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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基金会从筹建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时间了。

在民政部的指导和理事会的领导下，经过大家的努力，

南都基金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很高兴，一届十一次理事会选举徐永光为新一任

理事长。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相

信在永光为理事长的理事会领导下，在新的秘书处工

作团队的努力下，南都基金会的工作将更加健康的发

展。未来，我作为理事，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参与理事

会的决策，支持秘书处的工作，为基金会的发展做贡献。

何伟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一届一次至十次理事会）

2010 年，南都基金会制定了新的战略规划。新的

战略规划抓住了公益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回应了公益

行业最迫切的需要。根据新的战略规划，基金会开展了

对骨干性公益机构的战略性资助，对青年公益人才的支

持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切，使南都基金会作为一

个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更加明晰，也更加有助于我们实

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2010 年，我们还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长和秘书长。

希望基金会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进一步加强团队

建设，脚踏实地，取得更大的成绩。

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

程玉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2010 年下半年以来，南都基金会战略调整的实施

工作正以稳健的步伐迈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半

年多的精心琢磨，终于在年底出品了“银杏伙伴成长

计划”这一着重于公益高端人才培育的品牌项目。更

为可喜的是，我们的团队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迅速的

成长！正是这样一个具足愿力、追求卓越、互为鼎力的

团队使我对 2011 年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对我而

言，2011 年工作的重点依然是机构内部的建设，内部

建设的根本还是团队和其中每个人的全面提升，而南

都公益理念与目标的实现则将在机构成长中顺理成章。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一届十一次理事会）

2010 年的南都基金会，有三个标志性事件。4月中

旬召开的第一届第九次理事会通过了新的战略规划。南

都基金会将恪守“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在推动行业

发展的宏观性项目、发挥资金杠杆作用的战略性项目和

支持新公民计划、灾害救援等专业领域项目中发挥更好

的作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的出台，以其理性、专业、

切中需求和立足行业未来的鲜明特色，得到业内同仁和

社会肯定。基金会理事长和秘书长职务亦实现了顺利交

接。谨向非常出色的前任理事长何伟先生表示敬意！向

同样非常出色的新任秘书长程玉女士及其越来越出色的

工作团队表示感谢！

南都公益基金会标识设计以银杏树为原型。银杏树植根本土，生命力旺盛，有中国国树之称。图形

突出了银杏叶的特征，形似一棵扎根大地的小树，象征着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从小到大，顽强生长的品格，

同时又蕴含着南都公益基金会倾力培育民间公益之树的美好寓意。图形设计简洁，造型优美，色彩采用

暖色，亮丽温暖；张开的树冠像阳光怀抱需要关怀的人，让人心怀希望，体现了公益精神。

法律顾问（志愿）

品牌顾问（志愿）

公益伙伴

寄语 使命和愿景

寄语

南都公益基金会（英文名：Narada Foundation，简称“南都基金会”) 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

南都基金会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基金会原始基金 1

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使命：支持民间公益

南都公益基金会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进

社会平等和谐。

愿景：人人怀有希望

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使命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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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会议 运作理念

种子基金

南都基金会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在整个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是一个资金和资源提供者，扮演“种子基金”的角色。

南都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带动民间的社会创新，实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项目招标

南都基金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非营利组织，进行资助项目招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新公民

计划公益项目常年进行招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公益项目质量。基金会希望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让市场为公益

项目、公共服务定价，寻求最合理价格与最优服务，使资金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

信息化管理

为便于非营利组织申请项目，使招标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提高工作效率，南都基金会专门开发了“基金会管理信息系

统”（www.naradafoundation.org），包括项目招标信息的发布，申请机构提交项目建议书，基金会对项目的评审、资

助、监测、评估等所有工作流程都将通过此系统进行。

第三方评估

南都基金会委托独立的专业机构对一定比例的资助项目进行抽样评估，衡量项目实施效果，改进项目设计、执行、管

理，提高项目成效。

2010 年 4 月 12 日，南都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更为清晰的战略规划，实践支持民间公益

使命。与新的发展战略相适应，南都基金会也将加强机构能力建设，提高项目资助的质量和效率。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南都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接受何伟辞去理事长一职，并选举徐永光为新一

任理事长；会议接受徐永光辞去秘书长一职，并选举程玉为新一任秘书长。

使命：支持民间公益
愿景：人人怀有希望

支持宏观性项目：

● 会议 / 活动：
一 促进行业发展的合作、交流、联合
行动、人才 / 人力资源建设等

研究：
行业研究：指导南都宏观行业支持的方向，并通过适当渠道对行业产生导向性的影响
领域研究：指导某具体领域的资助方向，支持第三部门创新，并通过适当渠道起到对政府、政策、企业、社会的倡导、引导、推
动的作用

资助战略性项目：

● 机构：
一 支持型
一 引领型：标杆型、创新型、具可复
制模式等能对领域 / 公民社会发展起
到杠杆作用的机构

● 个人：具有创新性、领导力、实干
精神、具成为未来公益带头人潜质的
个人

特定公益领域：

● 农民工子女教育：
一 新公民学校：作为新公民教育、社
工项目试验基地，办学模式探索的平
台
一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支持
新公民教育领域的 NGO

● 灾害救援：设立常数基金，支持民
间组织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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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理念

南都基金会的三大资助方向是：发起、支持行业发展的宏观性项目，资助支持性机构、引领性机构和优秀公益人才的

战略性项目，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灾害救援等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同时开展指导三大资助方向的战略性、政策性研究。



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南都基金会基于自身的核心优势，从搭建公益行业产业链的角度着手，对产业链上游进行引导，为产业链下游提供倾

斜性的支持，开展促进行业发展的合作、交流、人力资源建设等宏观项目。大部分 2009 年推动的宏观项目在 2010 年得以

延续，并有望成为传统项目。这些项目的参与规模在扩大，影响力有所提升，或呈现了旺盛需求。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共资助项目 11 个，总审批金额 376.07 万元。

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由南都基金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 13 家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和行业发展的机构于

2009 年共同发起，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非正式网络。10 月 28 日 -29 日，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2010 年会

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非公募基金会内部治理、信息披露、公益人才培养、项目评估等诸多热点话题展开激辩，对于

促进行业发展和交流有重要意义，共有来自 91 家非公募基金会、96 家公益组织和企业的领导人和代表，以及 70 余家媒

体记者，共计 350 余人参会。与第一届论坛相比，各主办基金会积极性提高，参与主动，出现了非公募基金会行业联合救

灾行动。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

2010 年，南都基金会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友成基金会和上海增爱基金会再次联合举办 “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

评选，为 NGO 从业者、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提供培训，促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2010 年共举行了 5 次培训，

210 名学员参加。南都基金会出资 100 万元，设立“南都社会企业自我突破奖”，资助在初创期或成长期、有潜力的社会企

业，开展对机构发展能起到突破性作用的项目，最终一加一（北京）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花旦工作室、乐朗乐读学习潜

能开发中心、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和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共 5 家优秀社会组织各获得 20 万资助。

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

2004 年至 2010 年，非公募基金会年平均增速 23%，截止 2010 年底，非公募基金会超过 1000 家，非公募基金会领

导人能力建设的需求迫切。为了继续推动非公募基金会的能力建设，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合作举办第二届非

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10 月和 11 月在福建、云南举行了两次培训，分别有 65 家和 60 家的非公募基金会负责人参加。

学员反馈积极，认为培训对于提升基金会领导人对于基金会的理解和运作起到较好作用。

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徐永光理事长（左 1）主持论坛圆桌对

话二：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业使命和社会

角色。

2011 年 1 月 24 日，社会企业家技能

项目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徐永光理事

长和各嘉宾一起与获奖机构代表合影。

论坛首度开展了丹东·舟曲·玉树联合赈

灾行动，以实际行动给灾区人民送温暖，

图为志愿者入户发放过冬物资。

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7 月 28 日，南都基金会与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等多家机构合作，启动“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两年一届）评选

活动，该活动是我国首个由民间机构以纯公益的方式对地方政府进行的教育制度创新进行评比的奖项。项目旨在发现、总

结、推广各地行之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的案例，促进整体性的教育制度改革。最终，20 家机构荣获优胜奖，并评出

特别奖（集体奖和个人奖）共 3 名。

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福建）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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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支持推动行业发展

中欧社会论坛

7 月 9 日至 11 日，南都基金会资助并承办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的“基金会”和“移民子女教育”两个分论坛。通过双年聚

会的形式探讨各类问题，加强了对相关领域的话语权和国际合作。中欧社会论坛创建于 2005 年，旨在促进两个社会广泛

而持续的对话和理解，以期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大变迁中面临的共同挑战。论坛立足于长期性，并通过每两年一次在中国和

欧洲轮流举行的聚会，做出阶段性总结。

中华慈善百人论坛

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由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慈善界有识之士发起成立，旨在搭建全球华人慈善界自由讨论平台，

分享慈善经验，促进中华慈善的改革与创新。5 月 16 日，以“富人慈善之道”为主题召开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富人慈善有利、

有道、有责、有力的原则共识——“北京共识”。11 月 25 日，以“民间公益与政府责任”为主题召开第二次会议，形成了“深

圳共识”。本次论坛秘书处由南都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设立。

来自欧洲的代表参观星河双语新公民学

校所在社区并与孩子们交流。

第一届中国社会创新奖

南都基金会与中央编译局等机构合作资助第一届中国社会创新奖。该项目由民间发起，旨在发现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

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步中的创新行为，总结并宣传推广社会创新的先进经验，促

进和推动社会公平与社会善治。2010 年 12 月 27 日，首届“中国社会创新奖”揭晓，产生 10 名优胜奖和 10 名提名奖。本

次评选共收到来自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 161 个申报项目，集中在弱势群体保护、社会事业、公益支持、社区服务、扶

贫济困和环境保护六大领域，其中弱势群体保护类项目多达 52 个。这一事件被《半月谈》杂志评为“2010 年中国社会建设

十大新闻”之一，点评认为“吹响社会创新集结号”。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项目名称

首届中欧基金会领导人峰会项目

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爱心传播进高校

观复博物馆

中华慈善百人论坛

2010 年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项目

中国社会创新奖

中欧社会论坛“移民子女教育”分论坛项目

心智障碍领域 NGO 研究和发展论坛项目

2010 年社会企业家培训及评奖项目

深圳公益项目展示交流会

受助机构

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环球慈善杂志》社

北京观复文化基金会

中华慈善百人论坛秘书处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

英国文化协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审批金额（元）

95,000.00 

85,280.00 

50,000.00 

1,000,000.00 

115,000.00 

500,000.00 

100,000.00 

66,000.00 

199,440.00 

1,050,000.00 

500,000.00

3,760,720.00  

支持推动行业发展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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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战略性项目 资助战略性项目

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南都基金会非常注重资金的效率和效益，通过杠杆性资助的方式扶持支持性机构、引领性机构和

优秀公益人才。战略性项目资助注重对于公民社会理念的培育，对有助于提升社会自主和自治能力的项目、机构、个人有

所倾斜，进而支持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2010年，共资助4个项目，总审批金额194.17万元。

合作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中心网

2010年初，南都基金会联合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等35家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筹建

“基金会中心网”，旨在推动中国公益事业

实现更加透明化和高效化的发展。7月8

日，基金会中心网正式在北京宣布启动，

是国内目前唯一全面披露基金会行业信息

的服务平台。截至2011年1月25日，基金

会中心网共收录基金会名录2075家，包含

99.9%以上的基金会名录，其中基本信息

完整程度达90%以上，基金会09年度和08

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信息收录均已达到相

应年度应披露数量的80%以上。

通过“点亮中国、传递大爱”活动的举

办，在央视新闻频道连续三集的专题报道

和京华时报、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

体的深度参与下，基金会中心网推动江苏

省、广东省、山东省、河北省等地民管局主动将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通过互联网对公众公开。在过去的2010年，基金会中

心网荣获首届“环球慈善奖”，并被《半月谈》评为“2010年中国社会建设十大新闻”之一。

资助战略性项目

基金会中心网启动仪式现场 基金会中心网行业透明圆桌会议现场

深化对恩派（NPI）支持

南都基金会在继续支持公益组织孵化器第四期项目的同时，还支持恩派（NPI）开展了四川农合骨干培训、公益深交

会等项目，从对恩派（NPI）的机构支持转入对其“支持性”项目的资金支持，以推动杠杆型能力建设，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信

息、交易平台建设。

公益组织孵化器第四期在北京、成都和上海三地实施。成都从 27 家申请机构中选出了 4 家入驻孵化；北京从近 40 家

机构中选出了 12 家重点辅导和跟踪，2011 年 3 月份完成最终入壳评审工作。上海作为孵化器发源地，总结开发出一套项

目操作 SOP，并从 11 年开始进行孵化器项目的技术推广，目前在与天津、宁波、青岛、桂林以及昆山等地的相关部门沟通。

程玉秘书长 6 月 22 日参加 NPI 北京第一期孵化机构出

壳仪式，并对 6 家出壳机构给予鼓励。

成都恩派第二批孵化机构出壳合影

发展新的支持型机构

南都基金会向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委托 20-30 万 / 年的资金，用于支持西北地区优秀的新兴草根组织，尝试

通过支持“中介类型”的组织资助更多优秀的草根组织，并发展稳定长期的区域合作伙伴。同时，南都基金会购买“企业社会

责任咨询网”的服务，为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的儿童早教社会企业设计所有制方案和管理方案，通过购买服务的形

式支持“专业服务”类型的支持性机构。

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高小贤会长（左 1）上门咨

询指导，根据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是能力建设

的特色服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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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9 月 15 日，南都基金会启动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项目倡导“胸怀天下、脚踏实地”的理念，支持有信念、有行动、有

潜力的年轻人，成长为未来公益界的引领性人才。全国各地 20-40 岁有 2 年以上公益实践并准备继续投身公益事业的公益

人、媒体人和学者等，不限专业领域、学历、身体状况等都可以成为“银杏伙伴”。

根据青年公益人才的自身需求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项目的不同时期，南都基金会将提供资金支持（每年 10 万连续 3

年），给予其基本生活保障、引导制定和实施 3 年个人事业发展计划、搭建人才成长支持体系，使他们在 3 年内迅速提升

自己的专业水平和领导力，5-10 年内成为其领域骨干或引领性人物，共同促进公益机构和专业领域的发展，推动社会良性

变革，建筑良性的公益文化。

2010 年该项目在北京、四川、云南三地试点，经过推荐、初审、实地考察、专家评审委员会面试讨论等环节，最终

选出 5 位 2010 年度银杏伙伴（笔画排序：王奕鸥（女）、孙恒、陆非、曾世逸、梅念蜀（女）），他们分别在罕见病关

爱、打工者服务、公益组织建设、农村发展、环保等领域工作。该项目荣获 2010 环球慈善项目奖，2011 年起将面向全国

接受推荐。

标识以两片交织的银杏叶为立意，酷似一株顽强成长的

绿苗，代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未来的无限发展和成长；

似伙伴肩并肩，代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强调陪伴和互助

的概念；似合作双赢手握手，代表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互

相支持，共同成长的机制。

9 月 8 日，程玉秘书长、项目官员林红

开始北京地区的潜在候选人考察工作。

11 月 24 日，专家评审委员会在北京

召开。

8 位 2010 年度银杏伙伴候选人

在名单揭晓典礼上合唱《我们

的理想终将实现》

周庆治名誉会长（中）为 2010

年度银杏伙伴王奕鸥颁发证书

编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基金会中心网

公益组织孵化器四期项目

农村儿童早教服务社会企业运营模式咨询项目

支持妇源汇“公民社会项目”部门

受助机构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审批金额（元）

1,000,000.00 

500,000.00 

68,650.00 

373,006.00 

1,941,656.00 

资助战略性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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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 资助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

新公民计划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子女 ( 包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的教育、心理健康、

道德养成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对农民工子女个人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

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也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南都基金会决定实施新公民计划，以项目招标的

方式，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心灵关怀的志愿服务和公益创新项目，为农民工子女捐建民办非营利新公民

学校。南都基金会愿与社会各界一起，共襄义举，为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为和谐社会建设尽绵薄之力。

根据 2010 年 4 月一届九次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南都基金会战略规划指导思想，基于对自身核心优势的深刻思考，整合

新公民学校、新公民之友和新公民计划公益性项目三部分工作，成立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承接整个新公民计划工作。

南都基金会计划用 3-5 年时间扶持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成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域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支持性机构。

2010 年，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继续保持了对农民子女教育领域的稳定支持。新公民学校品牌建设得到加强，特别是

习惯养成等核心项目的推广，丰富了品牌内涵。启动了新公民助校行动，积极动员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进入，并初见成效。

与此同时，新公民计划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2010 年，新公民计划总支出资金 876 万元（新公民学校占 55%，公益项目占 45%）。公益项目共接收项目申请 61 个，

已完成评审 56 个（含 11 个 09 年申请的项目），共有 28 个项目获得资助，总审批金额 637 万元，已拨付资金 349 万元；

拨付往年审批通过项目尾款共 47 万元。2010 年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总支出资金 396 万元。

新公民学校建设

南都基金会为每所学校资助 150 万至 200 万元“种子基金”，希望在政府支持下，探索出一条社会捐资、公众参与、民

办公助的新公民学校办学新路子，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新公民。

2010 年，北京新公民学校得到了政府的经费支持，新公民学校“民办公助”的理念在北京逐步实现。新公民学校品牌建

设得到加强，以统一的“唯真、爱人、乐知、自胜”的校训和整体学校形象设计为基础，开展了以“习惯养成教育”为切入点的

多个项目，促进移民融入教育，提升了教学质量，丰富了品牌内涵。

新建北京星河双语新公民学校、北京朝阳金盏新公民学校、南京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截止 2010 年底，共有新公民

学校 10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7 所（其中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在政府规划拆迁范围内，现正拆迁），职业学

校 3 所，分别是北京、成都和南京的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2010 年，共拨付新公民学校资助资金 480 万。

资助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

3 月 7 日，新公民学校 40 名学生、家长参加 “首届女性电

影周展映开幕式暨 2009 女性观众电影评选颁奖礼”，并收

到主办方电影票捐赠。

3 月 9 号，中央电视台《两会动车组》栏目组在行知新

公民学校就教育公平等话题进行现场直播——“新公民

计划”我的未来不是梦。

新公民“阅读改变人生”项目旨在让农民工子女有书读、有

他们喜欢的书读，为农民工子女埋下“改变人生的种子”，

通过“新公民学校国学经典诵读大课堂”、“母子共读一本书”

活动等来提升农民工子女的阅读能力。

5 月 9 日， “新公民父母学堂”项目在朝阳第一新公民学

校正式启动，这是一项根据农民工家庭的切实需求而量

身打造的公益项目。目前，已有逾 2800 人次的学生家

长通过参加主题培训、家校活动、阅读《父母学堂》月

刊等方式参与此项目。图为父亲节当日孩子为父亲送上

一朵玫瑰花。

7 月 15 日至 21 日，由新公民社工发

展教育中心与香港明爱合作举办第二

届青少年暑期交流活动。5 所新公民

学校的 30 名师生与香港 20 名中学生

进行为期五天的交流学习。这已是新

公民学校第四次赴港交流。

8 月 27 日，新公民学校教师专业化成

长全员培训项目启动。为四所新公民学

校近 150 名教师进行了首场培训，通

过系统的培训项目，使教师们在知识、

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提

升。图为麦肯锡项目经理杨懿梅为新公

民学校教师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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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赋权角度出发，在新公民学校全面铺

开志愿精神培育活动，让学生实践新公

民学校“爱人”的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新

公民”的身份，增强其作为“新公民”的社

会责任感，培养其积极的社会参与和贡

献。项目于 10 月启动，目前在北京各新

公民学校成立了各种主题的志愿服务小

分队，并吸纳到逾百名社会志愿者参与。

9 月 7 日开始，新公民之友协助央视七

套《聚焦三农》节目组走访了 5 所打工

子弟学校，2 个幼儿园，1 个社区，采访

了近 20 名教师。节目关注民办打工子女

学校教师的待遇和发展，对北京的现状

做上下集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

10 月 20 日，以民办非企业形式注册的

银川兴庆区新公民学校正式揭牌，南都

200 万种子资金撬动政府投入 3164 万，

吸引社会投入 123 万，并成立“新公民小

学爱心传递基金会”，建立起吸引社会和

政府投入的平台。

新公民助校行动

9 月，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启动了“新公民助校行动”项目，并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设“新公民助校基金”。

助校行动以透明管理为主要特征，透过及时公布捐赠信息和学校财务报告等向捐赠者反馈报告，以此打造捐赠的玻璃口袋。

通过向社会筹款，以改善教师待遇，支持新公民学校可持续发展。目前已向社会募集资金 327,945.72 元（实际到账金额

207,945.72 元），获得摩根大通、世界银行、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等机构公益项目资金支持 812,220 元（实际到账项目

金额 796,010 元）。

12月16日，首任理事长何伟（中）考察

北京朝阳区金盏新公民学校和北京星河

双语新公民学校。两所新公民学校均采

取非自主产权合作办学的方式加盟，都

得到了政府补贴，贯彻了新公民学校民

办公助的理念。

9 月 10 日， 新公民学校优秀教师表彰大会暨“新公

民助校行动”启动。图为南都基金会秘书长程玉为

教师颁奖。

12 月 10 日，北京赛特奥特莱斯商贸有限公司发起“传递温暖”

行动暨爱心熊大型义卖活动，并将义卖款 37,954.7 元捐赠给北

京市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用于学校购买冬天取暖的燃煤。

此次义卖活动采取微博同步直播方式，及时向社会公众反馈活

动进展，展现了一个公开透明的捐赠流程。

12月18日，北京四所新公民学校联合举办“

同在蓝天下，爱在新公民”首届慈善联欢会，

以购买门票、现场捐款、现场义卖方式向参

会企业和个人募款，共计104，202.3元。

12 月 29 日，影视演员姚晨来到北京市大

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与教师们亲切交流，

为学校捐赠了急需的体育用品，与学生共

同度过了一节快乐的趣味体育课。图为姚

晨与孩子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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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影视演员佟大为、关悦来到朝

阳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探访师生，

并为学校募集了 20 台惠普喷墨彩色打印机、

100 套墨盒和 100 张打印纸。

明星公民颁奖典礼现场，新公民学校的孩子

们和徐永光理事长一起亮相红地毯。

典礼现场，新公民学校的同学们表演了精

彩的节目，晚会现场蔡康永、伍洲彤、关

悦等人纷纷表示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新年

愿望。

2011 年 1 月 16 日，由南都娱乐周刊发起并主办的 2010 年度明星公民暨金牌推手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本次颁奖盛

典年度关注“新公民学校”，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曾探访新公民学校的姚晨、关悦、艾莉莎等人以及井柏然、冯小刚、

蔡康永等数十位演艺明星参加了典礼。

姚晨在典礼上直言为新公民学校的师生和参与项目者真诚的付出所感动，号召大家关注新公民学校。姚晨、关悦、井

柏然等还通过微博与观众互动，相关的微博总计有数千条转发和评论。

12 月 5 日，第三届新公民园丁奖在京举办。

2010 年“新公民园丁奖”在全国 8 所城市开

展，项目共评选出了 221 名优秀园丁，其中

7 名金粉笔奖、29 名银粉笔奖，185 名优秀

奖，并增设了 9 名“优秀校长奖”。本届评选

向参选学校教师和校长甄集了 199 篇生命故

事，并从中精选 39 文章汇集成《流动花朵

的守护者－新公民园丁生命故事集》。新公

民园丁奖作为一个持续关注民办农民工子女

学校教师的优秀公益项目，荣获 2010 腾讯

网“回响中国”教育年度盛典之年度致敬教育

公益项目称号。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

2010 年，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共资助 11 家机构 28 个项目，总审批金额 637.01 万元。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领

域主要集中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宣传倡导、教师发展、艺术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阅读教育等。

新公民之友 2010 年共与 8 家企业、8 个大

学生社团、11 家公益组织及个人志愿者合

作，组织超过 500 名志愿者，完成 1500 小

时的志愿服务。6 月 11 日，新公民之友参

加了“稻盛和夫经营哲学北京报告会”，通过

新公民之友，世界知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

（右 3）向中国的新生代年轻农民工及其子

女捐赠 25000 本《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010 年初，新公民之友、南都基金会、农

民之子等多家公益机构和北京明园学校等打

工子弟学校校长以及新华社、公益中国网等

媒体，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共

同讨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与意见。修改

建议汇总完成，并已经提交给征求意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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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计

项目名称

" 爱在新公民“助学项目

聚焦新生代农民工文学创作

西部中小学师生心理健康调查项目

流动儿童安全综合服务项目

儿童社会和理财教育项目

流动儿童生涯觉察与辅导项目

亲亲自然校园计划

农民工子女教育论坛

“使命与职责”新公民教师专业成长全员培训

阅读改变人生项目

新公民儿童特色艺术团

新公民赤脚长跑队

新公民父母学堂

向京华学校捐赠图书

新公民真爱教师专项基金项目

“七心”护航新公民计划项目

“小海豚”来沪务工人员子女艺术团项目

新公民苗圃项目

第三届“新公民园丁奖”评选项目

“同一起跑线”跨越式教学项目

农村女童成长教育项目

“双馨实验学校开展农民工家长教育项目

为中国而教

2010 年新公民之友项目

第二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

我们共同的城市项目

民工子弟民乐团项目

马各庄新公民学校佳馨书屋项目

受助机构

北京市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

我们的自由天空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深圳市信实社会服务机构

自然之友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农民工子弟学校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成都市心理咨询辅导中心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拓爱扶思教育咨询中心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教育中心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审批金额（元）

2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290.00 

49,258.20 

28,380.00 

2,531,534.30 

100,000.00 

100,000.00 

80,000.00 

52,000.00 

57,400.00 

299,262.00 

100,000.00 

200,000.00 

96,000.00 

244,490.00 

204,400.00 

163,420.00 

233,940.00 

98,000.00 

114,480.00 

500,000.00 

100,000.00 

637,909.00 

110,437.00 

48,860.00 

6,370,060.50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列表

2010 年 4 月，新公民之友与优酷网联合发起的“新公民拍客运动”荣

获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与英特尔颁发的“‘芯世界 ' 公益

创新奖优秀奖”。

图为 11 月 6 日，新公民之友获壹基金典范工程“壹基金·腾讯潜力典

范奖”。

4 月 21 日至 23 日，刘洲鸿副秘书长赴青海调研，先后与 20

多家参与救灾的 NGO 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社会认可

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

2010 年 4 月 1 日，为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南都基金会设立常数为 1000 万元的“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支持民

间组织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目前，南都基金会已形成初步的基本资助策略。确立了杠杆型资助专业化、本土化、长期化的民间组织开展项目，而

不直接操作项目的资助原则。形成了紧急救援阶段、灾后安置阶段、灾后重建阶段及平日的资助策略。通过梳理救灾项目，

探索和形成南都基金会“机构支持”的战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接受 32 家民间公益机构项目申请 41 个，批准项目 25 个。已审批通过的项目资金总

额 290.85 万元。项目实施重点集中在四川地震、西南旱灾、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等。

18 南都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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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玉树地震发生后一周，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筹集了 80 余万元的食品、药品、生活用品等，南都基金会资助运费，

将物资运往玉树。左图为发放物资现场。右图为义工在灾区为受伤灾民服务。

南都基金会资助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为玉树灾区住兰州

伤员提供心理康复及生活照顾的服务。

南都基金会资助多背一公斤调研 2010 年西南旱灾的灾

情和行动方案项目。图为志愿者正在广西百色那社村

村民家中调查。



2010 年 5 月 25 日，项目官员林红（左）

探访绿十字生态文化中心的可持续生计

发展项目点。

南都基金会资助云南青基会润土互助工

作组，在禄丰县和平镇开展散杂居村寨

水源保护及生计保障项目。10 月下旬，

刘洲鸿副秘书长（右 2）一行三人对该

项目实地考察，图为已投入使用的水窖。

南都基金会资助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在上南尧彝族社区开展人畜饮水工程项目。5 月 29 日，大众流域的

负责人与村民在社区学校，以参与式的方式讨论如何修建蓄水池和铺设水管。（左图）   经过村民的辛勤劳动，看着从水管

流出清澈的水，村民们脸上洋溢着欢欣的笑容，再也不用担心旱季无水喝了！（右图）

资助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 资助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

南都基金会资助玉树金巴慈善救助会从 2010 年 7 月

15 日到 11 月 15 日，召集以往培训的藏族卫生工作

者在玉树地区走访了 6900 多顶帐篷，为灾区人民宣

传灾后基本健康卫生常识，发放女性卫生巾、药品、

藏语的卫生宣传书册等。图为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

健康常识并看病。

20 南都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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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项目名称

四川灾区农民合作组织能力建设与治理项目

秦村有爱，感恩永续——512 灾后秦家坎 3 组可持续生机发展

民间公益组织参与灾后重建信息平台Ⅲ

都江堰学校教师心灵辅导培训项目第三期

马家岩村灾后饮水与生态促进项目

都江堰学校教师心灵辅导培训项目第四期

支持云南青基会志愿者公益团队开展抗旱救灾活动项目

受旱边远希望小学爱心饮用水直通车

禄丰县和平镇平掌村大麦地旱灾紧急救援项目

散杂居村寨水源保护及生计保障项目

上南尧彝族社区人畜饮水工程项目

散杂居村寨长期抗旱及生计综合发展项目

支持玉树地震四川救援办公室运送救灾物资

协作开展玉树灾后需求评估和救灾物资发放一期项目

泓德中育 414 青海玉树地震灾害救助项目

仁爱志愿者行动及心理健康活动室项目

玉树救灾协调合作和心理生理健康援助项目

青海玉树灾区住兰州伤员心理康复及生活照顾

青海玉树地震灾区 15 名藏族孤儿救助项目

灾害调研和行动方案

玉树地震救援物资运输费用补贴项目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4.14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项目

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招标资助 NGO 玉树灾后重建项目

“爱在深秋，同舟共济”舟曲等灾区过冬物资资助项目

舟曲特大泥石流幸存者及救援人员心理危机干预

受助机构

成都青羊区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北京市延庆县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

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四川心家园社工

大巴山生态与贫困问题研究会

四川心家园社工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云南青基会润土互助工作组

云南青基会润土互助工作组

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

云南青基会润土互助工作组

四川 512 民间救助服务中心

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

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
健中心、乐平心理咨询中心

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天使妈妈”
基金

爱聚（北京）咨询有限公司（多背一公斤）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玉树金巴慈善救助会

玉树金巴慈善救助会等 6 家机构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

审批金额（元）

274,800.00 

200,000.00 

154,410.00 

83,742.20 

183,000.00 

106,951.90 

200,000.00 

50,000.00 

29,820.00 

31,731.00 

168,552.00 

85,134.00 

20,000.00 

19,300.00 

50,000.00 

129,250.00 

71,565.00 

46,350.00 

100,000.00 

160,740.00 

53,890.00 

208,000.00 

201,500.00 

200,000.00 

79,810.00 

2,908,546.10

灾后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列表



程  玉

秘书长、理事

新公民社工发展与

教育中心理事长

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域研究

（1）新公民档案：由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宇宽组

织团队实施，旨在对农民工子女群体进行长期的实证

调查研究。在 2009 年研究的基础上，2010 年度继

续深入跟踪，在城市认同感、教育需求、家庭经济情

况发展之外，再跟踪分析评估拆迁等外部因素对儿童

成长的影响，及其价值观形成过程的动向。

（2）研究生论文奖：与清华大学社会系合作，

为高校的硕士学历以上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的学生建立研究生论文奖，汇聚一个关心中国新移民第二代的生存境遇和问题

的新、老学者圈子。为南都基金会在该领域建立话语权，实施政策倡导、社会舆论引导等工作做铺垫。

启动行业和领域研究课题 理事、监事名单

为了全面提升南都基金会项目管理的战略性与整体性，一届九次理事会做出战略决策，加强研究投入，形成独具特色

的研究定位：理念鲜明——“公民社会”空间定位、实践者的参与及解决方案导向。对行业进行研究，以指导南都基金会宏

观行业支持的方向，并通过适当渠道对行业产生导向性的影响；重视领域研究，指导南都基金会某具体领域的资助方向，

并通过适当渠道起到对政策、企业、社会的倡导、引导、推动的作用。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共资助 3 家机构 5 个项目，总审批金额 158.91 万元。

第三部门行业研究

（1）政社关系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立项实

施，通过分析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现状及理想状态，提出发

展对策，填补当前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成果进行合理传播，

推动“政社关系”的良好发展。 

（2）公益行业人才问题专项调研：由南都基金会、腾讯基金会、

刘鸿儒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开展，并发布 2010《中国公益

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公益人才报告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公

益事业面临人才缺乏的困境，调查从 5000 多个各类 NGO 入手，最

终拿到 451 个成功样本。调查发现低薪酬导致公益人才荒，约 90%

从业者工资在 5000 元以下，其中月薪资在 1000 元以下占 18.4%，

近 4 成机构未给员工上社会保险；NGO 工作强度大，20% 以上的人平均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目前中国 NGO 对人才需

求迅猛，未来一年中，65.7% 的机构有招聘计划，发展型人才最为缺乏。但由于公益组织待遇低，发展空间狭小，人才的

快速流动难以弥补旺盛的需求，过半 NGO 遭遇过离职考验。

启动行业和领域研究课题

编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名称

基金会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当前中国大陆“政社关系”研究项目

新公民档案项目

“农二代”研究工作坊

中国公益人才发展调研模型建模项目

受助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

北京长策智库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长策智库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金额（元）

115,000.00 

1,199,250.00 

133,000.00 

81,800.00 

60,000.00 

1,589,050.00 

行业和领域研究项目列表

理事、监事名单

杨晓光

理事

南都基金会发起

人、捐款人之一

上海南都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林  旦

理事

南都基金会发起

人、捐款人之一

上海南都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周庆治

理事、名誉会长

南都基金会主要

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

何  伟

理事长（一届一次

至十次理事会）、

理事

南都基金会发起

人、捐款人之一

现任上海南都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

徐永光

理事长（一届十一

次理事会）、理事

南都基金会主要发

起人

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第九、第十

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海光

理事

南都基金会发起

人、捐款人之一

上海南都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执

行总裁

赵亦斓

理事

南都基金会上海

办事处主任

黄传会

理事

海军政治部创作

室主任

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副会长

康晓光

理事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NPO研究所所长

杨  岳

理事

国家民间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

朱卫国

监事

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政法劳动社会

保障法制司政法

处处长

陆建桥

监事

财政部会计司准

则二处处长

白岩松

监事

中央电视台节目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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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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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资   产 年初数 年初数 年末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行次 行次

 会民非01表 

2010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应收款项

预付账款

存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合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款项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预收账款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净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

2

3

4

8

9

15

18

20

21

24

30

31

32

33

34

35

38

40

41

51

60

  5,824,772.36 

 99,089,315.00 

 731,957.81 

 

105,646,045.17 

 200,000.00 

 200,000.00 

 691,847.15 

 120,756.00 

 571,091.15 

 571,091.15 

 

106,417,136.32 

 28,133,782.31 

 50,000,000.00 

 19,699.68 

 

78,153,481.99 

 25,200,000.00 

 25,200,000.00 

 5,162,677.15 

 281,611.55 

 4,881,065.60 

 4,881,065.60 

 

108,234,547.59 

  100,593.32 

 198,601.01 

 33,612.39 

 

332,806.72 

 -   

 217,990.13 

 550,796.85 

104,391,863.85 

 1,474,475.62 

105,866,339.47 

106,417,136.32 

  1,972,590.27 

 273,733.18 

 86,129.32 

 

2,332,452.77 

 -   

 54,451.73 

 2,386,904.50 

 91,867,894.99 

 13,979,748.10 

105,847,643.09 

108,234,547.59 

61

62

63

65

66

71

72

74

78

80

81

84

88

90

91

100

101

105

110

120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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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上年数

非限定性 非限定性限定性 限定性合计 合计

本年累计数行

次

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02表 

2010年度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公益活动成本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政府补助成本

       税金及附加

（二）管理费用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其他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费用合计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
列）

1

2

3

4

5

6

9

11

12

21

 

24

28

35

40

45

 14,170,000.00 

 5,847,639.44 

 116,388.03 

 20,134,027.47 

14,317,268.76 

 14,317,268.76 

 1,034,619.29 

 329,993.80 
 

704,625.49 

 5,865.11 

 15,357,753.16

 

 2,929,584.94 

 7,705,859.25 

 40,000.00 

40,000.00 

 

-2,929,584.94

-2,889,584.94 

 

14,210,000.00 

 -   

 -   

 -   

 -   

 5,847,639.44 

 116,388.03 

20,174,027.47 

14,317,268.76 

14,317,268.76 

 -   

 -   

 -   

 -   

 1,034,619.29 

 329,993.80 
 

704,625.49 

 -   

 5,865.11 

 -    

15,357,753.16 

     

 

4,816,274.31 

  3,100,400.00 

 10,351,901.08 

 79,063.78 

 13,531,364.86

 

21,578,454.46 

 21,578,454.46 

 1,271,421.57 

 536,125.00 
 

735,296.57 

 2,333.80 

 22,852,209.83 

 6,911,351.51

 

 -2,409,493.46 

 9,302,148.59 

 9,302,148.59 

 -   

 -   

 -   

 

-6,911,351.51 

 2,390,797.08 

  12,402,548.59 

 -   

 -   

 -   

 -   

 10,351,901.08 

 79,063.78 

 22,833,513.45 

21,578,454.46 

 21,578,454.46 

 -   

 -   

 -   

 -   

 1,271,421.57 

 536,125.00 
 

735,296.57 

 -   

 2,333.80 

 -   

 22,852,209.83 

    

 -18,696.38 

项    目 行次 金额

现    金   流   量   表
 会民非03表 

2010年度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

2

3

4

5

8

13

14

15

16

19

23

24

25

26

27

30

34

35

36

39

43

44

45

48

50

51

52

55

58

59

60

61

 

 4,748,981.59 

 31,801,650.93 

 36,550,632.52 

 21,578,454.46 

 536,125.00 

 -   

 26,451,734.19 

 48,566,313.65 

 -12,015,681.13 

 49,209,315.00 

 10,351,901.08 

 59,561,216.08 

 116,525.00 

 25,000,000.00 

 120,000.00 

 25,236,525.00 

 34,324,691.08 

 -   

 -   

 -   

 22,309,009.95 

单位负责人：徐永光                                     复核：刘洲鸿                              制表：王立克 

单位负责人：徐永光                                  复核：刘洲鸿                                   制表：王立克



团队能力建设 对外交流

团队能力建设

6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南都基金会理事、

康晓光教授为南都基金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对公民社会和

第三部门的理解。

7 月 6 日到 9 日，程玉秘书长与项目官员林红在昆

明跟随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一同考察由

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部分教育项目，学习其经验。

9 月 8 日 -9 日，由卓越领导力学院举行的《企业

转型领导变革高端培训——发展企业转型的解决方

案》在京举行。公共关系和传播部传播官员李玉生

作为学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7 月 29 日和 30 日下午，南都基金会全体前往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进行交流学习，首任理事长何伟专程从杭州飞来北京

参加交流，康晓光理事也出席了该活动。

对外交流

10 月 25 日，美国海湾飓风灾后重建考察团一行十几人

来访南都基金会，我会重点介绍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现

状、南都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

方面的经验等。 

10月27日下午，洛克菲勒慈善

事业顾问（RPA）总裁兼CEO 

Melissa Berman博士一行来访

南都基金会，徐永光理事长向

来宾介绍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

的生态和趋势。

12 月 14 日，宁夏民政厅厅长

马廷礼一行来访，就建立宁夏

黄河“善谷”一事听取徐永光理

事长的建议，并进行座谈。

9 月 10 日，阿育王（Ashoka）非洲钻石领袖 Bill Carter

先生一行 2 人来访南都基金会分享筛选伙伴经验，并为

银杏伙伴项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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