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来自成都的“新空间”
在芦山地震灾区组织了一项活
动：让青少年客串和体验街头交
通协管员一日，由此参与到文明
城市打造中。

像“新空间”这样活跃在芦山
地 震 灾 区 的 民 间 社 会 组 织
（NGO）为数众多。 一年来，各类
NGO 组织在四川省抗震救灾社
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引导
服务下，各显身手，开展形式多样
的专业化服务，持续释放正能量，
成为灾区一道亮丽风景线。

坚守：
96家 NGO长期服务

“废墟中有很多钢筋和玻璃
碎片，你们以后不要去那里玩。 ”
最近，雅安市天全县第三小学的
安全义工队“开工”啦。 十来个身
着“校园安全小义工”黄马甲的
孩子， 拿着检查表和笔记本，从
宿舍楼到板房教室，在各个角落
查找安全隐患。

这个参与式活动，由壹基金
赞助的壹乐园儿童服务站组织
开展，让孩子们从“受益人”转换
成为“志愿者”，从小培养孩子们
的安全意识和奉献精神。

芦山地震发生后，包括壹基
金、心家园、大爱武术等在内，全
国各地共有 700 多个社会组织
自发前往灾区， 开展应急抢险、
卫生防疫、心理抚慰、创业帮扶
等各类服务，成为应急抢险和灾
后重建中的一支有生力量。

一年多来，仍有不少外来社
会组织常驻灾区。 今年 34 岁的
伍学梅，地震后决定创业。 正当
她为资金发愁时，YBC（中国青
年创业国际计划）组织为她提供
10 万元赠款和一对一创业导师；
一年后，又安排她到福建学习体
验。 如今，伍学梅的汽修店业务
从最初的补胎、 加气拓展到机
修、烤漆，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截至今年 5 月，坚持在灾区
长期服务的社会组织共计 96

家，建立了 136 个服务站点。

转变：
“官”“民”互动提升质效

地震发生后，从事公益服务
的汤孟英从成都来到芦山县城，
出发前的满腔热血很快变成迷
茫。 汤孟英主要特长是做儿童社
会活动工作，但在灾区一度没找
到施展空间，“有力不知道往哪
使，只能干着急。 ”

大量社会组织到来，却因不清
楚灾区情况，呈现出响应及时与无
序参与、数量众多与缺乏统筹并存
的现象。 四川省委、省政府迅速组
建社会管理服务组，创新成立抗震
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
为社会组织提供政策、信息、场地
等服务，引导其依法、有序、有效参
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一些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
中心服务式的工作理念，让民间
社会组织和官方背景的中心实
现良性互动。 通过坦诚的沟通协

作，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更切合
灾区需要， 增强了服务的实效
性。“如果不了解全局情况，一味
埋头干， 工作成效肯定要打折
扣。 ”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后重建
办公室副主任陈济仓说：“去年
冬天，我们在雅安的项目本来是
以新村建设和扶贫开发为主，在
接到中心倡议后及时进行调整，
投入人力财力参与‘暖冬’行动，
为灾区群众雪中送炭。 ”

谋划：
培育孵化本土社会组织

“目前驻守灾区服务的社会组
织，大都是外来的。”抗震救灾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人表
示，本土社会组织发育不足成为制
约灾区社会服务的重要因素。

针对本土化组织数量小、规
模小、水平低等问题，外来的社
会组织响应中心号召， 积极指
导、培育和孵化灾区本土社会组
织和专业人才。“培育不走的公

益力量是我们现在的重要工作
内容。 ”壹基金项目负责人表示，
壹基金通过壹乐园项目已培育
本土工作队伍 8 支。 壹基金出资
的儿童服务站，每个站都是一个
社会组织的雏形。 目前每个站点
工作人员 2~3 名，其中至少有一
名来自本地。“我最近忙着写项
目申报书，争取省级群团部门的
经费支持。 ”名山区蒙阳镇社区
群团中心副主任李文军告诉记
者，社区在地震后成立留守儿童
志愿服务中心，来自上海的蜀心
社无私地给予了很多指导。“以
前搞活动都是组织成员出于热
情自己掏腰包，但专业机构实施
的是项目化运作，这样既有规模
也更有可持续性。 ”

在外来社会组织的影响和
支持下，雅安新济源公益发展中
心、儒扬心理教育服务中心等 17
家本土社会组织纷纷登记注册，
扎根灾区服务当地群众。

（据《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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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 北京市 96156
社区服务平台“扶老助困———
从身边做起”暨 96156“空巢老
人家居维护” 专项行动启动仪
式在朝阳区亚运村华严北里小
区举行。

开展“空巢老人家居维护”
专项行动，旨在为本市生活的有
需求的 65 岁以上空巢老人或有

行动不便老人家庭， 提供安全、
可靠、 有保障的家居维护服务。
本次活动是政府购买社会公益
服务项目的一次尝试，将为该市
今后多层次、多领域购买公益服
务项目积累经验。

“空巢老人家居维护”专项行
动由北京市社区服务中心主
办， 全市各级社区服务中心承

办，大篷车（北京）家居装饰有
限公司具体实施，区县、街道社
区服务中心负责征集、 筛选符
合条件的老人家庭， 免费提供
四种上门服务 , 服务项目分别
为：一是窗纱更换服务，为每个
家庭更换 5 扇以内的普通窗
纱； 二是家庭用电线路的安全
检测及破损插座更换， 对用电

线路进行系统安全检测， 并更
换 3 个以内的常用插座； 三是
卫生间地面瓷砖防滑处理，对
一个卫生间地面进行防滑处
理；四是厨卫保洁用品配送，为
所需家庭提供自助型厨卫清洁
用品（管路疏通、油污清洁）操
作辅导， 发放一组清洁护理用
品。符合条件的老人家庭可在四

种免费服务项目中任选一种。
据了解，“空巢老人家居维

护” 专项行动活动时间从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
供该项目资金支持。 同时，活动
由 96156 北京市社区服务热线提
供活动咨询服务并进行服务质
量跟踪监督。

北京启动“空巢老人家居维护”行动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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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354,410,690.63

本年度总支出 402,617,350.7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94,296,909.5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415,279.34

行政办公支出 4,905,161.9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11.2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07%

� � 本基金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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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857,482.20 56,663,822.24 422,521,304.44

355,370,710.95 56,560,342.24 411,931,053.19

19,469,605.51 161,000.00 19,630,6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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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662,078.62 425,891,351.35 流动负债 957,402.15 1,728,468.04

其中：货币资金 234,756,293.48 360,051,681.5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300,000.00 2,3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956,045.02 850,644.81 负债合计 957,402.15 1,728,468.04

净资产合计 391,078,093.24 427,384,240.03

资产总计 392,035,495.39 429,112,708.0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92,035,495.39 429,112,708.07

无形资产 117,371.75 70,711.91 限定性净资产 317,644,275.62 345,494,095.3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3,433,817.62 81,890,144.6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5,509,478.18 403,414,019.38 438,923,497.56

其中：捐赠收入 19,125,768.93 403,395,535.51 422,521,304.4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0,776,020.87 371,841,329.90 402,617,350.77

（一）业务活动成本 22,455,579.62 371,841,329.90 394,296,909.52

（二）管理费用 8,320,441.25 0.00 8,320,441.25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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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869.75 -3,722,869.7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8,456,327.06 27,849,819.73 36,306,146.79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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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地震灾后一年 NGO释放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