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GO发展项目 2014 年度总结

2005 年至 2014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已投入 6648 万元，通过项

目支持、能力建设等方式，累计资助了 208 个公益项目。

2013 年，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加多宝集团及英特尔（中国）在

三年的时间里共同投入 2000 万元，启动“公益同行·芦山 NGO 社区

合作发展计划”，进一步将 NGO 参与灾后重建招投标资助项目向农村

扶贫 NGO 合作发展项目上进行推进，结合我会农村社区扶贫经验，与

NGO 合作扩大实践范围，开放战略、建立标准、参与式扶贫，逐步探

索从灾后重建恢复与农村社区发展的 NGO 合作发展模式的资助之道。

“公益同行”项目是基于我会汶川、玉树灾后支持 NGO 组织参与

灾后重建的经验而设计的 NGO 合作发展项目，探索从灾后社区陪伴、

社区重建向常态化农村社区发展模式的 NGO 合作模式。

一、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陪伴计划（鲁甸）

鲁甸地震发生后，腾讯公益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支持 15 个公

益伙伴参与过渡安置阶段，包括关注灾区心理干预、儿童安置、生活

陪伴等、帮助恢复社区关系，并为伙伴们提供了帐篷、桌椅、冲锋衣

等物资。由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提供助力陪伴服务。项目资金

规模为 80万， 已拨付 56万元，其中 14个项目正在结项。

灾后 常态



☆ 鲁甸社区陪伴启动仪式 ☆ ☆ 儿童陪伴活动 ☆

附：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陪伴计划（鲁甸）项目列表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资金

总规模/元

已拨付

资金/元

项目

状态

合计 800000 560000

妈妈之家
四川省绵阳市一元爱心

协会
50000 35000 正在结项

童心抚慰 鲁甸加油
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中

心（为乐公益）
55000 38500 正在结项

8.03 鲁甸地震社区心灵

重建——村民远眺计划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5000 38500 正在结项

8.03 云南鲁甸灾区伤残

人员免费康复培训

天津市鹤童老年公益基

金会
40000 28000 正在结项

龙头山镇安置社区联合陪

伴计划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大

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
100000 70000 正在结项

鲁甸县地震灾区火德红镇

守望相助社区陪伴计划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

研究院
30000 21000 正在结项

我是您的手足 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 40000 28000 正在结项

鲁甸龙头山镇骡马口社区

受灾儿童心理援助工作站
云南社会心理学会 50000 35000 正在结项

“3200”鲁甸地震灾区翠

屏村弱势群体社区陪护计

划

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 40000 28000 正在结项



鹰爱童行关爱行动 广东省雏鹰助学促进会 50000 35000 正在结项

视野—用荧幕看世界 盘县社会义工联合会 40000 28000 正在结项

从“影像疗法”入手的心

理和能力援建

北京绿地里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绿地里协作网

络)

40000 28000 2015.3

活力蓝帐篷•安置区公共

环境守护陪伴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

流中心
45000 31500 正在结项

活力蓝帐蓬.鲁甸少数民

族儿童传统文化教育服务

项目

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

心
45000 31500 正在结项

“携手互助”社区陪伴计

划

鲁甸县火德红乡圆农马

铃薯专业合作社
20000 14000 正在结项

“公益同行·鲁甸社区陪

伴计划”助力陪伴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

中心
100000 70000 2015.2

二、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重建计划（芦山）

“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发展计划”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加

多宝集团和英特尔（中国 ）有限公司携手打造，在三年的时间里共

同投入 2000 万元，从社区项目支持、社区成长陪伴、社区人才培养

三个层面系统性的支持芦山地震灾区社会组织，活化社区服务、激发

社区活力，致力于激发、凝聚社区创造力和行动力，提出了“改变自

我、改变乡村、改变中国”的合作发展理念，探索“中国农村社会治

理创新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推动社区产生积极的、可持续的改

变！

该计划自 2013 年 8 月份发布，经过项目申请、项目评审、实地

调研、沟通调整等一系列工作，2014 年选择了芦山灾区 16个项目进

行支持，同时也确定了 “公益同行•助力工坊”、“公益同行•分享沙

龙”、“公益同行•监测评估”及“公益同行•政策研究”等助力成长服

务方案。期间，来自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西部

反贫困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专业机构的专家团队共同

携手助力。



1、整体项目进展

项目自 2014 年 1 月正式启动，设立了社区发展创新中心，驻点

人员到位。截止 2014 年 12 月底，1个项目已结项，13个正在结项，

2个将会延期至 2015 年 4月；项目执行一年的时间，强调社区动员，

发挥本地社区居民主动性。生计发展类项目通过建立合作社或者村民

小组发展生计，效益初见；社区服务类项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融

洽了居民关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附：支持型项目进展列表

目标 进展 产出

助力工坊 以“咨询服务”、“助力工坊”、

“走访督导”、“资源链接”

的形式为机构提供针对性支

持，培养和提升 NGO 的项目执

行力

29 次项目的实地督导；

28 次咨询服务；

3期助力工作坊；

28 期走访督导记录

表；

20 余份咨询记录表；

助力工坊记录；

监测评估 提供第三方参与式项目监测、

评估，共享项目监测评估报

告，并提炼精彩案例、模式

3-4 月份基线监测；

8月份中期监测；

每周一次电话监测；

每月一份进度监测；

3-11 月项目月度监

测报告；

项目中期监测报告；



分享沙龙 以 NGO 组织分享为核心，开展

与项目执行相关的培训、交流

和分享活动，解决交流不畅、

信息不通的问题，推动 NGO 学

习网络的建设

1月，项目启动第 1期；

5 月，社区动员第 2期；

7 月，农合培育第 3期；

分享沙龙记录；

政策研究 选取典型案例，提出农村社会

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

的政策建议框架

4 月，已完成项目预调

研；

5月，项目基线调研；

基线调研报告

2、项目资金支出

截止 2014 年 12 月 20 日，公益同行共支持项目资金 625 万元，

支出 496.4 万余元。

附：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重建计划（芦山）项目支出列表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资金

总规模/元

已拨付

资金/元
结项时间

合计 6252603.51 4963923.51

新华乡柏树村竹林产业生

计帮扶项目

成都大地社区家庭帮

扶中心
400000.00 320000.00 2015.4

芳草计划（一）——仁义

乡溪口村草食家畜养殖生

计支持项目

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

心
400000.00 320000.00 正在结项

“美丽中国乡村梦，健康

蜂蜜彝家情”项目

成都康华社区发展中

心
350000.00 280000.00 正在结项

芦山地震灾区三友村社区

综合发展

深圳市慈卫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
300000.00 240000.00 正在结项

芦山县太平镇大河村养殖

项目
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 400000.00 320000.00 正在结项

城乡家庭合作农场
成都高新区野草生态

社区发展中心
250000.00 200000.00 2015.4

大河村社区发展与灾害管

理能力建设项目

泉心可持续发展中心

（工商注册为内蒙古

阿拉善左旗泉心文化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0 240000.00 正在结项

益雅社区农合培育与生计

发展项目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

发展中心
349000.00 279200.00 正在结项

四川省雅安市品质助学生

态社区服务项目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350000.00 280000.00 正在结项



美丽乡村互助养老发展项

目

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

服务中心
300000.00 240000.00 正在结项

美丽乡村.芦山青龙场口

村发掘民俗文化促重建生

态旅游村落项目

成都市锦江区大爱武

术文化传播中心
298000.00 238400.00 正在结项

芦山“仁加心发展”美丽

乡村项目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96400.00 237120.00 正在结项

宝贝心立方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250000.00 200000.00 正在结项

社区初级养老护理员免费

培训班

天津市鹤童老人护理

职业培训学校
250000.00 250000.00 已结项

天全县城厢镇三小驻校社

工项目

成都心益心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156000.00 156000.00 正在结项

美丽乡村 和谐太平
东莞市爱心蚂蚁公益

服务中心
150000.00 120000.00 正在结项

“公益同行”助力工坊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

究中心
250000.00 200000.00 2015.2

“美丽乡村·公益同行”

社区发展项目监测评估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

贫困研究中心
300000.00 240000.00 2015.2

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中

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基

于公益同行项目的示范性

实证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

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500000.00 200000.00 2016.12

社区发展中心物资采购
成都南冠科技有限公

司
177950.00 177950.00 已结算

分享沙龙及活动 225253.51 225253.51 正在进行

3、项目运行情况

1）规划化项目管理

2014 年，更新了《项目管理办法》及《财务管理办法》明确中

国扶贫基金会、支持型机构、NGO 之间的沟通流程，建立沟通机制，

根据月度监测报告、项目简报了解项目进展与问题，与助力工坊形成

合力，每月与 NGO 伙伴沟通，提供支持；



2）加强自查与监测

公益同行项目组每季度前往项目区，参加分享沙龙活动，并进行

项目监测。并于 4月中旬进行了项目抽查，捐赠方加多宝实地走访新

华乡柏树村竹林产业项目及雅安品质助学项目；

6-7 月，社区发展计划项目组对 16 个项目进行普查；CFPA 资讯

监测信息部、计划财务部实地走访 14 个项目点，进行项目监测，了

解项目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和意见；

10月 25-28 日，刘文奎秘书长、王军秘书长助理、王毅主任助

理实地走访、考察、检查项目区。



3）学习与成长

2014 年，建立了公益同行项目模型，并不断对其进行反思和优

化；积极与 United Way Worldwide、英特尔中国首席企业社会责任

官、赠与亚洲、国际美慈组织、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及社会资源研究

所交流，就“公益同行战略发展规划”、“如何建立资助标准”、“有效

资助”、“联合资助”以及“社区影响力”等话题进行探讨、学习；



10 月 29-30 日，召开社区发展计划分析研讨会。会上，16位项目

负责人汇报 2014 年度工作进展，并介绍了 2015 年项目规划；英特尔

(中国)公司首席企业社会责任官杨钟仁、United Way、美慈中国、赠

与亚洲、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

等机构的 22 位专家围绕公益同行的“资助之道、有效资助”等话题

坦诚交流、献计献策。

4）品牌建设

进行品牌建设，公益同行微信订阅数

600，发布 175 篇；公益同行计划微博共发

布 294 篇，粉丝数 718；官方网站设置了“公

益同行”专题页，发布 30余篇。

进行推广活动。3月 10 日，召开社会组

织合作发展论坛暨 2014 年度项目发布会，

英特尔技术与制造事业部副总裁卞成刚、中

国首席社会责任官杨钟仁、加多宝集团领导、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及

150 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共同出席论坛及发布

会。



三、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发展计划（贵州）

贵州公益同行共支持 4个项目，并由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

进会提供助力服务。资金规模共计 102.5 万元，已拨付 46万元。

附：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发展计划（贵州）项目列表

项目名称 执行机构
资金

总规模/元

已拨付

资金/元

项目

状态

合计 1025296 460118

留守的力量——支持苗族

地区以妇女为参与主体的

“一村一校”综合发展项目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

展促进会
416750 166700 项目中期

贵州省剑河县沟洞侗寨可

持续生活探索项目(一期)

——沟洞村“文化˙环境”

空间建设项目

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工

商注册为贵州黔中青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108176 43270 项目中期

贵州省盘县板桥镇薛官屯

村社区营造项目

贵州省盘县社会义工联

合会
250130 100052 项目中期

口寨村“妇女之家”手工艺

培训

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

理促进会
100000 90000 项目启动

“公益同行”助力工坊
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

理促进会
150240 60096 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