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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寄 语

南都基金会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就是要做一个资助型的基

金会，支持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在公益行业里，我们一定是一个

低调的资助者和全心全意的服务者。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资助和服

务，我们也不求任何回报，我们就是希望民间公益行业能够发展起

来，桃李不言。

周庆治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      

200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公益行业既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也面对

不少问题和矛盾。为了更好地迎接这些挑战，一届八次理事会专门成

立战略规划小组，全方位审视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实践活动，为基金会

制定新的战略规划，以更好地支持公益行业的发展。我深信，只要坚

持基金会的使命和宗旨，培育公民精神，社会将会更美好。

何  伟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2009年，在民政部的指导和理事会的领导下，发挥资助型机构

的优势，在继续实施新公民计划、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的同时，

发起和参与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

项目交流展示会、慈善导航行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非公

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等一系列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的创新项目。

面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新的态势和挑战，南都基金会将

加大对公益行业和社会建设领域的研究，并以研究为支撑，指导基

金会实施宏观性项目和战略性项目，促进公益行业上游和下游齐发

展，更好地实践基金会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使 命 和 愿 景

使命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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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南都基金会被民政部评为4A基金会，这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最高评级。在民政部“全国

先进社会组织”的评选中，南都基金会成为民政部主管的非公募基金会唯一获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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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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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招标

南都公益基金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非营利组织，

进行资助项目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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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评审

由专家组成项目评审委员会，对申请项目进行独立

评审，保证评审客观、公正及专业。

第三方评估                           

南都基金会委托独立的专业机构对所有资助项目进行评估，衡量项

目实施效果，改进项目设计、执行、管理，提高项目成效。

种子基金

南都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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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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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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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开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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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基金会通过发起、参与/支持行业宏观性的项目，资助战略性项目，资助实施新公民计划这三大支柱，以及指导

三大支柱的战略性、政策性研究来支撑推动公益行业、公民社会发展。

运作理念

南都基金会战略规划项目分布图

 

使命：支持民间公益     
愿景：人人怀有希望

资助战略性项目：

*机构：

－支持型

－引领型：标杆型、创新型、具

可复制模式，能对领域/公民社

会发展起到杠杆作用

*公益明日之星：具有创新性、

领导力、实干精神、未来公益带

头人潜质

资助+支持新公民教育与社工发展

*发展中心：

－新公民学校：新公民教育、社工

项目试验基地，办学模式探索平台

－开发新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项

目、公益产品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支

持新公民教育领域的NGO

研究：

特色：1）理念鲜明 —“公民社会”空间定位；2）实践者的参与；3）解决方案导向

行业研究：指导宏观行业支持的方向，并通过适当渠道对行业产生导向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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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企业、社会的引导、

          倡导、推动作用  

支持宏观性项目： 

*会议/活动：

促进行业发展的合作、交流、人

力资源建设等

如：－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慈善导航行动

    －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

    －优秀社会企业奖

运 作 理 念

资助项目管理流程图

申请机构

接受资金，开具收据 划拨第一笔资助款

进行中期检查

   验收合格，

划拨第二笔资助款  第三方机构

进行独立评估

财务审计

项目竣工检查

验收合格，划拨尾款

南都基金会

提交项目申请材料

接收反馈，实时监测

初评：初评小组筛

选入围项目

中评：项目评审委

员会选出候选项目

终评：秘书处最终

确定资助项目

项目招标

进行项目修改

提交中期报告

接受资金，开具收据

 结项自评，

提交总结报告

接受资金，开具收据

提交月度财务报告

提交季度进展报告

项目评审

双方签署项目资助协议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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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间组织成长

7月2日至4日，南都基金会与中国

社会组织促进会以及其他6家非公募基金

会，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

展论坛。全国6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中的

100多家与会。论坛围绕散财之道、治理

之道和自律之道等主题进行了探讨；论

坛还发表了《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

言》，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影

响。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将作为行业沟

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长期开展下去。第

二届论坛的发起机构已从原来的8家增至

14家。

作为论坛的后续成果，在南都基金

会与美国国际美慈组织的推动和福特基金

会的支持下，组成了以徐永光为团长的中

国非公募基金会高层参访团，对美国基金

会行业进行为期10天的考察访问。此次访

问的成果十分显著，访问团成员形成了许

多共识，决定推动设立中国的“基金会中

心”，在基金会行业自律、自我规范、自

我服务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 10月30日，非公募基金会高层访美团参观美慈行动中心

△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2009年会现场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

非公募基金会高级领导人培训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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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举办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培训。11月11日

至12日在上海完成首期培训，全国60多家

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以上的领导人参加。

12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期培

训，8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参加。培训得到

了参加培训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好评，对于

提高基金会领导人对于基金会的理解和运

作有很大的作用。南都基金会将与中国社

会组织促进会继续合作，根据非公募基金

会发展的需要，长期开展此项目。

支 持 民 间 组 织 成 长支 持 民 间 组 织 成 长

2009年8月，南都基金会与民政部、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起联合央视法制频道推出大型公益行动

电视栏目《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节目播出后，其所倡导的“公信力、持久力、创新力”的慈善规则和理念在社会

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9月20日，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起了主题为“让慈善更加阳光、让爱心更有信心”的

公益传播论坛，目的是扩大“慈善导航行动”的影响力，推动社会对慈善的持续关注。

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

6月11日，南都基金会与

英国文化协会、友成企业家扶

贫基金会合作开展的“社会企

业家技能项目”在北京启动。

该项目在中国今年培训了175

名有志于从事社会企业的年轻

人，计划未来三年内，培训

600位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

家，并希望这些社会企业家可

以自我发展，并在就业、社会

服务和社区和谐发展方面做出

显著贡献。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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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害 救 援 和 灾 后 重 建 项 目支 持 民 间 组 织 成 长

公益组织孵化器

为基金会行业争取健康发展环境

支持草根组织人力资源建设与发展

南都基金会还开展了基金会企业所得税问题研讨会，

联合其他基金会就免税资格和免税范围等问题致函政府有

关部门，为基金会行业争取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鼓与呼。

这一呼吁被多家法治、财经类、时政类媒体深度披露，引

起较大社会反响。2010年1月21日，北京大学公益传播论坛

就此议题举行专题研讨。“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

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也被评为2009中

国公民社会发展十大事件之一。

南都基金会分别资助了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自然之友两家机

构人力成本及团队能力建设费用。歌路营目前发展顺利，开发并实

施了一系列围绕农民工子女及相关群体的项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

和世界教育（美国一家NGO）的资助。

△ 12月15日，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右二）一行访问NPI，NPI主任吕朝

（右一）做介绍

△ 这是获奖项目之一的南强学社乡村图书馆项目。孩子们激动地等待着

图书馆开馆。

推动大学生公益创业行动

南都基金会与上海NPI合作开展公益组织孵化器项目，

支持初创期公益组织发展，公益组织孵化器得到了地方政

府的认可，已成功在北京、成都、深圳等地复制。

2007年以来，NPI公益组织孵化器在上海和成都共成功

孵化出了15家公益组织，正在孵化的公益组织有25家（其

中上海孵化器6家，成都4家，北京9家,深圳6家），涉及扶

贫、社区服务和健康促进等诸多领域。

与零点集团合作开展大学生公益创业行动，零点集团在组织构

架、筹资技术、项目管理、成效评价等方面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

培训支持，南都基金会出资10万元用于奖励最终获选的11支大学生

团队，资金专项用于具体公益创业项目的运作和实施，零点集团将

对11个获奖方案的实施提供监测与指导。

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

2009年，包括慈善导航行动招标的11个项目，共收到45家社会组织提交的共36份项目建议书。其

中，审核通过的项目20个，资助了18家民间公益组织开展项目，批准资助金额为343.05万元（含成都

百年新公民职校资助资金200万元）。包括拨付去年审批通过的项目的部分后期款（其中公益项目交流

展示会50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今年已支出432.51万元。

经过了紧急救援阶段，在过渡安置阶段和灾后重建阶段，南都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是资助抗震示范

房的建设、生计发展项目以及本土化、长期化和专业化社工服务机构的发展。同时，针对灾后重建民

间组织资金困难、难以坚守灾区的问题，南都基金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推动资源整合，支持灾区

本土民间组织尤其是社会企业的发展，这些活动和项目主要有：

5月2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与搜狐博客在北

京举行了“NGO 5·12灾后重建合作论坛”，论

坛主题为：合作源自信念，责任重于泰山。近

百家参与灾后重建的NGO、基金会和企业代表以

及学者参加论坛。与会者从房屋重建、生计发

展、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总结

了NGO参与灾后重建发挥的作用，交流了成功的

经验和教训。50多家NGO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

示了他们开展灾后重建的项目。论坛对于倡导

基金会和企业资助草根NGO灾后重建工作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已

经接受150家民间公益机

构项目申请210个，批准

项目85个。已经完成的项

目85个。已审批通过的项

目资金总额802.95万元。

已资助项目的灾后重建资

助领域主要分布在生产自

救和可持续生计、社区重

建与社会工作、信息服务

等领域。

5·12灾后重建合作论坛

62％

5％5％
9％

19％

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分布领域

生产自救与可持续生计

研究与政策倡导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房屋与乡村重建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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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专业的社工服务机构对于灾区社会关系重建具有重要作用。5·12地震之后，南都基金会即与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在四川安县资助建立了灾区第一家民办专业社工服务中心。2009年4月，南都基金会资助中国社工协会组织专家

对灾区社工服务调研。调研成果经民政部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批示，要求做好社工服务机构试点工作，

同年10月，民政部发出《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南都基金会与中国社工协会合作，支持灾区5家民

办社工服务机构的设立，每家机构资助20万元。

△ 4月10下午在都江堰勤俭人家社会工作站附近和板房区

的居民交谈。

△ 4月9日下午在汉旺社区人员陪同下参观汉旺地震遗

址，图片背景是原汉旺镇政府。

推动民办专业社工服务机构发展和制度建设

1.9月24日，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供主要资助的“清华大学可持续乡村重建项目”在四

川茂县太平乡杨柳村举行的落成典礼，王海光理事参加典礼。这是杨柳村全貌。

2.8月14日，成都市民选购地球村乐和家园项目有机小市场的产品。南都基金会资助

了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乐和模式孵化平台》项目。

3.10月29日，南都基金会秘书处在四川考察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这是考察组在绿

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项目点与工作人员交流。

4.王海光理事参加“清华大学可持续乡村重建项目”茂县杨柳村落成典礼。

5.丁晓峰先生向南都基金会慷慨捐资5万元用于资助四川绵竹三星社区“老人之家”

社区养老院项目。该项目为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评选出的优秀项目。捐款将主要

用于资助对“老人之家”的管理员和护理员培训，使“老人之家”的老人们能够得

到更为舒适和正规的护理，并支持“老人之家”从板房期到永久性住房期的过渡。

这是老人们在活动室休息。

灾 害 救 援 和 灾 后 重 建 项 目灾 害 救 援 和 灾 后 重 建 项 目

1 3

5

2

4

8月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

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三家

发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二十一

家社会组织共同主办的“社会组织5·12

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在北

京开幕。

公益项目交流会由上海浦东非营利

组织发展中心(NPI)承办，从全国报名的

社会组织中精心挑选了128家在这里集中

展示，涵盖公益领域多个服务方向。中

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南

都基金会拿出1500万的资金（其中南都

基金会200万），进行项目招标。万通公

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国社工协会

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也纷纷拿出项

目和资金寻找民间组织合作。如此大规

模地进行公益招标联合行动实属首次；

通过展览、发布、招标和洽谈的方式，

搭建直接而快速的交流、洽谈、“交

易”平台，架设政府、企业、基金会等资

助方与公益服务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在

公益领域是一次创举。

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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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430,480.00 

编号 项目名称 受助机构 服务领域 资助金额(元) 

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项目列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四川灾区合力建设抗震房示范

推动灾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设研究项目
调研行动

文县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机构运营

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信息平台二期

新家园计划——以社区为主导的灾后重建
与可持续发展

2009北大公益论坛

新学期、新希望、新视野四川梦想分享会

蒲公英儿童心理抚慰计划

专家组赴川筹备试点建设工作项目

“彩虹计划、心灵火炬”

四川社工服务站

“老人之家”社区养老院发展和推广项目

“真实的野外”－红外触发相机保护区监
测项目

乐和模式孵化平台

灾后重建与灾后经济并行

汶川雁门乡生计与生态恢复重建

“圆梦计划”

儿童友好社区项目

新叶工程

2009慈善导航项目招标

成都百年新公民职校建校

西部乡土发展中心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文县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促进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视野中国

中华儿促会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甘肃文县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促
进会

中国社工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
委员会

北京东城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

山水生态伙伴自然保护中心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

大邑兔王扶贫研究中心

“熊猫之旅”爱心支教团(IBIC)

四川青神乡村妇女儿童合作发展
促进会

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

房屋与乡村重建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信息服务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研究与政策倡导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生产自救与可持续生计

生产自救与可持续生计

生产自救与可持续生计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生产自救与可持续生计

信息服务

社区重建与社会工作

200,000.00 

115,580.00 

100,000.00 

116,600.00 

146,600.00 

56,320.00 

74,080.00 

50,000.00 

46,8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24,500.00 

2,000,000.00 

新公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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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在总结前两年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梳理出了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并且制定了新公民学校品牌管

理和建设的方案。新批准建设温州新公民学校、银川新公民学校、成都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截止09年底，已建和

在建新公民学校7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5所，职业学校2所；另外建立了一所教师培训中心。包括对之前审批资

助建设的新公民学校的后续资助款，2009年，新公民学校拨付资助款510.7万元。

新公民学校得到了民政部及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考察南都基金会时说：新公民计划的意义

不亚于希望工程。2009年8月，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评估专家来南都基金会评估。评估专家王名教授认为，新公民学

校作为基金会的核心项目，不仅探索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解决之道，而且触及到教育体制层面，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 2008年中华慈善奖颁奖仪式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克强、回良玉接见

了获奖者；图为胡锦涛与徐永光握手。

新公民计划标识设计取材于

南都基金会的标识，这一枝

小银杏苗柔中带刚，与农民

工子女虽身处弱势环境，但

自信、自强的品格暗合。小

银杏树苗的外形，也有寓意

农民工子女期待社会呵护的

含义。

 “新公民计划”荣获2008年度“中华慈善

奖”之“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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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公民计划

中华慈善奖

灾 害 救 援 和 灾 后 重 建 项 目 新 公 民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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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10日，周庆治会长（前左）、何

伟理事长（前右）、徐永光秘书长（前

中）及部分理事、监事在一届五次理事

会期间参观北京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

这是同学们在校门口迎接理事会视察。

2.3月10日，周庆治会长（右2）、徐永

光秘书长（左1）、白岩松监事（右1）

等在一届五次理事会期间参观北京百年

新公民职业学校。这是学校教师介绍智

能楼宇专业学习情况。

3.2月24日，何伟理事长、杨晓光理事

考察银川新公民学校建设进展，并与银

川有关方面进行了座谈。图为何伟理事

长（中）、杨晓光理事（左1）听取银

川方面介绍情况，右2为银川市副市长

马迎秋（女），左2为银川市教育局局

长张晓沛。

△  2009年6月2日《人民日报》

发表记者文章：《在城市，为农

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文章认

为非营利的新公民学校是“新公

民的希望”：“要把接受合格义

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

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

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

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

教育的要求。”

△ 9月8日，温州市龙湾区第一新公民学校开学。温州新

公民学校经费由政府补贴、社会捐助和家庭分担三部分组

成，解决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温州市副市长陈

作荣（右）和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左）

为温州第一新公民学校揭牌，温州第一新公民学校黄瑞华

（中）受牌。

△ 银川兴庆区新公民学校由宁夏自治区各级政府匹配3000

多万元，南都基金会捐赠200万元建成，地方政府还无偿提

供了50多亩土地。目前学校已经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校长

已经招聘到位，目前正进行装修、教学设备配置、教师招

聘与培训等工作，预计2010年秋季开学。这是银川新公民

学校的规划图。

△ 南都基金会资助百年职校在四川建立成都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支持灾后重建。成都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借助公立学校资源，

采取“校中校”模式，由北京百年职校与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开办之时，所筹资金已够三年开支。这是2009年9月

18日四川省团委张彤书记与成都百年新公民职校学生合影。

新 公 民 计 划新 公 民 计 划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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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13日，摩根大通资助的“流动儿童艺术教育”第一学期的

学生作品拍卖会暨圣诞联欢会在京举办，拍卖所得近10万元善款

用来资助新公民学校贫困学生。

2.12月19日，南都基金会资助的农民工子女教育论坛暨腾讯公益

新公民创新奖颁奖典礼上，同学们为获得新公民园丁奖的教师们

颁发证书后合影。

3.12月30日,北京奥运主题曲《我和你》首唱歌手常石磊献唱朝阳

第一新公民学校（马各庄校区）新年联欢会。常石磊非常喜欢这

些孩子，表示不仅要与新公民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还计划为

这些孩子专门写一首歌。

1

3

2

2009年，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共资助23家机构27个项

目，其中，小额项目（5万元以下）662,164.00元，占总审批

资金23.06%；一般项目（5万元以上）2,029,059.93元，占

总审批资金70.65%；合作项目（多方合作项目）180,600.00

元，占总审批资金6.29%；总审批资金2,871,823.93元。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分布图

小额公益项目

一般公益项目

合作公益项目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

23.06％

6.29％

70.65％
其他

素质教育

艺术教育

社会交往

社工服务

宣传倡导

学业辅导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领域主要集中在针对农民工

子女的社工服务、社会交往、素质教育、宣传倡导、学业

辅导、艺术教育等领域，根据资助项目对应的项目领域分

布如图：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资助领域分布图

7.41％

7.41％

7.41％

11.11％

18.52％

33.33％

14.81％

1.雷励新公民少年营项目：每个团队选出当天的组长、安全员、新闻官、营地主任和工地主任，使营员们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有机会进行意见表达和自我管理。

2.南都基金会协办的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资助的《贵阳市苗族农民工子女教育和苗族文化传承》项目。南明区苗岭小学的

同学接受捐赠的图书。

3.3月18日，四川青神乡村妇女儿童合作发展促进会在青神县瑞峰镇青杠坪村开展留守儿童亲情活动，图为留守儿童和监护

人拔河比赛。

4.5月29日，由新公民之友、摩根大通、工友之家、国际计划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在京举行。从北

京市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征集的上万幅作品中精选近百幅向公众免费展览一周。

5.花旦工作室在北京昌平明欣学校图书室项目。四年级的孩子们正在花旦老师的带领下学唱新歌：只要去爱就会充满力量。

1 3

5

2

4

* 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及其相关公益品牌均已进行商标注册

15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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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 监 事 名 单

17 年度报告

新 公 民 计 划新 公 民 计 划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新公民艺术培训项目

共拥蓝天，放飞梦想——帮扶务工人员子弟系
列活动

喜洋洋成长俱乐部---来沪少数民族入学困难
学龄儿童社区功课辅导计划

手拉手，我们在一起——情系农民工子弟小学
义演

“农家学舍”留守儿童心灵关怀公益项目

流动的心声——第一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

“新校园，新生活”农民工子女一年级新生入
学培训

新公民计划-09久牵回乡之旅

新公民计划-乐创益“创意课堂”

梦想的翅膀-农民工子女戏剧课程试点项目

以外展方式探索对昆明城市社区流动儿童的社
区服务

美术基础教育创新 探求农民工子女出路

“小土豆”儿童情景剧

2009年新公民园丁奖资助项目

农民工子女城市社区融入社工服务项目

新公民计划—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培训研讨活动

新公民防患于未“染”——结核病等传染病预
防行动进农民工子弟学校

新公民流动视频教室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华兴实验学校

安徽大学春晖学社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中国音乐学院演艺策划工作室

禾湘新农村建设公益促进会

北京市朝阳区蒲公英培训中心

深圳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乐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

（花旦戏剧工作室）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北京市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

上海绿丝带志愿者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蒲公英培训中心

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

海淀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培训学校

北京市西城区关爱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北京信保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素质教育

学业辅导

学业辅导

素质教育

学业辅导

素质教育

社工服务

社会交往

素质教育

艺术教育

社工服务

艺术教育

社会交往

教师支持

社工服务

教师培训

健康教育

心理辅导

36,000.00 

19,004.00 

47,800.00 

2,000.00 
      

35,600.00 
      

 5,410.00 
      

 9,610.00 
      

50,000.00 
      

30,000.00 
      

50,000.00 
      

34,540.00 
      

50,000.00 
      

45,000.00 
      

50,000.00 
      

49,900.00 
      

49,600.00 
      

47,700.00 
 

     
50,000.00 

二、新公民计划小额公益项目 662,164.0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关爱民工子女”学校社工服务

新公民兴趣小组项目

雷励新公民少年营

2009年新公民之友项目

摩根大通资助新公民学校驻校社工项目

摩根大通资助新公民儿童活动中心

摩根大通资助久牵外来工子女教育项目

东莞市横沥镇隔坑社区服务中心

华夏志愿者服务社

雷励青年发展计划

北京市朝阳区蒲公英培训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蒲公英培训中心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

社工服务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

宣传倡导

社工服务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

130,000.00
 

188,838.00 

120,000.00 

500,000.00 

545,093.93 

408,846.00 

136,282.00 

编号

一、新公民计划一般公益项目 2,029,059.93 

项目名称 受助机构 服务领域 资助金额(元)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列表

合   计 2,871,823.93 

3.1

3.2

携手爱乐农民工子弟音乐人才培养项目

新公民奖评选活动

北京市朝阳区洛美博艺艺术培训学校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

素质教育

宣传倡导

80,600.00 
     

100,000.00 

三、新公民计划合作公益项目 180,600.00 

理事、监事名单

程  玉

理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

常务副秘书长

新公民社工发展

与教育中心理事

长

白岩松

监事

中央电视台节目

主持人

陆建桥

监事

财政部会计司准

则二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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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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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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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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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岳

理事

国家民间组织管

理局副局长

赵亦斓

理事

南都基金会上海

办事处主任

周庆治

名誉会长、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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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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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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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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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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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审计报告

审 计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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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资   产 年初数 年初数 期末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行次 行次

 会民非01表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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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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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4,977,329.37 

94,952,360.56 

619,699.68 

  

 5,826.68 

100,555,216.29

200,000.00

200,000.00

 523,891.00 

 62,506.29 

 461,384.71

 461,384.71 

101,216,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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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63.05 

 19,229.56 

 

136,092.61 

30,443.23

 166,535.84

96,686,004.60 

 4,364,060.56 

101,050,065.16 

101,216,6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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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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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监事名单 审 计 报 告审 计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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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上年数

非限定性 非限定性限定性 限定性合计 合计

本年数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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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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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活动成本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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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53,656,125.00 

 

-51,535,245.79 

 228,039.59 

 2,348,918.80 

 

15,802,331.14 

15,802,331.14 

1,513,827.11 

 999,937.20 

 

460,698.93 

 53,190.98 

 1,219.94 

17,317,378.19

5,745,739.44

-9,222,719.95

10,009,800.00

10,009,800.00

-5,745,739.44

4,264,060.56

63,665,925.00

-51,535,245.79 

228,039.59

12,358,718.80

 15,802,331.14

15,802,331.14

1,513,827.11

999,937.20

460,698.93

53,190.98

1,219.94

17,317,378.19

-4,958,6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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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02表 

2009年度

项    目 行次 金额

 会民非03表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受到的现金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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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现金

    处置固定资和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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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14,210,000.00

 1,202,909.43 

15,412,909.43 

 13,607,867.78 

1,063,215.34 

 1,573,431.59 

 16,244,514.71 

 -831,605.28 

 7,200,000.00 

 94,750,685.00 

 101,950,685.00 

 142,206.15 

 

 100,240,000.00 

 100,382,206.15 

 1,568,478.85

116,394.36   

116,394.36

  

 5,824.94 

5,824.94 

110,569.42

 

847,4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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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2009年度

现   金   流   量   表



1.2月12日-13日，中国人民大学NPO

研究所为南都基金会及新公民社工发

展与教育中心全体员工开展培训，增

强了员工在非营利组织的战略与项

目、申请方与资助方项目管理及项目

评估等方面的能力。

2.5月26日，南都基金会工作人员作

为第一批受训者在Google公司接受

NPP和Google联合举行的利用IT工具

提高办公效率的培训。

3.9月21日，南都基金会全体员工开

始了两天的团队建设暨新公民学校项

目分享之旅，会上就新公民学校项目

发展思路进行探讨，同时加强团队间

的沟通、合作。

4.12月10日，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副总裁赵坤宁女士在新公民社

工发展与教育中心为南都基金会的全

体员工进行了非营利组织公关与传播的

培训。

1

3

2

4

团队建设

24 年度报告

新 公 民 之 友 2009

23 年度报告

团 队 建 设

新公民之友2009

2009年是新公民之友的开端之年。通

过这一年的努力，新公民之友逐渐建立自己

在农民工子女领域作为公益平台的价值和作

用，树立了让农民工子女健康的成长为社会

新公民的愿景。我们通过广泛地联合在农民

工子女公益领域服务的民间机构，倡导和动

员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到农民工子女公益当

中，搭建了农民工子女公益领域的志愿服务

支持体系。2009年12月，新公民之友荣获全

国“优秀志愿服务品牌”称号。

在2009年，新公民之友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与优酷、公益中国网合作发起新公民拍客运动——倡导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让拍客成为志愿者，让志愿者成为拍

客，用影像推动公益。截至目前，52名拍客，覆盖16省市，上传62个视频，播放近700万次，评论近4万条。

* 倡导企业志愿者活动——新公民之友帮助群邑、诺华、研华、迪斯尼、SOHO中国、强生、百度等知名企业在农民

工子女学校开展企业公益日活动，把企业的资源与农民工子女学校对接起来，并倡导企业员工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

* 广泛联合其他机构在农民工子女公益领域开展活动——新公民音乐日，放飞新公民音乐梦想；第一届新公民儿童文

化艺术节，让流动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流动儿童超常教育项目，在打工子弟学校寻找超常儿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

超常教育。

* 倡导和帮助个人志愿者服务农民工子女——帮助多个志愿者或志愿者组织在农民工子女公益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中国扶贫基金会·恒大慈善万人行”特困农民工家庭子女助学暨腾讯公益新公民园丁奖项目——在北京、上海、

成都，动员11个机构，300多名志愿者，走访147所学校、677户家庭，最终使300名特困农民工家庭子女获得每人2000

元的资助。并同时在三地农民工子弟学校选举出99名新公民园丁奖获得者。

*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数据库——真实地再现农民工子女学校情况，为社会资源进入这个领域建立了解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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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基金会的志愿品牌顾问伙伴北京奥美广告创作的《新公民计划：难以触及的课本》这组户外装置作品以碎玻

璃中央的书、砖头书架、铁丝笼中的书等三组作品形象地反映了2000多万进城农民工子女面临的读书难问题，极具震撼

力。本组作品获得2009亚太广告节户外类全场大奖及银奖和戛纳广告节银狮子大奖，这是华文广告圈2009年度在此类广

告节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心 C 座 1505 室 

邮  编：100020    

网  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 　

E-mail：mail@naradafoundation.org

电  话：010—51656856

传  真：010—59070038

蓝岛大厦

东四十条桥 工体北路 长虹桥

朝阳门桥

东

二

环

建国门桥 建国门外大街 国贸桥

东

三

环

京广桥

东

大

桥

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C座1505室

邮编：100020

网址：http://www.naradafoundation.org

 E-mail: naradafoundation@gmail.com

电话：010-51656856

传真：010-5907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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