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2021 年是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成立 30 周年。 30 年来
联合会在开展理论研究、参与
专业实践、 服务行业会员、推
动行业自律、促进国际交流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事业发
展的历史见证者和重要推动
力量。

太仓市社区和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2021 年，中心积极履行社
会组织党建、 孵化培育体系建
设、三社教育培训、社会工作推
进、 公益项目开发及社创交易
开展等六项职能， 在社会组织
全面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
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德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21 年初，石家庄疫情

暴发， 德正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派出 16 名社工在 4 个社
区组织志愿者开展防控
工作， 服务覆盖居民
30000 人， 整合志愿者
力量近 400 人。

通化市东昌区爱心
志愿者协会

2021 年初， 通化出现
疫情，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
会组织千余名志愿者在 21
个社区开展送物资、 消杀、
卡点站岗、协助核酸检测等
防疫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3254
人次。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
处与研究中心

长年坚持开展社会组织矛
盾的化解和协调、 社会组织法
律能力建设、 社会组织法律政
策问题研究等工作， 为社会组
织法律普及、 行业规范运作水
平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

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筹
集大量善款， 从生存、 医疗、
心理、 技能、 成长等方面，对
大病等困境儿童开展救助，是
最受关注的儿童救助类基金
会之一。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河南水灾发生后， 壹基金

及其合作的超过 165 支社会救
援队伍积极参与抗洪救灾；此
后，壹基金继续在河南省 50 个
县（市、区）实施安全家园项目，
推动建设 318 支基层社区志愿
者救援队伍。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投入

50 亿元，用于“99 公益日”及后
续的激励金支持、 公益数字化

建设以及一线公益帮扶， 为推
动公益行业发展、 实现共同富
裕作出突出贡献。

蓝天救援队
7 月 21 日至 8 月 3 日期

间，三百多支蓝天队伍、共计
三千多名蓝天救援队志愿者
参与了河南洪灾的救援和防

疫。 蓝天救援队已经成为突发
事件响应中最重要的民间救
援队伍之一。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深耕文化传承，推动公益慈

善基础设施从 1.0走向 2.0，支持
高校开展公益慈善教育，参与儿
童早期养育项目，助力浙江慈善
事业发展，敦和基金会不愧为资
助型基金会的代表。

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
基金

组织传一沙龙， 开展传一

对话，协办慈善法治圆桌汇，聚
焦慈善法治、社会治理、性别平
等、 慈善研究、 灾害慈善等议
题， 爱德传一基金成为传承和
发展慈善文化的重要力量。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
立足于医院及社会爱心场

所，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紧扣

大病救助的民生热点， 持续开
展关爱项目， 在解决大病困境
家庭需求的同时， 为大病患者
提供心理陪伴。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举办基金会论坛年会、长
三角峰会、山东峰会；打造“鸿
鹄计划”，助力基金会秘书长成

长；围绕洪灾应对、慈善发展等
推动政社协同； 开展“基金会
40 年与新征程”系列专访等。

中国扶贫基金会
深耕中国扶贫与乡村发展

领域，2021 年， 将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多
个领域表现突出， 比如河南水

灾筹集善款近 2 亿元专项用于
河南洪涝灾害恢复重建工作，
为郑州、 洛阳等 7 个市的 624
个受灾村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基

金会累计公益收入突破 100 亿
元， 人道资源动员总体上了大
台阶。 在公益投入和产出持续
增长的同时， 收入结构更趋合
理，资源供给日趋稳定。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河南水灾筹集善款超过

1.6 亿元，重点聚焦医疗卫生领
域， 充分发挥卫生健康系统优
势， 为 109 家医院捐赠了价值
1 亿元的 DR、CT、 彩超等医疗
设备及防疫物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

代表中国民间力量深度参
与 COP15 大会并发言。注重发
挥科研与公益之长， 持续专注
于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
动经济绿色发展， 开展生态文
明研究与践行、 生态扶贫与政
策建言、构建“中华保护地”自
然保护体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支持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

活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组
织人员培训、奖励在政
策咨询和学术研究方面
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资助符合基金会宗旨
的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河南省慈善总会
2021年 99公益日募款

排名第一。从传统救助到专业
慈善项目的不断拓展，慈善业
务范围涵盖灾害救助、支教助
学、老年关怀、儿童救助等。不
断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
用，以慈善项目为引领，聚焦
弱势群体慈善需求。

重庆市慈善总会
2021 年 99 公益日募

款排名第二。 2021 年以来，
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
当地 38 个区县慈善会、101

个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
200 多个慈善专项基金，提供

长达 150 多天、1000 余场
次的培训和服务。

陕西省慈善协会
2021 年 99 公益

日募款排名第五，积
极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
用。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累计
募集善款物 62.5 亿元，实施慈
善项目近 2 万个， 救助帮扶困
难群众 1500 万人次。

河仁慈善基金会
2021 年 5 月，河仁慈善基

金会承诺总出资 100 亿元投入
筹建“福耀科技大学”，致力于
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培训技术人
才，并在河南水灾中捐赠 1亿元。

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
创立广东省顺德和美术馆

将慈善介入艺术领域引发好
评。 支持教育、养老、体育、文化
艺术、扶贫赈灾、环保及其他公
益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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