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社工之钱世珍：

社区为我提供了一个做善事的机会

系列报道之 人物篇

社工档案：
2000 年 2 月，朝阳门街道办事处芳嘉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2002 年 6 月至 2006 年 2 月，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挂职锻炼
2006 年，朝阳门街道竹杆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2007 年，朝阳门街道大方家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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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100011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0,472,250.44

本年度总支出 36,008,105.5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3,069,725.9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93,220.97

行政办公支出 1,175,272.6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1.7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97%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44,323,635.48 0.00 44,323,635.48

24,078,676.80 0.00 24,078,676.80

9,100.00 0.00 9,10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65,687,532.85 47,912,790.88 流动负债 15,344,538.40 16,581,121.76

其中：货币资金 24,030,890.85 31,095,778.8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6,387,197.20 56,387,197.2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54,056,684.39 82,261,820.59 负债合计 15,344,538.40 16,581,121.76

净资产合计 160,786,876.04 171,004,436.91

资产总计 176,131,414.44 187,585,558.6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76,131,414.44 187,585,558.67

无形资产 0.00 1,023,750.00 限定性净资产 135,854,621.55 141,824,382.68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4,932,254.49 29,180,054.2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46,950.94 45,478,715.48 46,225,666.42

其中：捐赠收入 300,000.00 44,023,635.48 44,323,635.4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455,080.00 1,455,080.00

投资收益 200,296.81 0.00 200,296.81

二、本年费用 36,008,105.55 0.00 36,008,105.55

（一）业务活动成本 33,069,725.91 0.00 33,069,725.91

（二）管理费用 2,868,493.65 0.00 2,868,493.65

（三）筹资费用 69,885.99 0.00 69,885.99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9,508,954.35 -39,508,954.3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247,799.74 5,969,761.13 10,217,560.8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2 月 27 日五、监事：米建国 李养田

� � “我非常喜爱社区工作，因
为社区为我提供了一个做善事、
为居民服务的机会。 我时常能体
会到助人之后的快乐、 兴奋、激
动和自我价值体现的快感，那种
感觉很美。 ”

北京市朝阳门街道大方家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妇联主席钱
世珍告诉记者，她在居委会工作
了 13 个年头，在工作中，她融入
了自己特有的工作理念和工作
方法：“社工理念的建立需要工
作的价值观、思想、工作方式、方
法等诸多因素，只有在正确的价
值观指导下，适时、适度地选择
恰当的方式方法，才能为社区妇
女姐妹服好务，才能当得起‘娘
家人’、做得到‘贴心人’。 ”

2007 年 4 月，钱世珍来到了
大方家社区居委会负责妇联、青
少年等工作。 来大方家社区的三
个月里，她先后组建了大方家社
区“大众姐妹图书会”、大方家社
区“和绚编织社”、世纪珍缘———
婚姻介绍温情小屋、大方家社区

“亲情姐妹聊天室”、大方家社区
“公益大课堂”等服务项目，搭建
起为社区妇女服务的平台。 同年

10 月，建立了大方家社区“姐妹
驿站”。“姐妹驿站”把“发挥妇联

‘娘家’作用，做妇女的贴心人”
作为工作理念， 通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社区的妇女
排忧解难，并逐渐由一开始解决
和化解家庭矛盾发展到现如今
的全方位一体的服务驿站，得到
区、街领导的高度认可。 2009 年
10 月，钱世珍又创建了大方家社
区“‘星光温馨港湾’关爱小组”，
开展了为本社区失独家庭服务
的项目，同年 12 月，该服务项目
覆盖了全街道的失独家庭 34
人。

大方家社区是一个危改待
拆迁社区， 是一个有 6084 人的
大社区，外来人口数占社区实住
人口的半数， 外来务工子女多，
孩子满街跑、乱扔石子的现象时
有出现，常住的社区居民对此意
见颇深。 为此，钱世珍对大方家
社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有
效地把社区的青少年组织起来，
并根据社区实际开展了大方家
社区“七彩假日”学生系列活动，
至今已有五六个年头。 从一开始
只有二三十名学生参加，发展到

如今已有 179 名学生参加。“七
彩假日”学生系列活动，完成了
从刚一开始的生拉硬拽学生被
动参与，到现在主动参与的成功
转变，再到深受广大学生和家长
喜爱和好评的一个过程，这中间
凝聚着钱世珍的智慧和辛勤的
汗水。

钱世珍利用社区“七彩假
日”活动，充分发挥了社区教育
的资源，对学生们的学习、体验
和成长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让他
（她） 们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
中，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提
高了能力， 也有效地陶冶了情
操。 通过这些有益的暑期假日活
动，让孩子们接触社会，亲身实
践，进而明白：在校做个好学生、
在家做个好孩子、在社会上做个
文明的好少年。

目前，大方家社区“七彩假
日”成为社区青少年参与社区活
动的平台和基地， 多次被市、区
评为“社区文明小使者”优秀组
织奖。 钱世珍个人被首都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
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评为“社

区文明小使者”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先进个人。

此次获得“首都最美社工”
荣誉称号，钱世珍感受到党和政
府对社会工作、社区工作的关心
和重视，她也希望能够充分发挥
自身的带头作用，把自己工作的

经验和同样工作在社工第一线
的广大同仁分享，也希望其他社
区同仁能在她这些经验的基础
上挖掘出更多、更好、更有本社
区特色的服务思路和服务项目
服务于民，并从中体验助人的快
乐和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

� � 图为 2012 年的一场座谈会上，钱世珍（前排右二）详细介绍针对
社区流动家庭的试点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