿童之家 12名教师。项目周期：2015年9月-2016年8月。项目活动与成果：（1）为儿童之家购买教学活动所需的
基本教学材料和设备、提供教师体检费用、改善教师基本的办公及住宿条件，保障儿童之家教师基本的教学和生活
条件。（2）通过支持儿童之家2位园长参加第四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儿童之家教师参加奥尔夫协会组织的奥
尔夫音乐培训、邀请幼教专业人员到千千树儿童之家开展培训等活动，帮助儿童之家教师发展教学能力。

8 项目名称 ：  千千树-澳门同济慈善会混龄班课程研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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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4,146.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中西部广大地区广泛存在的村级幼儿园混龄班（或小学附属学前班）研发并试用一套适宜的混龄班教
学活动，提高项目点农村幼儿园混龄班的教育质量。受益方：云南省镇康县村级幼儿班的儿童和教师。项目周期：
2014年7月-2016年5月。本项目为中西部广大地区广泛存在的村级幼儿园混龄班（或小学附属学前班）研发了一套
适宜的幼儿园教学活动；通过与公益机构“互满爱人与人”合作，在云南省镇康县的10个农村社区幼儿班进行了实
验，并对当地老师提供了基于此课程的针对性教师培训，帮助提高项目点农村幼儿园混龄班的教育质量；通过探索
混龄班教学活动实际应用的经验和方法，为之后在更多地区应用这套活动、提高教学质量铺垫基础。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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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 ：  2014-湖北鄂西北贫困山区基层幼儿园教材提供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7,6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提供适宜于湖北省十堰地区5县（区）农村及城镇流动人群幼儿园的课程，帮助当地试点幼儿园提
高教育质量。受益方：湖北省十堰地区5县（区）农村及城镇流动人群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4年9月-
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过为十堰地区5县（区）的61所农村及城镇流动人口服务的试点园提供适宜幼儿发
展的适宜、丰富的教学活动，发展幼儿语言、科学、艺术、健康和社会等五大领域的能力，同时帮助当地幼儿园开
展日常培训，使教师通过使用千千树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技能，从而帮助当地试点幼儿园提高教育质量。

10 项目名称 ：  2016年湖北农村幼儿园在线教育课程研发与应用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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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支持千千树完成15个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课程的研发，支持当地项目园园本教研及幼儿园常规教研
机制建设，促进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发展及一线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增进项目在湖北地区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
促进项目在湖北地区的规模化拓展。受益方：农村幼儿园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研发了15个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课程，包括阅读和音乐。在湖北102所农村项目园试用在线培训，并推广
到全国其他项目县。对湖北地区项目进行宣传及影响力传播，并根据已有项目地农村早期阅读的实践经验，开展内
外部经验分享、相关合作伙伴参访互访（湖北省教育厅、项目县所属教育局、国培县教育局等）、组织有关学前教
育 作坊 并邀请相关人员到项 点参观指导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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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 ：  农村幼儿园教学活动及教师培训课程研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支持自主研发适宜农村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和教师培训课程，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受益
方：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教学活动研发中完成了农村
幼儿园村级混龄班教学活动B套下册2个科目的研发，完成幼儿园大班下册数学科目的改版；培训课程研发中按计划
完成线下培训课程中一级培训课程的改版；微课研发：完成音乐培训微课10个、数学培训微课8个。  

12 项目名称 ：  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微课研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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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8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研发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微课视频35个。受益方：农村幼儿园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1月-
2016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为给农村幼儿园教师提供持续、有效、广覆盖、低成本的培训，将研发制作一套完
整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课程，2016年研发在线培训微课视频35个，并对微课视频进行了前期试验。未来将通
过国家教师培训在线体系和其他多个平台，以在线培训的方式低成本、大规模地覆盖甘肃、四川、湖北、青海四省
项目县农村幼儿园教师群体，并和线下培训相结合，使他们能及时接受到优质的培训，提高四省项目县6200余名农
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技能。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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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 ：  青海幼儿园绘本筹集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7,344.59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7,344.59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青海湟中、门源两县的35所幼儿园配送绘本，让幼儿园老师更方便开展阅读活动，使孩子更加直观地
体会阅读的乐趣并能够自发阅读，促进幼儿语言和智力发育。受益方：青海湟中县、门源县的35所农村幼儿园的儿
童与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2月-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果：2016年1月25日-2月26日，募集购买绘本的资金
37,344.59元；3月购买绘本2205本，并配送到青海湟中、门源两县的35所农村幼儿园，每所园58本，让这些幼儿园
的孩子看到绘本，帮助幼儿园老师更方便开展阅读活动，帮助孩子们更加直观地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14 项目名称 ：  农村学前教育学习交流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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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与国内外优秀学前教育机构交流，提高自主研发适宜农村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和教师培训课程的专业
水平。受益方：教育局相关官员\县级教研员\教育公益机构人员。项目周期：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项目活动
与成果：与芝麻街、早期学习实验室、奕阳研究院等教育机构进行了交流，组织对领先教育机构的学习考察，尝试
将学前教育方面的先进内容、方法和经验借鉴到国内农村地区。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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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 ：  农村学前教育标杆县模式探索及混龄班教学活动研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6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提高中西部农村幼儿混龄班教育质量；（2）为规模化推广适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质量提
升模式做准备。受益方:中西部农村幼儿园儿童与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项目活动与成果：
通过支持在试点县中选择项目进展较好的标杆县，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探索、总结农村幼儿教育质量提升的县级模
式，为向全国更多贫困地区推广这类模式、从而规模化提高这些地区的农村幼教质量铺垫基础。通过支持研发混龄
班教学活动，为中西部大量存在的农村混龄班提供适宜的教学内容，从而改善这些地区混龄班教学内容小学化的程
度，提高混龄班幼儿接受的教育质量。

16 项目名称 ：  千千树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学水平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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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61,2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对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学活动进行改版提升；（2）在千千树儿童之家及湖北项目点通过推行适宜
的教学活动和梯级教师培训体系，提升项目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受益方：湖北省十堰市农村幼儿园、北京通州区于
家务乡千千树儿童之家。项目周期：2015年5月-2016年4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对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学活动进行
了持续改版提升，以更适应农村幼儿园教师的需求；并将这些教育活动在千千树儿童之家及湖北项目点进行了应用
测试，并通过在湖北项目点推行适宜的教学活动和促进县级梯级教师培训体系，来改善项目幼儿园的教学内容、提
升项目幼儿园的教学质量。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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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目名称 ：  2016年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研发与绘本捐赠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64,880.64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64,880.64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农村幼儿园一线教师研发5个在线培训微课视频；为188所项目点幼儿园提供绘本，丰富在园幼儿的阅
读资源。受益方：甘肃省与湖北省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4月—2016年6月。项目内容与成果：
完成研发了5个适合农村幼儿园教师在线培训的微课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将微课送到农村幼儿园，促进
开展园本教研活动；完成给甘肃、湖北的188所农村幼儿园捐赠绘本，丰富了农村幼儿阅读资源，培养幼儿自主阅
读习惯和阅读兴趣，促进幼儿阅读能力发展。

18 项目名称 ：  2016-2017千千树-甘肃/青海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0,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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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提高项目点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当地的培训力量；（2）为项目点提供适宜农牧区幼儿园的教学
活动；（3）探索推广模式，为规模化服务更多农村教师和幼儿打下基础。受益方：甘肃、青海的农村幼儿园教师
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与甘肃、青海两省教育主管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
探索与当地的院校合作开展有效的培训师培训活动，在2个省10个县开展三级培训，并将千千树线下和线上课程纳
入了项目省“省培”、“国培”等培训中，帮助 3262名农村幼儿园教师开始系统性的职业成长。为10个县的1247
所项目幼儿园提供了千千树自主研发的适宜农村幼儿园开展的教学活动，为提高这些地区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打下
了基础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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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项目名称 ：  同济-湖北鄂西北贫困山区基层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93,464.78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改善试点幼儿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小学化情况，提高教师能力，帮助在园幼儿获得各方面能
力的发展。（2）为规模化提高更多农村地区的幼儿园教育质量做准备。受益方：湖北省十堰市5县（区）农村幼儿
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4年9月-2015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为十堰市5县（区）的农村及城镇流动人群
幼儿园提供了公益幼教课程与活动，提供了三级培训，促进当地建立起教师培训体系，改善了试点幼儿园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的小学化情况，提高了教师能力，帮助在园幼儿获得各方面能力的发展。通过项目探索的低成本、高效
地提升农村及城镇流动人群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公益发展模式，也在更多的地区进行应用。

20 项目名称 ：  湖北鄂西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2016-2017）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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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通过转变项目合作模式、早期阅读推广及湖北国培送教尝试，进行不同模式项目合作的探索，共
同促进当地农村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2）惠及更多农村幼儿，为项目在湖北地区规模化拓展奠定基础。受
益方：湖北省鄂西地区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
主要为湖北省鄂西地区远安县、丹江口市和郧西县农村幼儿园提供了适宜的教学活动的资料，协助当地县级培训师
团队建设，对早期阅读试点幼儿园进行指导、监测和评估；为湖北12个国培县提供农村幼儿园早期阅读材料及普及
式培训，推动农村幼儿园开展早期阅读。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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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名称 ：  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学改善-湖北十堰市竹山县和房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54,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49,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让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和房县22所农村幼儿园儿童获得科学的教学资源，为400余名农村幼儿园教师提
供自我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增进教师自我成长。受益方：湖北省竹山县、房县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
2015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为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和房县22所农村幼儿园提供了适宜的教学活动，
包括阅读、数学、音乐、动作儿歌、动画片等，使得7000余名在园幼儿获得科学的教学资源；通过400余名农村幼
儿园教师使用教学活动指南，进行自我学习和提升，解决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机会少的问题，增进教师自我成长。

22 项目名称 ：  千千树农村幼儿园教师三级培训模式推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和房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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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49,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和房县学前教育教师培训模式得到完善，并将三级培训模式在全县推广，及项目
经验在同行业内外推广，进行可复制性探索与推广，加强员工自身专业能力提升。受益方：湖北省竹山县和房县的
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项目继续在湖北省十堰
市房县进行农村幼儿教师三级培训模式的继续探索和完善，并在湖北省竹山县进行农村幼儿教师三级培训模式推
广，提升当地农村幼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农村幼儿园的教育质量。同时，将持续提升千千树早教部门团队研发能
力、项目管理能力、资源对接能力、项目宣传推广等，也会将项目成果及经验在更多类似的农村幼儿园推广，惠及
更多农村幼 及教师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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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名称 ：  中国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探索-教学活动提供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13,596.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四川省蒲江县、大邑县、青神县3个县40余所农村幼儿园提供适宜的教学活动，促进当地农村幼儿园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受益方：四川省3个县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1月-2017年12月。项目活动
与成果：项目已为四川省蒲江、大邑、青神3个县40余所农村幼儿园提供了大、中、小班的教学活动，保证老师能
够开展适合农村幼儿园条件可以促进儿童发展的教学活动，惠及约400名农村幼儿园教师，8000名农村学龄前儿
童。

24 项目名称 ：  中国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探索（2016）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5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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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3,35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促进四川省蒲江区、大邑县、青神县县级培训队伍建设，推动当地学前教育教师培训模式完善，提高农
村幼儿园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并推动政府优化体制和增加投入，为在四川全省乃至全国的推广奠定基础。受益
方：四川省蒲江县、大邑县、青神县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1月-2016年12月。项目
活动与成果：主要协助四川省蒲江、大邑、青神3个县当地建设县级培训队伍，截止2016年12月底，建立了三县的
培训师队伍，共有教研员4人、培训师24人、骨干老师51人。开展一级培训一次，共5天。项目实施的示范作用，让
四川西充、阆中、沿滩、东坡等地的教育部门愿意在当地实施项目，促进了项目在四川其他地区的推广。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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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名称 ：  2016年湖北鄂西地区农村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7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提高湖北省鄂西地区的远安县、丹江口市、郧西县等地农村幼儿园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并推动政府优
化体制和增加投入，为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的推广奠定基础。受益方：湖北省远安县、丹江口市、郧西县教育部
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3月-2016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过协助湖北省鄂西地区的远
安县、丹江口市、郧西县等地建设县级培训队伍，以保证当地可以持续性地开展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培训，提高农村
幼儿园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并推动政府优化体制和增加投入， 2016年惠及湖北省鄂西地区农村幼儿园的约
25,000名农村儿童，为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的推广奠定基础。

26 项目名称 ：  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全国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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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8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向中西部省份推广农村幼儿园质量提升模式，使更多农村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帮助更多农村幼儿的能力
健康发展。受益方：地方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1月-2017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为了向全国农村贫困地区推广适宜的幼儿园教学活动及教师培训体系，从而提高更多贫困地区教师的教学能力
和教学内容、改善当地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质量，项目支持对全国贫困人口集中和教育落后的地区开展学前教育教
师状况、培训需求、幼儿园使用教学活动等调研，并与甘肃教育厅、兰州城市学院、甘肃通渭、宕昌等县教育局、
青海省教育厅、青海师范大学、青海门源、湟中等县教育局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
推动农村幼 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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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目名称 ：  2015年-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四省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668,618.39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953,618.39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1）为甘肃、湖北、四川、青海四省农村幼儿园提供适宜的教学活动；（2）为四省项目点农村教师提
供持续有效的培训；（3）提高组织能力建设。受益方：甘肃、湖北、四川、青海24个县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
师和儿童。项目时间：2015年9月-2016年8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过与甘肃、湖北、四川、青海等四省教育主管
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探索与当地的院校合作，建立当地学前教育乡村幼儿园骨干教师队伍，项目实施形成了省级培
训师队伍7人，县级培训师93人，乡镇骨干教师366人的骨干教师队伍；开展三级培训活动801课时，并将线下和线
上课程纳入项目省的“省培”、“国培”中，通过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教学能力，实现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
目标28 项目名称 ：  2016年度-青年幼儿园教师职业发展培训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26,9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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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26,936.4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在黔南州试点县开展县级培训师和教研员队伍能力建设，探讨适合贵州本土的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素质
提升，以及乡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模式与经验。受益方：贵州省黔南州6个县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
童。项目周期：2016年9月-2016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与贵州省教育厅建立了合作关系，确定以黔南州黔南州
都匀市、惠水县、瓮安县、荔波县、三都县、平塘县这6个项目县为试点。开展县级培训师、教研员队伍能力建
设，建设乡镇中心幼儿园骨干教师队伍。以提高试点县乡镇中心幼儿园一线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并建设乡镇中心
幼儿园园本培训和教研机制。并通过项目合作，共同探讨适合贵州本土的乡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及乡村学前
教育质量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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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项目名称 ：  青年教师发展支持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79,046.15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5,280.28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与国内外先进专业教育机构合作，探索能覆盖农村一线教师的教研与培训模式。受益方：地方教育
部门，农村幼儿园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过专家咨询与经验交流的方式，
制定了项目方案。与国内外教育机构如开放大学、早期教育实验室等机构合作，探索适宜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培训经
验及培训体系，同时构建在线教育系统，摸索出适合我国农村幼儿园教师发展的具体方案、模式并进行试点县的实
施工作。

30 项目名称 ：  中国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探索—第三方评估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42,006.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42,006.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对项目进行持续跟踪与阶段性评估，形成项目整体评估体系；为现行项目构建的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模
式提供改进意见，为模式在全国更多地区推广提供参考依据。受益方：地方教育部门与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
目周期：2016年1月-2017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四川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千千树农村幼儿
园教师培训项目”进行第三方评估。评估团队选取湖北和四川5个项目点共15 所项目试点园（实验组）和10所非试
点园（对照组）作为样本园，进行样本数据采集和分析，完成一份评估报告。评估显示：对农村教师的2年培训，
在改进农村教师教材的分析能力、提升教师对儿童心理的理解水平、改进教师的教学技能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对教材的理解能力 开展教学活动的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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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名称 ：  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教师职业发展试点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15,25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15,25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尝试帮助试点县搭建一套初步适用的学前教育教研机制，提高县级培训师教研能力和一线教师的教学能
力，帮助教师们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路径逐步有清晰的认识，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受益方：地方教育部门，农村幼
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 2016年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对标杆县的教师发展情况进行了实地调
研，与试点园和对照组园的园长、教师进行深入交流，收集教师培训需求和幼儿园现状等数据。引进并汉化了《幼
儿园教师教师发展路径手册》（简称《发展路径》、导师辅导语言、辅导记录表等工具。在甘肃陇南、四川眉山东
坡区开展了导师制培训工作坊、说明会，向项目县的教研员、培训师介绍导师辅导工具包，针对《发展路径》展开
研讨 收集了教师们的修改意见32 项目名称 ：  农村幼儿园教育在线平台开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5,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的有效运营，建立学习社区，为农村幼儿园教师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源和交互平台，
最终惠及到更多农村幼儿获得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受益方：农村幼儿园及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6月-2017年4
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对甘肃的农村幼儿园进行实地走访，收集对平台内容、功能的需求，并反馈给平台开发方；
在APP磁场上搭建了“农村幼儿园教育平台”，根据用户反馈，对平台功能进行了13次产品迭代，完善了主界面显
示、直播课程、社区交流等功能；2016年12月，平台试运营，拉新用户逾百人，上线课程约20个，进行周期性讲座
直播和社群活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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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名称 ：  农村儿童早期教育合作伙伴社区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9,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9,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尝试和摸索不同的合作模式，包括跟学前教育研究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或扶贫办等、及其他社会组织，
建立共同的目标与协作，从而实现集合效应，共同推进教育公平。受益方：农村幼儿园教师和儿童。项目周期：
2016年3月-2017年7月。组织了3次讨论会，2次国内外教育公益组织的走访与考察，辨识和加深了不同合作伙伴之
间的了解与合作，共同讨论了如何在中国通过集合影响力的方法改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扩大影响，服务更多农村
学龄前儿童。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与澳门同济慈善会将共同组建了RECE行动骨干小组
（backbone organization），将持续推动中国农村学前教育系统内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和对话与合作，进而规模化
地提升中国农村学前教育质量 为 农村 童提供优质的学前教育34 项目名称 ：  农村学前教育（RECE）行动计划教育创新访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28,18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28,18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RECE行动计划核心成员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促进合作；加深对于集合影响力方法论的了解，加快催化
中国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受益方：参与RECE项目的高校老师、教育管理部门人员、农村幼儿园骨干老师。项
目周期：2016年7月-11月。项目活动及成果：2016年10月5日－10月15日期间，农村学前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ctive Impact, RECE）骨干小组邀请来自高校、教育管理部门、幼儿园、基金
会的核心成员参与了为期10天的教育创新访学活动，深度参访早教实验室、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帕卡德基金会等
机构，了解高校、政府部门、非盈利组织等如何围绕教育议题开展工作及其方法，与此同时为RECE行动计划的核心
成员提供拓展视野 彼此之间建立信任 加深交流的机会 以推进未来的合作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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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名称 ：  女性农民工母婴护理师培训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增加教师、配备必要的教学设施、完善课程，提供培训，提高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规模化培训母
婴护理员的能力，从而让更多的女性农民工能够接受母婴护理员的培训，提高她们的就业能力，获得稳定就业，增
加收入。受益方：来自甘肃、河北、河南、安徽等中西部贫困地区进京从事母婴护理工作的女性农民工。项目周
期：2016年11月-2017年10月。项目活动及成果：（1）提高母婴护理员培训能力。依据人社局职业培训大纲要求，
聘请了专业资深的母婴教师对现有的课程教案和课件进行了评审，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招聘母婴护理教师1
名；通过参加外部培训，请专家走进来培训和每周研讨，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配备了相关教学用具与设备设施。

）开展前期招生宣传 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 家政门店 地方妇联等途径 开始了招生宣传 以保证 年36 项目名称 ：  家政工在线学习及就业对接平台开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对现有移动学习平台进行升级，增加身份认证、打造培训过程透明的数据学习中心、搭建互动直播社区
用于持续提升培训。并在甘肃、福建、北京等省份推广家政职业在线学习模式，利用移动学习平台在当地培训5000
名农民工，80%人群实现就业。受益方：从事家政工作的外来务工女工。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
行动及成果：项目将在2017年开发升级更适宜外来务工群体学习的职业学习平台。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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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项目名称 ：  家政职业教育研究及专业人才培养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与家政职业教育、互联网教育、家政行业内相关人员走访学习，组成家政教育行业研究与培训的研
究团队，探讨和研究低收入劳动力在城市的职业发展问题。受益方：城市家政女工。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
年11月。项目行动及成果：项目期将培养4-5名专业家政培训人才，形成一个不少于20人的家政职业教育专业人才
库，为开发家政职业教育在线教育打基础。

38 项目名称 ：  农民工职业素养在线课程开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研发及制作农民工融入城市必备软技能课程20节，通过已有在线学习平台推出，以此提升农民工在
城市融入方面的能力，改善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的发展问题，预计课程覆盖人群超过10万人。受益方：城市外来务
工群体。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将研发农民工职业素养通识在线课程20节，通过
多种渠道实现学习人数10万人。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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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项目名称 ：  育婴、养老护理在线课程研发与制作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7,245.8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利用自身已有的学习平台，持续开发出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在线育婴、养老护理员课程，完成并上
线初级养老护理员在线课程40节，利用互联网推广课程，使受益人群达3万人。受益方：北京市从事育婴、养老的
外来家政女工与城市老年居民。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7月。项目行动及成果：已从优秀养老培训教师及相
关人群中培养了12名专业教师研发课程，研发的课程设计呈现更适宜外来女工接受学习。已研发制作初级养老护理
员在线课程40节，直接受益人群超过30000人次。

40 项目名称 ：  进城青年女工养老护理技能提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45,410.55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对500名外来青年女工进行初级养老护理员的培训，使她们具备顺利就业的能力，并通过考核，在
她们持续提高收入的同时满足养老服务员市场的需求。受益方：在京从事养老护理的外来女工。项目周期：2016年
8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项目期里从甘肃、河南、山西等贫困省份招生500名女工，对她们进行了为期2
周的养老护理员培训，输送到北京市的养老院及城市家庭，平均月收入达到3500元以上。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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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项目名称 ：  在线职业培训课程研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92,4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开发出一套含标准化培训课程、在线测试与考核方式设计、在线平台建设在内的在线培训模式，使用该
培训方式为1200名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务工女性，提供6000小时的试培训。受益方：贫困地区进京从事家政工作
的女性农民工。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开发出了50节适宜外来务工从业人员需要的
在线课程，使用手机在线学习平台，对外来务工群体进行线上教学和培训，已帮助1200名女工考试合格，她们将获
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家政岗前培训证书，增加了她们更快找到工作的机会。

42 项目名称 ：  在线职业培训模式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86,832.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开发针对进城务工农民，特别是女性的在线职业培训和取证的创新模式，探索规模化、有效果、有
效率的新型职业教育方式，推动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可与采纳本项目所建立的考核与认证标准，为更多进城务工
者提供培训，促进城镇化公平、共享的发展。受益方：在京从事家政工作的外来女工。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
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已寻找和培养了100名课程制作人，研发和制作适合进城务工群体的职业培训课程，在试
行一年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后，对这种新型职业培训模式进行研究与总结，完成了一份《在线职业培训模
式研究报告》，呈送了北京市通州区人社局，并将互联网培训模式覆盖面扩大至甘肃20000名家政工，使他们接受
了新型培训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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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学院——生态信任农业规程体系完善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9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推动生态信任农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农户的技术进步、产品商品化及流通，促进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水
平。受益方：中小农户、农业院校学生、老师。项目周期：2015年6月-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果：翻译了“日
本守护大地协会”生态信任农业新标准；进行生态信任农业技术试验；组织20多次专家、生产者讨论会，更新完成
了《生态信任农业（种植业）生产标准和规程（2015年度）》和《生态信任农业鸡及鸡蛋产品养殖标准与规程》，
为生产者诚信生产提供了依据和指导，促进消费者能够相信生态信任农产品。

44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维基百科维护及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推动生态信任农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农户的技术进步、产品商品化及流通，促进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水
平。受益方：中小农户、农业院校学生和老师、农业技术人员。项目周期：2015年6月-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持续维护生态信任农业维基百科专题页面，邀请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作为词条作者，分享、共享蔬菜种植、病
虫害防治、田间管理、小型农场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开展传播推广活动，组织线下沙龙、交流活动10多次，形成了
一个可以运营的维基百科网站，为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提供了共享知识、技术、经验的平台，有助于建立生态信任
农业知识体系，扩大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交流、学习的网络。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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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行业研究及实践案例分析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推动生态信任农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农户的技术进步、产品商品化及流通，促进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水
平。受益方：中小农户、农业院校学生和老师、研究者、农业部门人员。项目周期：2015年6月-2016年5月。项目
活动与成果： 通过访谈、文献研究、专家与生产者的多次研讨，完成了《2015年度生态信任农业发展模式实践与
挑战总结报告》，报告阐述了生态信任农业面临的市场培育、生产流通成本控制等挑战，提出了政策支持、人员培
训、构建新型消费者社区等建议。并举行了报告发布会，印刷500份报告，发送给相关政府部门、研究和教学人
员、生产者、消费者、媒体等。

46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学院教育体系设计及研修生培养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6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的试验、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整理及传播，建设生态信任农业知识数据库，开
发培训课程，招募和培养生态信任农业研修生，促进更多生产者选择采用生态信任农业方式进行生产，推动生态信
任农业发展。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的青年人和中小农户。项目周期：2015年6月-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对众源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示范基地3年的所有生产种植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形成了生态信任农业知识数据库，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生态信任农业研修生培训课程。招募研修生，专家进行持续性指导，尝试适宜的生态信任农业
研修生培训方法， 也吸引了生产者到众源生态信任农业示范基地学习。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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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项目名称 ：  生产者陪伴式成长计划及社区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7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的生产者的考察、培训指导，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建设生产者互
助社区，促进更多的生产者认同生态信任农业并依照和使用生态信任农业标准、技术开展生产。受益方：从事生态
信任农业的中小农场主。项目周期：2015年6月-2016年5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考察北京、天津、新疆、内蒙、黑
龙江、吉林、四川、陕西、河南、河北、湖南等地生产者100多次，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专家对京津冀生态信任农业
生产者进行了30多次培训指导，实地解决生产者遇到的问题，组织了3次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互助交流会，形成了
35家“认同生态信任农业标准与规程”生产者的互助社区。

48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研修生培育及在线课程开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的试验、知识和信息的收集整理及传播、在线课程开发，生态信任农业研修
生的招募和培养，促进更多生产者选择采用生态信任农业方式进行生产，从而扩大生态信任农业影响力，推动生态
信任农业发展。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的青年人和中小农户。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
成果：在河南、山东、北京等省市的农业院校开展多次宣讲会、招聘会，招募10名研修生，在天津生态信任农业示
范基地接受培训。组织现有师资资源和研修生对过去三年的实践知识积累进行梳理，开发一套面向生态信任农业生
产者的专业性在线课程。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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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8,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8,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开发“可信农场”数字化平台，记录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生产过程，促进生产者诚信生产和提高管
理效率，消费者有渠道了解生产者诚信生产过程，愿意支持生态信任农业。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中小
农户、技术人员、农业院校老师和学生、消费者。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走访了全
国20家农场，汇总各农场生产记录数据，并协助农场完善生产记录工作。建立起农场信息资源库，并与10家农场签
约共同开发“可信农场”数字化生产记录平台，将于2017年6月正式上线，以提升农场管理效率，鼓励农场主诚信
生产；让消费者可视化生产过程，了解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并愿意支持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

50 项目名称 ：  城镇生态信任农业知识垂直分享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建设生态信任农业维基百科网站，汇集生态信任农业的信息，促进行业内技术开源与交流，以及中
小农场主在技术、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合作，惠及更多的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
中小农户、技术人员、农业院校老师和学生。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开发完成“生
态信任农业维基百科网站”的建设，成为中小农场主、农业院校师生、农业技术人员分享知识、信息的平台。在此
基础上，继续建设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运营者的合作网络，推动农村绿色微型企业在技术、生产、市场方面的合
作。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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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项目名称 ：  城镇生态信任行业研究与倡导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帮助欠发达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业微型企业及农场主构建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通过消费者教育促进城市消费者理解绿色农业，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接渠道及信任关系，通过行业研究、政策
倡导、生产者网络建设，从而支持低收入农民从事绿色农业生产，改善生计，促进减贫与城乡良性互动。受益方：
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中小农户、技术人员、农业院校老师和学生。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年7月。项目活
动与成果：通过对生态信任农业行业的研究，以及对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的案例研究，对行业发展趋势、存在困难
与挑战、发展措施给出了研究结果，并对如何发展提出了建议。公开发布报告，推动政府对农村绿色微型企业发展
议题的关注52 项目名称 ：  城镇生态信任农业从业者陪伴式成长及社区建设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46,5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帮助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业微型企业及农场主构建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以及为他们
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活动提供各方面支持，从而改善他们的生计，促进减贫与城乡良性互动。受益方：从事生态
信任农业生产的中小农户。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与北京、天津、河北、陕西、四
川等省市的30多户中小农场主共同建立生态信任农业标准，给他们提供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开展生产、物
流、销售等多方位的合作，组织了多次生产者与消费者见面活动，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相互了解。通过项目提高
了中小农场主的生产、经营能力，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促进减贫与城乡良性互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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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项目名称 ：  城镇生态信任农业微型企业成长支持青年从业者培养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帮助欠发达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业微型企业及农场主构建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通过消费者教育促进城市消费者理解绿色农业，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接渠道及信任关系，通过政策倡导、培养
青年研修生、生产者网络建设，从而支持20000户低收入农民从事绿色农业生产，改善生计，促进减贫与城乡良性
互动。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青年人。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月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过每月
一次的专家委员会，中日专家的实地指导，青年研修生参与实际种养殖过程，培养青年从业者，共培养了25名青年
研修生，其中，2名已经回家乡开办生态信任农场。

54 项目名称 ：  城镇生态信任农业农产品生产标准及品质检测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76,551.06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对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试验和总结，制定系列的生态信任农业农产品生产标准，并通过对
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进行检测，使中小农场生产者有技术、标准可依据，并参照标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
生产能力，建立可循环的生态农业模式。并为消费者提供安心农产品，有助于建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
系。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的中小农场主。项目周期：2015年8月-2016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在“日本守
护大地协会”的指导下，参考《中国有机农产品标准GB19630.1-2011》和《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畜产品标准》，结合
目前中国生产者的生产实际，制定了《富平-大地生态信任农业畜禽产品生产标准》。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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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案例研究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52,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52,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对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生产、经营等知识、信息的收集、整理、总结和传播，为生产者营造学习、
做事的氛围，促进更多生产者选择采用生态信任农业方式进行生产，从而扩大生态信任农业影响力，推动生态信任
农业发展。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中小农户、技术人员、农业院校老师和学生、农业部门人员。项目周
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走访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10家农场，进行深度访谈，对农场、
经营管理模式进行案例研究；调研了全国20家农场的生产记录（投入品使用）情况，探索投入品公开的可能性；开
展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活动6次。完成了包括4家农场案例的研究报告，并向行业发布；与10家农场达成共识，公开
这些农场的生产投入品使用信息 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56 项目名称 ：  生态信任农业农场信息化平台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开发“可信农场”数字化平台，记录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生产过程，促进生产者诚信生产和提高管
理效率，消费者有渠道了解生产者诚信生产过程，愿意支持生态信任农业。受益方：从事生态信任农业生产的中小
农户、技术人员、农业院校老师和学生、消费者。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走访了全
国20家农场，汇总各农场生产记录数据，并协助农场完善生产记录工作。建立起农场信息资源库，并与10家农场签
约共同开发“可信农场”数字化生产记录平台，将于2017年6月正式上线，以提升农场管理效率，鼓励农场主诚信
生产；让消费者可视化生产过程，了解生产投入品使用情况，并愿意支持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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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项目名称 ：  社会组织融资第一期试点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535,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3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探索成立专为社会组织提供融资服务的专项基金的管理模式，拓宽社会组织的融资渠道。受益方：受益
方：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并且融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社会组织。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8月。项目活动与
成效：项目第一期对试点对象的经营情况和融资需求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试点对象的发展特点，为其研制适合的信
贷产品和流程。已于2016年9月，向支持残疾人就业的“耳目网”提供了期限3年、额度50万元的信用贷款。“耳目
网”利用该笔贷款扩宽业务领域，启动了面向厂商的线上线下（O2O）推广服务。

58 项目名称 ：  2016-社会创新伙伴拓展慈善教育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9,592.63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9,592.63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进一步深化社会创新伙伴公益参与模式在北京的发展，并将社会创新伙伴模式拓展至中国东南部地区，
培养慈善家，推动社会创新和慈善领域的发展。受益方：愿意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
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社会创新伙伴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慈善教育活动和2次慈善学习之旅。通过慈善学习之旅，
社会创新伙伴及潜在伙伴对SVP模式、公益领域发展的前沿知识和趋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开拓其视野。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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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项目名称 ：  2016-社会创新伙伴拓展运营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52,024.26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2,024.26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了将社会创新伙伴模式拓展至中国东南部地区，培养慈善家，推动社会创新和慈善领域的发展。受益
方：愿意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专业人士，北京、上海等地的公益组织。项目周期：2016年1-12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通过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展公益慈善、社会创新的学习活动和建设在线学习社区，聚拢更多潜在合伙人
并转化为正式合伙人，为社会创新伙伴项目拓展和运营建立基础。在2016年，社会创新伙伴模式成功地拓展至上
海。

60 项目名称 ：  2016年度社会创新伙伴拓展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5,225.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85,895.25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路演等方式，聚集对于公益创投模式感兴趣的跨界社会专业人士，成立当地的社会创新伙伴社群，
以公益创投的方式帮助公益组织更具规模化地成长。受益方：关注、支持公益事业的各跨界领域专业人士。项目周
期：2016年1-12月。项目活动和成果：2016年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共举办10余场的路演活动，并成功地在上海
成立核心社群，计划在2017年资助第一家公益组织开启上海的SVP公益创投项目。同时，通过在广州和杭州的路演
活动，建立了两个核心筹备社群，为未来探索在当地建立支持公益事业社群的可能性形成人员基础。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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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项目名称 ：  2016年度社会创新伙伴公益学习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3,631.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48,783.92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各类公益慈善参与式学习之旅，帮助社会创新伙伴——跨界专业人士更加了解公益前沿趋势，使其
成为社区慈善家，更有效地善用自己的时间和智识帮助其支持的公益组织成长。受益方：关注、支持公益事业的各
跨界领域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2016年共举办50余场活动，包括公益创投路演活
动、家庭公益志愿服务、大家讲坛、慈善学习之旅、公益组织资助过程管理等。平均每场活动的参与率在30%左
右。

62 项目名称 ：  2016-2017年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机构发展支持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8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8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帮助桂馨基金会梳理其科学课项目定位、目标、战略和实现路径，增强机构为更多儿童服务的能力。受
益方：使用桂馨科学课活动的中小学师生、桂馨基金会。项目周期： 2016年10月-2017年10月。帮助桂馨基金会梳
理了其科学课项目的定位、目标、战略和实现路径，在此过程中，还协助桂馨开展项目评估工作，帮助其科学课项
目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影响力目标。经过战略梳理等内部能力建设活动，截止至2016年12月，其服务覆盖面已达到
71.3万名中小学师生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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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名称 ：  歌路营机构发展能力建设支持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资助，使歌路营实现机构转型，突破瓶颈，找到合适歌路营发展的道路，达成“2019年后覆盖3000
所学校，影响100万孩子”的目标。受益方：农村学校住校生，歌路营机构本身。项目周期：2016年8月-2017年8
月。项目中，社会创新伙伴的专业志愿者为歌路营战略转型提供咨询、筹款等工作，帮助歌路营梳理机构发展战
略，确定发展路径，以提高歌路营规模化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截止至2016年12月，“一千零一夜”项目已覆盖1000
所农村学校，并开发出除“一千零一夜”外的两条产品线——“音乐教育”及“心理视频集”，全方位服务于农村
住校生。

64 项目名称 ：  2017年益修学院机构发展支持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帮助益修学院在2016-2017年，进一步发展其对于全职公益人的在线职业教育平台，精进其短视频内容
的研发，以及拓展其针对不同渠道学员的覆盖，并形成自学的自组织，增强全职公益组织学员的职业学习体验。受
益方：公益从业人员、益修学院。项目周期：2016年11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益修学院在项目支持
下，目前已经研发出新“三脚猫”短视频课程系列，作为公益组织人员的入职培训，并开拓枢纽型基金会作为课程
输送渠道。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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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项目名称 ：  共益企业-社会创新新组织形式研究及传播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1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参与“共益企业论坛”和出版《共益企业指南》中文简体版，为推动共益企业这种社会创新组织新
形式在中国落地，提供理论和最优实践案例的支持，增加社会创新市场的新要素。受益方：公益组织和从业人员、
社会企业和从业人员。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参与了“两岸四地共益企业前瞻论
坛”，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50多人参会，通过论坛讨论，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
HKSEF就共同推动中国大陆、香港共益企业的发展达成共识。完成了《共益企业指南》的翻译，预计2017年6月出
版。

66 项目名称 ：  共益企业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开展共益企业在中国推广可行性的研究工作，以分析引入这种社会创新新型组织形态的社会价值、市场
准备度，探索其可能的策略、路径和风险。为多重使命的共益企业提供发展的土壤；同时，对于追求多重使命的年
轻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可能。受益方：公益组织、社会企业及从业人员、各跨界领域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2
月-2017年11月。2016年6月启动研究工作，组建顾问委员会和研究团队，并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形式对共益企
业、共益性公司形式开展研究并撰写报告。翻译共益企业实验室网站网络课程，制作成微信方式进行传播。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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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项目名称 ：  开展“善读书友会”线上、线下活动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借助线上、线下的“善读书友会”活动，探索构建全国性的多元化、学习型社群，为发展社会创新的网
络奠定基础，促成更多跨界人士参与到社会创新中，为社会创新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受益方：公益从业人士、各跨
界领域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创立“善读”微信公众号，2016年发布15
篇文章，平均阅读量超过200，并被多家公众号转发。在“善读书友会”这一在线知识分享与互动社区，定期举办
“儿童节赠书”等活动，促进更多人参与公益。“善读书友会”在上海、杭州等地开展一系列读书会活动，邀请专
家与书友们围绕公益慈善创新和社会发展思辨进行交流、分享，传播新公益、社会创新的理念与方法。

68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课程创新教学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旨在真正为社会创新创业教育带来革新，提升教与学的质量，研发并测试创新教学，探索下一代的教学
方式。受益方：参与项目的高等院校的老师、大学生。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通
过和高校的社会学专业、社工专业、MPA专业合作，开设社会创新课程，并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创新挑战赛的机会，
通过比赛的方式激发高校师生探索创业教育方式创新、实践社会创新的行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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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课程案例研究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1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充实中国社会创新课程体系，研发、撰写中国社会创新案例，搭建案例库。受益方：大学生、大学相关
专业教师、公益组织。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2016年开始，前期主要是寻找潜在合作方，与这
些合作方讨论案例撰写计划。

70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课程（社会工作系及MPA）引进研发执行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向社会工作系及MPA学生提供更优质的社会创新教育，引进、二次研发并在合作院校落地执行相关社会
创新课程。受益方：大学生、高校相关专业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已在清
华大学开课，并计划2017年在10余所高校开课；举办了两次教师教研讨论会，共有20余位教师参与，就在大学研
发、开设社会创新课程的可行性、需求、方法、下一步行动方案等进行了研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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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课程（社会创业类）引进研发执行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引进、二次研发并落地执行相关社会创新创业课程及相关创业辅导，向社会创业者和大学生提供更优质
的社会创新创业教育。受益方：大学生、高校相关专业教师。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项目前期主要是寻找及与合作方洽谈，正与米勒中心洽谈社会企业加速营的合作事项，预计2017年6月下旬举
办社会企业加速营。

72 项目名称 ：  全球社会创新课程研究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研究全球社会创新课程，洞悉最前沿的社会创新教育，为后续设计和执行社会创新课程项目打下研究基
础。受益方：大学生、高校相关专业教师、相关研究者。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
已经开展了对国际领先的社会创新课程的研究，预计2017年9月发布研究报告，还将进行亚洲及欧洲的社会创新课
程研究，为本土化社会创新课程设计提供参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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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课程教师培训及学习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提升社会创新创业课程教师的视野、教学方法革新和授课能力，真正带来创新创业课堂学习的革新。受
益方：大学生、高校相关专业教师、相关研究者。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已经对5所高校的相关专业
老师进行了需求调查，了解他们的需求、问题和挑战。项目计划继续对高校的相关专业老师进行调研，根据需求设
计培训工作坊，在2017年7月举办4-5天教师集中培训活动，并组织以议题区分的各类分散性线下教师培训活动。

74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网络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支持国内社会创新领域的组织、实践者与研究者与国际（美洲、欧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
家）社会创新领域的组织、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促进他们之间的学习与合作，共同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社
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寻求在不同社会语境下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佳途径。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
会创新组织及员工、关注社会创新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项目将在
2017年举办社会创新工作坊，支持国内社会创新组织、实践者和研究者参加工作坊、访学活动等。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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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项目名称 ：  斯坦福社会创新中文版筹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1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为引入并汉化社会创新领域权威期刊《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做前期准备工作，以保证正式出版该评
论， 从而支持中国社会创新领域研究质量与实践水平持续提高。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会创新组织
及员工、关注社会创新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引入《斯坦福社会创新
评论》，组织翻译团队，进行翻译，与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为出版该评论做前期准备工作。

76 项目名称 ：  斯坦福社会创新中文版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8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出版并推广社会创新领域权威期刊《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为中国社会创新提供可学习、借鉴的社会
创新理念和实践，支持中国社会创新领域研究质量与实践水平持续提高，发掘并培养专注于社会创新领域的人才。
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会创新组织及员工、关注社会创新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
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计划在2017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并通过社会化媒体等方式推广，让社会创
新成为更多人关注的话题和行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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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筹备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3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3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引入、翻译并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历年精选文章，提供社会创新的知识产品，促进中国社
会创新的发展。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会创新组织及员工、关注社会创新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
2016年12月-2017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项目将在2017年对《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历年文章进行精选、翻
译，并与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

78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经典书籍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引入、翻译、出版并推广国际上经典、优质的社会创新书籍，引入新思路、新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创新
领域持续提升研究与实践水平，促进中国社会创新的发展。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会创新组织及员
工、关注社会创新的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项目计划在2017年引入、
翻译东亚等国优秀的社会创新书籍，并与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这些书籍，并进行推广。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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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项目名称 ：  东亚社会创新网络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搭建东亚地区社会创新交流的平台，为社会企业、非营利机构、影响力投资者以及其他致力于做出
改变的机构或个人构建交流、学习的环境，促进社会创新相关的重要概念、标准以及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传播。受
益方：社会创新组织人员、关注社会创新的跨界专业人员。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月。项目活动与成
果：2016年12月组织社会创新组织领导人、学者对日本大阪大学进行了访问，了解日本社会创新现状，介绍并传播
中国相关经验；项目计划2017年通过走访、会议等方式，促进东亚社会创新理念和实践案例相关信息的交流、传
播；探讨合作方式，促进中日韩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合作。

80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0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0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共同组建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促进现当代史学术研究
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发展。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社会
创新组织人员、关注社会创新的跨界专业人员。项目周期：2016年1月-2016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1）完成
捐赠资金人民币贰佰万元用于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人文学院社会创新及现当代史研究基金“；
完成了“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的设立工作。（2）成立了中心理事会，加强中心的治理工作；筹集中心
学术委员会。（3）启动社会创新及现当代史研究工作。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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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项目名称 ：  教育公益机构新筹款模式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64,3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70,543.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以千千树为案例,探索教育公益机构的新筹款模式，寻求为优秀公益机构发掘、汇聚资源的有效途
径与工作方法，为处于机会不平等地位的儿童争取教育资源与发展机会，促进教育问题的解决。受益方：教育公益
机构及教育公益机构服务的农村幼儿园儿童。项目周期：2016年4月-2017年3。项目活动与成果：积极开拓面向教
育公益机构的基金会、企业与公众筹款渠道，建立内外部筹款工作机制，形成一些可供其他教育类公益机构借鉴的
筹款工作方法与经验。

82 项目名称 ：  新公益理念传播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2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2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制作利于传播的公益传播产品，借助互联网的联结性，让社会创新的新方法被更多有意参与公益的人知
晓，提升社会公众对新公益方法的认知度，进而推动社会创新的构建。受益方：全国多个省市有意且有志于参与或
是支持新公益发展的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6月-2016年10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近年来以公益创投为代表的新公
益理念与模式的出现，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为了普及新公益理念和模式，制作了一个短视频，
在上海、杭州、广州等社会创新伙伴路演、线下活动进行播放推广，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获得了数百浏览量。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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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项目名称 ：  社会创新者群像故事的艺术跨界传播方式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8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8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用艺术形式呈现社会创新者的故事与问题解决式报道，放大社会创新议题的传播效力，培育促进社
会创新市场成长的有利社会氛围。受益方：公益组织及员工，关注社会创新的研究者和专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
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前期与不同合作方进行了合作讨论，已与腾讯、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探讨了
开展合作的计划，2017年还将寻找更多跨界的机构共同设计、开展这项行动。产出了问题解决式报道知识产品，发
布在网站。

84 项目名称 ：  利用互联网+搭建社会创新社群平台的探索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9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9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探索利用互联网的互联性加固人与人之间基于善意的联结，通过开发和传播一套社会创新课程，对接社
会创新的学习和教育资源，搭建社会创新的学习社群，并通过社会创新大赛，激发出个体的社会创新原动力，有更
多人参与社会创新，以激活社会创新市场。受益方：公益机构及员工、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关注社会创新的跨界专
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进行了国外社会创新课程资源的研究、考察，以及
与潜在合作资源方就未来合作的商讨工作，确定了与圣克拉拉大学米勒中心、纽约大学、普雷西迪奥大学、沃森大
学4所大学的合作关系，开展全球社会创新课程的研究、开发、引进，它们将成为社会创新课程产品的支持基础；
同时寻找国内高校 与潜在合作高校商讨在学校引入及本土化课程等 作 有 所国内高校将在 年 月份提交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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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项目名称 ：  公益创新创业垂直自媒体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15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15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旨在借助数字化运营工具与传播手段，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将社会创新的理念传递给更广泛的
有意支持和参与社会创新的社会人士，从而为社会创新市场注入多元跨界的资源。受益方：社会创新实践者、有志
于推动社会创新的政府、企业和社会人士。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7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持续关注各地公
益创投及社会投资人动态，不定期推出资源方的报道，解读他们的投资价值观和方法论；营造深度关注社会创新的
网络研讨社群。完成B Corps相关报道的前期研究与分析。

86 项目名称 ：  优化社会创新理念传播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15,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15,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旨在采用传播领域专业的梳理与分析工具，优化社会创新理念的传播策略与传播方案，提高社会创新理
念的传播效果，让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接触到社会创新理念，从而为社会创新市场注入多元跨界的资源。受益方：有
意支持和参与社会创新的人士，公益机构。项目周期：2016年9月-2017年8月31日。项目活动与成果：引入专业机
构资源，利用传播领域专业的梳理与分析工具，对社会创新理念的传播策略与传播方案进行优化，提升社会创新理
念的传播效率与传播效果，产出利用社交媒体做社会创新理念传播的策略与执行方案。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第15页插页

页码，1/1(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ageId=20161464-42&id=10002...



   

   

87 项目名称 ：  数字化传播社会创新理念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23,95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23,95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旨在借助数字化运营工具与传播手段，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将社会创新的理念传递给更广泛的
有意支持和参与社会创新的社会人士，从而为社会创新市场注入多元跨界的资源。受益方：有意支持和参与社会创
新的人士、公益机构。项目周期：2016年9月-2017年8月。项目活动与成果：利用传播领域专业的梳理与分析工
具，优化社会创新理念的传播策略与传播方案，通过乐平的网站与社交媒体运营方案，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结合
的方式传播社会创新理念。

88 项目名称 ：  社会问题解决者理念推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16,408.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16,408.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旨在向社会年青中间力量传播社会问题解决者的理念，提供更好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意、方法、工具、资
源，从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加速社会创新的发生。受益方：关注社会创新的青年人、公益
机构及从业人员。项目周期：2016年9月-2017年8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收集、整理、研究了社会创新知识、社会
问题解决者知识、实践案例，并通过微信、网站等传播。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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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项目名称 ：  构建公益行业员工成长及心理支持体系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探索及实践一套长期、系统的公益组织员工心理帮扶计划及个人能力成长计划，探索构建一套公益
行业员工成长及心理支持体系及方法。受益方：公益机构及员工。项目周期：2016年7月-2017年6月。项目活动与
成果：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职业健康心理学课题组合作，基于个人的五型人格及MBTI类型测试结果，为公
益组织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减压方法及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人沟通技巧，形成公益组织员工心理档案及动态测评系
统。建立适用于公益组织员工的心理帮扶体系，包括邮件、QQ、微信咨询、分诊及相关心理咨询及治疗资源推荐。
收集并建立适用于公益组织员工的应用心理学技巧及知识体系，包括心理学与生活、心理学与工作、心理学与成
长 理学与健康 依托开展主题讲座 主题沙龙 体验 作坊 读书会 经验分享会 基本 作能力培训等形式90 项目名称 ：  公益组织员工心理成长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02,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02,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借助“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方法，探索如何增加公益组织员工心理资本，提升员工自我价值与实现组织
使命的匹配度，促进员工成长的方法。受益方：公益组织及员工。项目周期：2016年3月-2017年2月。项目活动与
成果：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职业健康心理组以乐平为案列，探索提高公益组织员工的心理资本的方法，项目具体
通过评测、个案辅导、集体学习以及分析研究等方法，开发公益组织员工潜能，在认同员工能力的基础上，着力于
提高员工自信心、工作积极性及人格坚韧度等心理资本，并在建立员工心理资本优势的基础上，促进公益组织健康
发展和员工自我实现。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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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项目名称 ：  公益组织员工发展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400,000.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400,000.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探索及回应公益组织员工在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及岗位的职业发展需求，设计并实施公益组织员工职
业发展规划及方案，加强公益组织留住人才的能力。受益方：公益组织及员工。项目周期：2016年12月-2017年11
月。项目活动与成果：根据《2014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的调研结果，有高达37.5%的公益组织离职者
选择去企业工作，其主要原因是企业能为员工提供更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及机遇，因此项目将尝试多种方法，为公
益组织员工提供将个人价值实现与组织使命结合、将个人职业发展与组织发展结合的方案。

92 项目名称 ：  中国青年就业与公益创业工作坊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215,189.1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215,189.1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以工作坊形式来讨论公益行业人才培养、社会创新人才培养的话题，促成政府代表、商业领域、公益机
构合力推动青年人的职业发展。受益方：关注公益人才培养的机构、有志于投身社会领域的个人。项目周期：2016
年8月-2016年1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2016年11月14日，在北京举办“青年就业与发展工作坊”邀请了政府、企
业、公益机构、社会创新实践者不同领域的人参会，主题为“技术变革时代的青年职业发展”，讨论了在技术变革
和经济新常态下特别是受教育程度不高且技能匮乏的青年人，如何融入到由知识、技术、技能共同驱动的中国经济
中得以发展。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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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项目名称 ：  青年职业教育、就业与创业研究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300,357.0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300,357.00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目标：通过组织利益相关方开展研究、研讨会等方式，引导关注青年人职业教育、就业与创业问题的社会资源
投入，探索帮助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匮乏的青年人更好地融入到由知识、技术、技能共同驱动的中国经济中的方
式，帮助青年人获得平等的学习与发展机会。受益方：青年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不高、技能匮乏的青年人。项目周
期：2016年9月-2017年2月。项目活动与成果：走访关注青年人就业与创业的公益组织进行调研，组织研讨会讨论
青年人创业与就业的议题，并组织研究者撰写了《中国家政服务行业职业发展研究报告》。

项目名称 ：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
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
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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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开展的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否

本年度开展了（  ）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00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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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年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否

下年度计划开展了（  ）项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00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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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外活动情况

1. 基本信息 无此情况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单位：个数）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构 

主要负责人
工作人员 志愿者 其他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本年度参加 

国际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举办外文网站
 是  否，外文网站数量：个，外文网站使用的语言： 英语  
法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世界语  其它

举办外文刊物
 是  否，外文刊物数量： 个，外文刊物使用的语言： 英语  
法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世界语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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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境外捐赠（含募捐）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无此情况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组织的捐赠

政府

企业

其它 7,268,444.01 7,268,444.01

总计

第19页

页码，1/1(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ageId=20160172&id=1000297...



3. 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无此情况

`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工作对象和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人数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16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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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无此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方 项目资金(人民币元)

项目形式 实施国家(地区)
合作方类型 所在国家(地区) 中方 外方

                    

                    

                    

                    

                    

注：1. 合作方类型：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个人。  

    2.项目形式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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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无此情况

序
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单 
位：人民币元/年）

担任职务或 
获得资格情况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16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3.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际

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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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无此情况

1.2016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如：组织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开展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

实施重要的人文社会交往项目，组织或者参与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或者参与重要的国际行动，开

展有影响的对外扶贫救援，参与制定国际行业规则，在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担任重要

职务或者与其建立正式工作关系，建立海外机构，依法发起或者参与发起成立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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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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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

流、交通、
会议、培

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无        

        

        

        

        

        

        

        

        

        

        

        

        

        

        

        

        

        

        

        

合  计  0  0  0  0  0  0  0

说明： 
一、重大公益项目名称应与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包括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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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
公益总支出比

例
用途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0.00 0%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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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

表人

受托
人是
否具
有金
融机
构资
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
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
额

实际收回金额

无
否    

    

    

    

    

    

    

    

    

    

    

    

    

    

    

合 计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
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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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股权投资  16303.49  17408.4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16303.49  17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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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丁健

 
发起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发起人

 
资和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

 
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发起人

 
南都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UNITED WAY WORLDWIDE

 
主要捐赠人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东方信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市搜候中国城市文化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资和信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被投资方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与基金
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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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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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合    计  0  0

 
第31页

页码，1/1(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ageId=2016102901&id=10002...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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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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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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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2年  15000 0  15000 0  0  0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15000 0  15000 0  0  0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北京市社会团体
管理办公室  15000 100% 0 0

2014-04-
01

政府购买服务保证
金

   

   

   

   

合 计  150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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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90000 0  0 0  0  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90000 0  0 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北京鸿泰嘉业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90000 100% 0 0
2015-12-

01

预付房租费

   

   

   

   

合 计  9000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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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应付款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社会保险

 0  2835.3  2460.26  375.04

     

     

     

     

     

     

     

     

     

     

     

     

     

     

     

     

     

     

     

合  计  0  2835.3  2460.26  3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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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预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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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6年度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工作总结 
 
2016年，慈善法出台，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于规范慈善活动有序运行、促进慈
善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乐平）积极组织学习，在主管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指导下，遵守《慈善法》等法律法规，依照章程，开展各项工作，用社会创新的方法，放大公益影响
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016年，乐平重点工作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继续做好治理工作，保证乐平的合法合规与快速发展。第
二，通过有效支持公益项目，积极探索在技术变革时代，如何规模化为机会缺失人群提供服务，共享社
会发展成果；并通过探索多种方式促进社会创新环境的构建，鼓励跨界的个人、组织参与到社会创新
中，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和实践行动。第三，通过提升机构能力，建立乐平未来发展的基
础。通过以上工作，2016年乐平为近18万人提供了培训与就业服务、微型金融服务、教育服务、参与生
态信任农业市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积极推动专业志愿者投身公益，增加公益供给侧的资源
和能力，从而帮助有潜力的公益机构有效地、规模化地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传播社会创新理念和案例，
推动社会创新行业发展。 
 
一、建设基金会良好的治理结构和机制 
 
1、治理程序合法合规，积极响应号召，认定为慈善组织 
2016年乐平基金会按照章程规定共召开了2次理事会。 
（1）5月6日，召开了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报告了2015年度工作总结、
财务决算与2016年工作计划纲要、财务预算，并审议与表决了2015年度工作报告、财务决算与2016年工
作计划纲要、财务预算。 
（2）9月20日召开了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法》、《慈善组织认定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审议并表决了同
意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申请认定慈善组织。 
如上两次理事会会议，全体监事列席参加，并对基金会的财务工作和理事会况提出了监事会的意见。秘
书处定期提供监事会简报，包括财务信息和重大活动信息，便于监事会监督工作。 
 
2、加强理事、监事沟通互动，提升参与度 
秘书处通过微信手机报、日常走访、座谈会等形式增强理事、监事的沟通交流，通过理事与年轻同事的
交流活动，增进理事、监事对乐平工作的了解，以及与机构、员工之间的联结，以更有效的参与到乐平
的治理工作中。 
2016年度，手机报每周4条，每月拜访理事、监事，频率是25人次。此外也邀请理事、监事走访乐平的
公益项目点、参加乐平年会、骨干员工团队建设等活动，及组织理事、监事座谈会等。通过这些方式，
使信息传递畅通，让理事、监事能够及时了解乐平的工作，并能为乐平的工作提供建议、资源和支持，
更好的行使决策和监督的权利。 
 
3、合法合规 
（1）2016年7月11日，通过北京市民政社会团体2015年度年检，结论合格。 
（2）完善信息披露，及时信息公开。目前在基金会中心网的透明指数FTI排在并列第一位。 
（3）财务合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2016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2015年基金余额的61.71%，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当期总支出的 两个比例均符合 基金会管 条例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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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当期总支出的3.56%；两个比例均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 
 
4、获得慈善组织认定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颁布后，乐平立即启动相关工作，于10月27日得到北京市民政局认定为慈善组
织。 
 
二、支持公益项目，探索社会创新方法、模式，形成更多资源投入社会创新领域，产出更多有效的解决
社会问题的方案和行动 
2016年，乐平资助及实施公益项目共93项，公益项目支出金额为2,644.33万元，主要用于服务低收入人
群并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公益创新研究及公益人才培养，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及实践探索。项目为近
4,000名农村妇女和下岗女工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帮助她们摆脱贫困；为1,900所农村幼儿园的17
万名孩子提供适合农村学前教育的课程，为8,000多名乡村幼儿园教师提供培训和长期支持；支持100多
户农村生产者留在土地上创业；支持歌路营、桂馨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帮助这些机构扩大服务规模，惠
及更多的服务对象；对共益企业等社会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研究和传播，参与“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
投资论坛”工作，形成对中国社会创新思想支持和引领。 
 
以下为2016年乐平公益项目涵盖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通过外来务工者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提高农村儿童学前教育质量、生态信任农业等项目，
服务金字塔底层人群，增强他们自身发展能力；同时跨界创新和整合资源，探索集合影响力方式系统性
地解决社会问题，以使服务惠及千万级机会缺失人群。 
 
1、女性农民工家政职业培训与就业，项目为近4,000名来自贫困地区妇女和下岗女工提供家政服务员、
母婴照料、养老服务等培训，并帮助她们就业，年均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除此之外，项目主要投入到
微课研发、微课在线培训上，以解决线下培训规模无法扩大、无法满足家政服务员持续性职业能力提升
需求等问题，2016年共上线微课85节，点击量达到35万人次，2万多人在线学习。 
 
2、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项目主要通过探索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提升，包括：（1）持续
研发和完善农村幼儿园的阅读、音乐和数学教学活动、农村村级幼儿园混龄班课程、农村幼儿园教师培
训课程，研发、上线了在线微课35节。（2）为北京、湖北、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
省市提供了省、县级农村学前教育培训师培训666课时，乡镇中心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685课时，共为
8,000余名教师提供了培训，帮助项目地区建设农村幼儿教师培训体系。（3）探索农村学前教师在线教
育体系，试验微课、APP平台、微信群等方式，让优质教育资源和农村老师对接，激发和帮助老师提高
自我学习和互助学习能力。（4）为了规模化为农村儿童提供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尝试集合影响力方
式，让高校、研究机构、地方教育部门、农村幼儿园和教育公益组织在共同目标和评估指标下，合作发
挥作用。（5）通过支持北京千千树儿童之家的教师培训、开展教研活动、营养三餐、安全校车等项
目，保证儿童之家作为农村幼儿园教学实验园正常运转。 
 
3、生态信任农业与农村发展，项目重点支持进行生态信任农业标准开发，不断完善《生态信任农业生
产标准和规程》，为生态信任农业生产者提供了依据和指导；通过访谈、文献研究、专家与生产者的多
次研讨，完成了《2015年度生态信任农业发展模式实践与挑战总结报告》；开发生态信任农业培训课
程，培养研修生，进行生态信任农业生产技术试验；与生产者合作，共同建设“可信农场”数字化平
台，促进生产者诚信生产。 
 
 
第二方面：培育公益人才，联接并激发更多“人”的个体力量，学习和参与新公益，放大公益机构的社
会影响力。通过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开展公益慈善、社会创新的学习活动和建设在线学习社区，聚
集对 公益创投模式感兴趣的跨界专业人士 探索建立支持公益组织的专业志愿者社群 将他们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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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集对于公益创投模式感兴趣的跨界专业人士，探索建立支持公益组织的专业志愿者社群，将他们的专业
志愿服务与公益组织联接起来。2016年，志愿者为歌路营、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益修学院提供战略规
划、发展模式、资金筹集等志愿服务，对这些机构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帮助这些机构探索社会影响规
模化的路径、方法等，并取得了好的效果。 
 
第三方面：关注、研究公益新趋势、理论和最优实践案例，形成对社会创新的思想支持和引领。 
1、2016年，乐平开展了共益企业在中国推广可行性的研究工作，并通过传播B Corp知识、组建学习社
群、与南都公益基金会协作探索等行动，为具有多重使命的共益企业在中国发展形成环境。协助和指导
“众建筑”认证了共益企业。 
 
2、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合作，共同组建了清华大学中国社会创新与现当代史研究中心，以促进现当代
史学术研究及创新思维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发展。为了加强该研究
中心的治理，成立了中心理事会，启动了社会创新及现当代史研究工作。 
 
3、启动中国社会创新课程研发工作，与国内高校的社工系、MPA、MBA等专业合作，让社会创新课程走
进课堂，目前已在清华大学开课。 
 
三、提升与乐平战略定位相匹配的组织能力 
2016年，乐平明确了战略定位为社会创新的催化者和市场构建者，围绕这一定位，乐平的组织能力提升
工作主要是，有序开展了品牌梳理和多途径筹资工作；探索建立人才发展机制，支持85后、90后的年轻
同事负责重点业务工作，培养更多年轻同事到领导职位，形成梯度与储备；启动了员工心理支持项目。
 
四、捐赠收入完成和支出完成情况 
2016年，乐平捐赠收入2805.42万元；总支出2747.76万元，其中，公益支出2644.33万元，筹款与管理
费支出103.43万元。 
 
 
五、2016年工作不足之处  
随着乐平业务的快速升级，人员不足、项目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制约了乐平的发展。主要表
现在：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员，导致一些岗位人员不足，影响一些工作的顺利进行；项目管理流程需要
优化，随着项目增多，原有的项目管理流程造成效率低下、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2017
年，乐平将加大人员招聘力度，补足人员不足；尝试项目管理数字化，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2016年，乐平在主管单位指导监督下，在理事会领导和员工努力下，积极贯彻政府推进社会建设、发展
慈善事业的精神，治理合法合规，探索用创新的方法构建社会创新市场和催化社会创新解决方案，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一些的挑战。2017年，乐平将再接再厉，在战略确定、定位明晰、核心业务成型
的前提下，完成业务产品化、人员职业化、内部工作流程化，以稳定支持乐平的业务发展，为中国社会
发展起到更大的先锋探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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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年  月  日2016 12 31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30,584,961.829,598,383.9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2,000,000.00 应付款项 62 0.00 375.04

 应收款项 3 15,000.00 0.00  应付工资 63 29,872.54 67,142.71

 预付账款 4 90,000.00 0.00  应交税金 65 722.86 4,140.43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30,689,961.831,598,383.9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30,595.40 71,658.18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12,197,004.812,213,308.3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12,197,004.812,213,308.3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0.00 0.00     

 减：累计折旧 32 0.00 0.00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30,595.40 71,658.18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35,773,085.334,051,69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083,285.979,688,344.02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42,856,371.343,740,034.

 资产总计 60 42,886,966.743,811,692.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42,886,966.743,81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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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年度2016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8,286,505.00 12,886,860.13 21,173,365.13 5,599,764.00  22,454,393.42 28,054,157.42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17408.49 0 17408.49 16303.49  0 16303.49

  其他收入 9 485,251.50 0.00 485,251.50 290,753.25  0.00 290,753.25

  收入合计 11 8,789,164.99 12,886,860.13 21,676,025.12 5,906,820.74  22,454,393.42 28,361,214.16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4,230,800.51 0.00 14,230,800.51 26,443,305.44  0.00 26,443,305.44

 （二）管理费用 21 732,942.69 0.00 732,942.69 978,968.92  0.00 978,968.92

 （三）筹资费用 24 80,744.35 0.00 80,744.35 55,276.98  0.00 55,276.98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15,044,487.55 0.00 15,044,487.55 27,477,551.34  0.00 27,477,551.34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9,612,700.51 -9,612,700.51 0.00 19,849,335.37 -19,849,335.37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3,357,377.95 3,274,159.62 6,631,537.57 -1,721,395.23  2,605,058.05 883,662.82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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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年度2016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8,054,157.4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608,759.51

现金流入小计 13  28,662,916.93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25,305,822.5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617,005.74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671,389.56

现金流出小计 23  27,594,217.8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068,699.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2,000,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2,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55,276.98

现金流出小计 58  55,276.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55,276.9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986,577.89

第42页

页码，1/1(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ageId=20161471&id=1000297...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年检 
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二)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4A ，有效期 自  年至  年。 2013 2018

(三)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四)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5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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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  : 邓国胜

意见：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2016年度的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的要求，并加强了
《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治理有效且合
法合规。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监事  : 任志强

意见：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在2016年度工作中，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治理及
业务严谨规范，财务情况合法合规。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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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 朱英璜

意见：  

2016年度，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的治理、业务、财务情况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
程，监事会对2016年度北京乐平基金会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有效的监督。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监事  : 无

意见：  

无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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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 在媒体上公布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组织网

2016-07-12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说明：刊载媒体包括并不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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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媒体上公布2015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8-08

2  
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2016-07-11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说明：刊载媒体包括并不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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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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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布公益慈善资助项目收支明细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2-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1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2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3-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2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3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4-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3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4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5-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4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5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6-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5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6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7-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6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7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8-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7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8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09-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8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9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10-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9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11-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10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11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6-12-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11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12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官网

2017-01-10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12月捐赠收支明细表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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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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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意见

 初审意见：

  

 

(印 鉴)  

 年   月   日

 登记管理机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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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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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设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登记类

型

被投资实
体 

注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基金会
出资额

持股比
例

投资资
产 

占基金
会 

总资产
的比例

与基金
会 

的关系

核算
方法

  

 
1

 北京富平创业
投资有限公

司  

 2008-
09-12 

 

 
沈东曙  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  

 
30,000,0 

 
12,000,0 

 
40%  

 
52.86  重大

影响 
 权益
法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0.00    0.00    0.00    0.00

  

 
            

  

 
            

  

 
            

  

 
            

 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50%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
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3、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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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资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
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
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无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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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6年度北京市基金会补充信息

基金会名称：

   1、基本情况

行业分类： 其他 如果享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可免税金额：  220915.7

财务人员 理事长： 汤敏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理事长是否担任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  是  否 

周丽艳 010-51319241 13552482498 联系电话：  010-51319277

本届理事会进行换届时间 届期（年）
按《章程》规定下一届换届

时间

2015 年 6 月 6 日 5 年 2020 年  月 6 日6

    2、接受境内捐赠及资金使用情况统计

1、接受境内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类型  
          
 捐赠情况 

来自北京地区捐赠 来自其他省市捐赠 

捐赠人数量 捐赠金额 捐赠人数量 捐赠金额 

来自自然人的捐赠 30 人 979245.65 元 10 人 262800 元 

来自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20 家 13625667.76 元 4 家 5918000 元 

合计 50 14604913.41 元 14  元6180800

境内捐赠人数量总计（  ），来自境内捐赠金额总计:（

 ）元 
64

20785713.41

2、公益支出分配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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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 其他省市及港澳台 境外 合计 

 元 26443305.44  元  元  元 264433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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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事会成员详细情况

序
号 

姓名 理事会职务 户籍 是否专职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代表委员

身份
代表委员

级别
是否参加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名称

担
任
何
职

 1  艾路明 理事 非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武汉当代科技产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2  丁健 理事 非京籍  是  否 群众  金沙江创业董事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3  关凯 理事 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中央民族大学民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4  李利亚 理事 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北京富平学校执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5  林荣强 理事 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信远控股集团有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6  柳传志 理事 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联想控股股份有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7  马云 理事 非京籍  是  否 群众  阿里巴巴集团执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8  茅于轼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天则经济研究所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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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事会成员详细情况

序
号 

姓名 理事会职务 户籍 是否专职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代表委员

身份
代表委员

级别
是否参加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名称

担
任
何
职

 9  秦晖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清华大学人文学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0  潘石屹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SOHO（中国）有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1  沈东曙 秘书长 京籍  是  否 群众  北京乐平公益基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2  汤敏 理事长 京籍  是  否 群众  国务院参事、北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3  王吉绯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资和信控股集团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4  王甘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北京谷雨千千树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5  王蓉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北京大学中国教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6  吴敬琏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国务院发展研究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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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理事会成员详细情况

序
号 

姓名 理事会职务 户籍 是否专职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代表委员

身份
代表委员

级别
是否参加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名称

担
任
何
职

 17  吴鹰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中泽嘉盟投资有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8  邢文毅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北京乐平公益基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19  徐冰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中央美术学院教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20  张维迎 理事 京籍  是  否 群众  北京大学国家发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21  资中筠 理事 京籍  是  否 中共党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22  周庆治 理事 非京籍  是  否 群众  上海南都集团有 无 无  是  否  无  无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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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监事详细情况

序号 姓名 户籍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代表委员身份 代表委员级别 

 1  邓国胜 京籍 中共党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无 无

 2  任志强 京籍 中共党员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 无 无

 3  朱英璜 京籍 中共党员  中国日报社前总编辑 无 无

       

       

       

       

       

       

       

页码，6/9(W)w

2017-08-23http://www.bjsstb.gov.cn/wssb/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1000297188&instanceId=N0217042642002&organizationId=null&...



 

   5、举办庆典、论坛等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举办下列活动 活动名称 总次数

是否举办节会   是  否   

是否举办庆典  是  否   

是否举办论坛  是  否   

是否举办研讨  是  否   

是否举办展会  是  否   

是否举办评比表彰活动  是  否   

   6、资源配置表

本组织能为其他组织开展
公益项目提供的资源 

资金  万元

场地

类型  

地域  

面积  m2

志愿者  人

社会工作者  人

专家指导  人

物资

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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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

本年度参与河北、天津协同发展的公益项目和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 项目活动名

称 ：
 

项目活动支

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活动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活动地

点 ：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项目介绍 ：

2 、 项目活动名

称 ：
 

项目活动支

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活动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活动地

点 ：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项目介绍 ：

3 、 项目活动名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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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支

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活动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活动地

点 ：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项目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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