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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3,598,864.07

本年度总支出 10,842,941.7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341,796.8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01,460.00

行政办公支出 112,484.8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6.0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43%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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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0,725.00 0.00 10,850,725.00

10,850,725.00 0.00 10,850,725.00

12,625.00 0.00 12,6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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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0,670.09 51,556,367.82 流动负债 1,172,403.80 3,531,260.00

其中：货币资金 40,543,291.58 39,477,820.1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95,659.14 63,993.27 负债合计 1,172,403.80 3,531,260.00

净资产合计 44,963,925.43 48,089,101.09

资产总计 46,136,329.23 51,620,361.0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6,136,329.23 51,620,361.0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5,013,692.26 27,801,916.2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9,950,233.17 20,287,184.8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865,522.38 11,102,595.00 13,968,117.38

其中：捐赠收入 1,248,130.00 9,602,595.00 10,850,725.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二、本年费用 2,528,570.72 8,314,371.00 10,842,941.7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027,425.88 8,314,371.00 10,341,796.88

（二）管理费用 501,144.84 0.00 501,1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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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36,951.66 2,788,224.00 3,125,175.66

投资收益 316,682.33 0.00 316,682.3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河北衡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于陆军 李书清

在北京市西城区活跃着这
样几位 80 后、90 后，他们是北京
和风社工事务所的普通社工，和
同龄人一样阳光热情，对生活充
满自信。 但他们又和其他人不一
样，因为工作性质，他们关注的
焦点是露宿街头、 无家可归的
人，他们走访的地方是常人不会
注意的天桥底下、地下通道以及
城市隐蔽的角落。

为改变高校学生对街头流
浪者的认识，增加大众对社工工
作的了解，11 月 25 日，北京和风
社工事务所高校巡回展来到了
巡展的第七站———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北京本部。 而此前，为对
夜间露宿者生活进行更深入的
了解，他们组织了第三期野宿活
动，在深夜探访露宿者，并对他
们的最新需求进行调查。

诞生源于信念

2011 年，张潇和他的小伙伴
先后进入社工领域， 从事一线社
工工作。当时，他们服务于北京市
第一支深宵外展队———在夜里寻
找夜不归宿的青少年， 并对他们
提供帮助。后来，他们在夜间工作
中发现很多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
的人，尤其是在冬天，这些人的数
量超过了夜不归宿的青少年。 但
由于原机构服务领域的限制，他
们不能为这些人提供帮助。

有感于此，张潇决心将服务
的重心转向街头露宿者，专心把
一件事做好。 2014 年 5 月，北京
和风社工事务所开始运作。 他们

将事务所服务的对象称为“露宿
者”，而不是公众意识中的“流浪
乞讨人员”。 据张潇介绍，在我国
台湾地区，人们将街头流浪者称
为“街友”，即住在街上的朋友;而
在香港地区和其他一些国家，人
们往往将这一群体称为“露宿
者”，即居住在外面的人。 张潇和
他的同事觉得“露宿者”这种说
法比较中性、 不带歧视色彩，因
此采用了这一叫法。

目前，事务所的资金来源主
要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和提供收
费服务，另外他们还会主动联系
企业，接受企业捐助，为露宿者
提供衣物、 食品等保障性补给。
不过由于人员力量的限制，目前
事务所的服务范围仅限于北京
市三环以内，包括西城区、东城
区和丰台区等区域。 为方便开展
工作，在成立事务所之前，张潇
曾花了 7 个月的时间对三环内
的露宿者进行了摸底调查，掌握
了露宿者数量的变动以及人员
构成的基本情况。“最多的时候，
三环内的露宿者约有四五千人，
最少的时候有四五百人左右。 这
些人之中有来京务工滞留人员、
长期的流浪汉，包括一些患有精
神障碍的人，此外还包括临时遇
到困难的人、来北京寻梦的街头
艺人、乞讨人员等等。 此外，街头
的苦行僧如果有需求我们也会
为他们提供服务。 ”

服务：物质与精神并重

事务所墙壁上贴着他们的

工作内容，包括四季访问、手工
工作坊、保障性补给、协助找工
作、移动电影院等 10 项。 其中，
四季访问被放在了第一位，这也
是他们工作的重点之一。

张潇介绍说，四季访问即每
年分四次对露宿者进行摸底调
查， 以便及时掌握露宿者的动
向。 事务所会跟西城区民政部门
和救助站合作，每次摸底调查结
束后，他们都会向上述部门提交
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包括露宿
人员的变化、最新需求以及事务
所做的工作、 遇见的问题等等。
根据他们提交的报告，民政部门
和救助站会相应地调整自身的
工作方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现在社工可以参与到社会
救助程序当中，由我们先一步进
行调查，并将露宿者的需求反馈
给民政部门或救助站，之后他们
再采取相应措施。 ”对于这一进
步，张潇很是高兴。

据另一位社工袁菁介绍，目
前事务所共有五名正式社工。 一
般情况下，他们每周至少会进行
三次外展调查，每次会派出一个
由两到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而
且每两周会进行一次跟进调查，
以了解露宿者的最新情况。“露
宿者的流动性比较大，在不同时
期他们的需求也不同。 比如遇到
气温骤降、雨雪天气等不可预估
的情况， 露宿者会出现新的需
求。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不断跟
进，及时了解并处理露宿者的情
绪和需求。 ”

此外，每年还会有很多高校

志愿者、社工专业的实习生加入
到他们的队伍。 袁菁谈到，实习
生进入机构以后，会有正式的社
工带领他们开展工作，比如熟悉
周边的环境、介绍同露宿者打交
道的方式以及注意事项等。 但由
于基本都是社工专业的学生，在
两周或最多一个月以后，这些实
习生就可以单独开展工作。“下
周我们将迎来一批社工专业的
实习生，他们的加入壮大了我们
的力量，这样我们每天可以派出
多个外展队，服务范围和工作效
率也会提高，我们也能为露宿者
做更多的事情。 ”

针对露宿者的具体情况，社
工们也会制定不同的服务计划，
比如帮助来京务工滞留人员做
简历、找工作等。 目前，事务所的
个案案例已达 113 个，档案资料
装满了整整一橱柜。“近期我们
将联系一位年轻的流浪者，他的
情况比较特殊， 从小失去父母，
十几岁开始流浪。 目前他已经走
遍大半个国家， 下一步会到北
京。 我们希望和他商谈一下，为
他找一份工作，毕竟他今年才 24
岁，生活还有很大的希望，但我
们会尊重他的意愿。 ”对于能帮
助流浪者解决实际问题，袁菁感
到特别兴奋。

但张潇和他的同事在与露
宿者接触的过程中都深深地体
会到， 其实露宿者最需要的还
是陪伴， 他们需要心理和精神
上的关怀。“哪怕陪他们说说
话、聊聊家常，帮他们解决一些
非常微小的事情， 他们都会感

到很高兴。 ”

改变公众认知任重道远

张潇认为，目前公众对露宿
者这一特殊群体的了解十分浅
显，而这也是社工工作面临的一
大难题。“露宿者的力量非常单
薄，他们不会主动发声，因而我
们应加强媒体报道，对公众进行
正确引导，逐渐改变社会对这一
群体的认知; 另一方面我们对这
一群体的定位应趋向客观，改变
公众的刻板印象。 ”他举例说，媒
体报道中如果使用“救助流浪乞
讨人员”等字眼，从根源上就已
将这一群体定性为弱势群体或
需要救助的对象，容易造成误解;
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关护露
宿者”， 就会给公众带来完全不
同的心理感受，公众对他们的印
象也会有所改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事务所
每年都会进高校做巡展，今年他
们的计划是做 10 场。 社工们觉
得到高校做展览、宣讲，能够让
大学生了解这一群体的情况，从
而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这样他
们进入社会后能够客观地认识、
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采访的最后，张潇引用了美
国媒体报道美国最著名流浪汉
彼得·比斯去世时说的一句
话———“他就像一个邻居， 只不
过没有房子”。 这句话就写在他
们办公室的墙壁上，而这句话也
充分说明了他们对待露宿者以
及社工工作的态度。

行走在城市隐蔽角落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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