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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水计划简介

中国扶贫基金会自 2005 年起开始实施社会组织资助业务，支持

社会组织发展。十八大以来，我会积极搭建平台，支持引导更多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累计投入资金 4.1 亿多元，开展了人人公益、

公益同行等重点项目，支持超过1000 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针对西部地区社会组织在发展水平、专业能力、资源动员等方面

薄弱的问题，我会在整合原有社会组织资助业务基础上发起“活水计

划”，通过搭建整合全国资源的平台和开展能力建设，支持西部地区

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好地引入和承接社会力量，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主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

机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活水计划 2020 年度收支情况

2020 年，活水计划共筹集善款：23,820,182.96 元，支出：

19,958,308.46 元。

三、活水计划 2020 年度重点工作

（一）项目县合作与管理

1、项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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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江县调研

6月 6 日至 8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颜志涛副秘书长一行前往印江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调研，与印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洪庆及团委、教育局、

扶贫办、卫生局等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探讨活水计划参与方式和参与机

制。此外，还与共青团铜仁市委副书记甘岁月、印江县团县委负责人、印

江县春晖行动公益协会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当地社会组织发展状况。

颜志涛副秘书长前往印江县调研 颜志涛副秘书长了解社会组织发展状况

（2）铜仁市调研

6月 12 日，共青团铜仁市委书记欧靖、副书记甘岁月一行来访中国扶

贫基金会，与颜志涛副秘书长讨论活水计划推进事宜。

铜仁市来访中国扶贫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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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中市调研

8月 6 日，巴中市扶贫开发局副局长赵刚一行来访中国扶贫基金会，

与颜志涛副秘书长探讨活水计划合作及具体推进事宜。

巴中市扶贫开发局来访中国扶贫基金会

（4）毕节市调研

10月 2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郑文凯理事长、刘文奎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颜志涛副秘书长一行赴毕节市开展活水计划调研活动，毕节市委市政

府组织召开活水计划调研座谈会。毕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东来，市

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杨得志，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直有关单位领导同志出席座谈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郑文凯理事长讲话 中国扶贫基金会刘文奎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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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颜志涛副秘书长讲话 会议现场

2、项目县招募

活水计划项目县申报工作自 5 月启动以来，得到了中西部市县相关单

位的广泛响应。项目共收到各级单位申报 23 份，17 个申请单位通过初评，

13个申请单位通过终评。

（1）项目县第一轮评审会

6月 10 日，举行活水计划项目县第一轮评审会。会上，共通过 17 个

候选项目县。

项目县第一轮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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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候选项目县培训会

6月 16日，举行候选项目县培训会，讲解项目规则及项目终评要求。

候选项目县培训会

（3）项目县终评

6月 20 日，举行项目县终评会。最终，毕节市、巴中市、印江县等共

计 10个市县通过评审，成为活水计划 2020年首批项目县。

项目县终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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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合作

7月，确认活水计划 2020 年首批项目合作试点市县，分别为：毕节市、

巴中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平昌县、宣恩县、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思南县、习水县、通江县。中国扶贫基金会与 10 个项

目合作试点市县人民政府、社会组织签署活水计划合作协议、活水计划社

会组织资助协议。

（二）、项目县能力建设

1、项目培训

（1）发布活水计划和公益日联合行动方案

7月 3日，活水计划 2020 年项目县培训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中

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副秘书长颜志涛，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行业运营总监、深圳市犀牛鸟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秘书长程曦，13

个项目市县县政府领导，县扶贫办、教育局、统战部领导，县牵头部门负

责人及社会组织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项目县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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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书和预算编制培训

7 月 3 日，活水计划办公室组织了项目设计和预算编制内容的专项培

训。随后，分别与合作市县开展一对一沟通，针对县情和社会问题设计出

符合本地需求的公益项目。

项目县培训会

（3）筹款动员培训

7月-8 月，活水计划办公室组织了 2020 年项目县公益日联合行动系列

培训会。培训内容包括筹款目标的制定及分解、互联网筹款工具介绍、企

业参与方式、县域公益伙伴筹款动员的成功经验分享、互联网平台入驻流

程、上线文案、筹款规则等。活水计划项目县牵头部门负责人、社会组织

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参会。

筹款动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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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活水计划 2020 年项目县互联网平台培训会在中国扶

贫基金会举行，移动互联网部针对如何写好互联网平台上线筹款文案、

机构如何入驻互联网平台及项目上线操作流程进行培训。毕节、巴中

等 13个项目市、县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

项目县互联网平台培训

7 月至 8 月，活水计划办公室与各项目县开展了一对一沟通，了解各

县公益日联合行动筹备情况，组织子计划及一起捐等筹款工具培训。同时，

每周组织线上沟通，与各项目县共同推进公益日联合行动筹备工作。

了解各项目县公益日联合行动筹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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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及财务管理培训

10月，组织项目及财务管理培训。同时，针对机构发展费用和奖励经

费制定《关于活水计划工作经费使用管理要求》，并与各项目县共同梳理

项目财务管理要求，制定工作方案，以便为伙伴提供个性化服务。

项目及财务系统培训

（5）项目县专题培训

11 月 30 日，开展铜仁市活水计划项目管理专场培训会，与印江县、

沿河县、思南县团县委负责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共计 20 余

人参加会议。

铜仁市项目县管理专场培训会



10

2、项目督导

（1）公益日联合行动动员督导

8月底至 9 月，项目组人员去往贵州省习水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平昌县等共计 7个项目县与当地县政府领导、

社会组织负责人沟通交流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动员情况开展，为接下

来的公益日做好准备。

项目组前往各项目县开展培训

（2）机构项目执行及财务督导

11 月底至 12 月期间，项目组人员前往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平昌县等 7 个项

目县进行督导。与当地县牵头部门负责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工作人

员进行座谈，了解各县社会组织在机构、项目、财务等方面的管理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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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计划办公室前往各项目县督导

（三）、重大活动

1、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

2020 年 9 月，活水计划联合毕节市、巴中市、印江县、马边县、

平昌县、宣恩县、思南县、习水县、通江县、沿河县 10 个项目市/

县开展以“家乡脱贫搭把手”为主题的公益日联合行动。

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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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水计划启动仪式暨西部社会组织发展论坛

9月18日，活水计划启动仪式暨西部社会组织发展论坛在深隆重举行。

民政部副部长王爱文、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民政部规划

财务司副司长王敏、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广东省委

农办副主任、省扶贫办专职副主任梁健、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奇等领导

出席会议，项目合作试点市县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同志、社会组织代表出

席以及长期支持扶贫工作的专家学者、企业、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启动

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注入寓意助力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资源

活水，中国扶贫基金会活水计划正式启动。

活水计划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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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总结交流会

9 月 18 日，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总结交流会在深圳市维景酒店

顺利召开，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

书长颜志涛、中共毕节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得志等领导出席会

议，项目合作试点市县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同志、社会组织代表等相关人

员参加了会议。

活水计划公益日联合行动总结交流会

四、项目故事

读书的心愿，承载着全家人的梦想

莎莎出生于沿河夹石镇踩经村，在她的记忆里，爸爸每天都在吃药，

严重的时候还要住院治疗。妈妈说，爸爸 24 岁就被查出严重的乙肝病，

医生说没有救了，那时候的莎莎两岁，姐姐四岁，消息如同晴空霹雳一样

砸在单薄的妈妈身上。疾病并没有影响这个人满家团圆的小家庭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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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忍着身体的疼痛，四处奔波给别人家盖房子谋生计，让自己不要成为

家中的负担。妈妈也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贴补家用。

莎莎很小就知道要努力学习，好好读书，她知道读书承载着爸爸妈妈

的梦想，爸爸希望她可以考上大学，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这样在离开的时

候不会有遗憾。她不想辜负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争取每学期保持在年级前

50 名，每学期都可以拿到学校的助学金，减轻家中的压力。最终，莎莎考

上了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完成了父母的心

愿。同时，考虑到莎莎的家庭情况，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春晖公益协会为其

送去 5000 元的助学金，帮助她顺利进入大学的校园。

对于像莎莎这样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读书上学，走出大山是向

上向好的希望，而学费也是一个大难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庭情况等原

因，不得已放弃了读书梦想。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春晖公益协会作为本地社会组织，一直致力于广

泛凝聚社会力量，帮扶因学、因病的困难家庭，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希

望陪伴更多大山里的孩子茁壮成长，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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