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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彭艳妮

由衷感谢合作伙伴给我们的反馈和建议，我

们都听进去了！作为一家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

命的基金会，我们一定会和民间公益组织在一起，

勇敢而坚定地担负起责任，回应行业的问题和需

求，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方式，支 持民间公益，为

公益行业发展服务。

进展，在“破圈”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好公益平

台和区域公益生态两个项目让我们能够在更大范围

内更好地支持基层公益组织发展，回应了行业的“下

沉”趋势。

2021 年底我们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资助者

圆桌论坛”开展南都基金会合作伙伴反馈调研，希

望通过匿名调研获得更全面和真实的伙伴反馈，让

我们从伙伴的视角看到南都哪儿做得好、哪儿做得

不好，以此帮助我们跳出舒适区、不断进步。

对 103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 73.6%）的分

析结果显示，南都在议题认知与影响力、伙伴认知

与影响力、战略制定与沟通、合作关系、合作过程

五个维度都获得了 8 分以上的高分评价（满分为

10 分）；伙伴认为南都对领域最主要的贡献体现在

能力建设、行业倡导、创新探索、支持已有组织持

续成长这几个方面；认为南都对伙伴最有效的帮助

体现在资金支持、拓展合作渠道与搭建网络、资源

链接、品牌背书这几个方面。同时，伙伴们希望南

都加大一线走访力度、加强伙伴间交流学习、加大

资助力度，对一些工作细节提出建议，也对南都的

战略提出了进一步期许。

2021 年是南都公益基金 会确 定 2021-2023

战略并正式实施的开局之年。与 2017-2019 战略

相比，“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 进 跨界合作创新”

的战略目标与好公益平台、行业建设等核心业务

保持不变，新战略同时提出了“下沉、破圈、链接、

协同”四个关键词和战略期内的四大关键任 务：

更有效地向企业、政府、公众和公益组织呈现优

质公益项目，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

提升公益组织的能力；通过深化对公益慈善基础

设施的建设，促进资源方要素和执行方能力要素

发 展，以及两项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通 过向公

众解读社会公共议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提升公

众对公益的理 解、认可和支持；促 进公益组织在

所属议题领域和特定区域内的协同。

相应的，南都业务框架调整为行业建设、规

模化社会创新（好公益平台）、公众倡导、研究和

知识生产四个业务版块，工作进入了新战略的轨

道。2021 年，好公益平台在资源链接方面实现突破，

迭代了公益产品服务体系，在能力建设方面实现了

从直接操盘到挖掘和培育第三方机构的转变；公

众倡导这一新业务版块经 过一年的摸索，明确了

有效路径，特别是公益好声音项目研发取得重大



南都公益基金会（英文名：Narada Foundation，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

成立于 2007 年 5 月，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

金 1 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

南都基金会始终坚持“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积极建设公益行业生态，

致力于为中国公益行业发展提供公共品。在整个公益产业链中，南都基金会

通过提供资金和资源，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发展，带动民间的社会

创新。

机构文化关于南都基金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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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支持民间公益 

愿景： 
          社会公平正义，人人怀有希望 

行业发展为先

积极回应行业的关键问题和紧迫需求，机构

服务于行业发展。

民间立场为本

立足民间立场，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创新。

杠杆作用为佳

追求资助资金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公共利益为上

以公共利益为至上追求，不谋求任何公司或个人

直接或潜在的利益。

我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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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风格

目标导向

目标清晰使我们不拘泥方法和形式或在过程中迷失，

目标清晰有利于我们务实和创新。

尊重他人

包括信任合作方、设计人性化的资助服务、有同理心、

珍惜他人的时间与努力等等。

允许犯错，不掩盖问题

在机构内部如是，对被资助机构亦然。这是有助于成长

和创新的必备精神。

终身学习

不满足于现成的、现有的答案，永远用崭新的眼光去发

现、发问、去探索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根源的解决方案。

与社会创新者共同承担风险

创始人精神，也是南都的文化财富与特征之一，是正义

感与赤子心在我们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服务精神

资助型基金会是面向受益人服务链条中的一个起点，

实现自身使命也有赖于服务好民间组织及行业。



阶段性战略目标

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

机构战略

业务规划

行业建设

沃土计划
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规模化社会创新

中国好公益平台

公众倡导

南都观察
公益好声音

研究与知识生产

南都基金会 2021-2023 战略业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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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建设版块包含“沃土计划”和“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两个项目。

行
业
建
设 沃土计划主要聚焦如下领域：

▪支持现有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功能

▪识别和培育新的基础设施

▪促进基础设施之间的协同

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将着力于促进公益资

源方和执行方能力两大核心要素的发 展，

以及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关注区域

生态方面的人才及赋能

公
众
倡
导

向公众解读社会公共议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

提升公众对公益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通过建设和运营中国好公益平台

促进针对真实社会问题或需求的优质公益产品的影响力规模化

高效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规
模
化
社
会
创
新

完成部分中国当代公益发展重要事件、思潮与实践的记录

建立对公益系列基本问题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建立机构内部经验总结、知识生产和创新实验的工作机制

研
究
与
知
识
生
产

阶段性战略目标

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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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徐永光 名誉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主要发起人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联合国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

周庆治 名誉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主要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理事长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常务理事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

何伟 理事长

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理事

程玉 副理事长 王海光 理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捐款人
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李小云 理事

教授、公益工作者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
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

杨懿梅 理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师
全球著名管理大师拉姆 · 查兰的中国合伙人

肖微 监事

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彭艳妮 理事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何进 监事

公益工作者

����-����战略期内的
四大关键任务

更有效地向企业、政府、公众和公益组织呈现优质公益产品，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公益组织的能力。

�

深化公益慈善基 础设 施建设，促 进资源方要素和执行方能

力要素发展以及资源和能力要素间的良性互动。

�

促进公益组织在所属议题领域或特定区域内的协同。

�

向公众解读社会公共议 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提 升公众对

公益的理解、认可和支持。

�

关于南都



行业建设

 

规模化社会创新：中国好公益平台

公众倡导

 

研究与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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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建设

� · 南都观察

� · 公益好声音

��

项目介绍

� · 沃土计划

� · 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沃土计划”通过联合发起、策划、领导或协调、

资助以 及倡议 推 广 等方 式，建设有助于第三部门

可持 续发 展的公益 慈善 基 础设 施，促 进第三部门

资源和能力两大核心要素的发展及其良性互动。

1·沃土计划

2021 年沃土计划分梯度、有针对性地支持了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中国社会企

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公益筹款人行业培育平台、资助者圆桌论坛、基金会救灾协

调会、易善数据、慈善组织增值保值助力计划、西部公益论坛 等 10 家基础设施。

除资金支持外，南都基金会还通过资源链接、网络搭建、理事会治理、智力投入等

多种方式进行深度支持，推动这些基础设施提升其自身的行业影响和内部治理，发

挥对行业的支持作用，在促进资源方要素和执行方能力要素发展以及资源和能力要

素间的良性互动方面取得较好效果。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1 年会设置 2 场主论坛和 12 场平行论坛，100 多名嘉宾围绕“迈

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主题进行了交流碰撞，为行业奉上了一场年度思想盛宴。本次年会

吸引近 4000 人直接报名，各线上直播平台的全网浏览量累计近 200 万人次 ; 数十家枢纽机

构和基金会自发组织了形式多样的集体观会活动。

此外，南都基金会联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举办了“培育和发展慈善事业”政策

建议研讨系列活动（4 场线上研讨会，3 场线下研讨会），并同时开放了线上政策建议征集通道。

根据这些活动收集到来自全国各地 99 家公益组织的意见和建议汇总整理出的《加快完善政

策法规体系，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建议报告正式提交给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与

社会工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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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发展慈善事业”政策建议研讨系列活动

◇  影响力投资媒体班

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

2021 年举办了首期“中国影响力投资媒体班”，邀请数十位来自知名影响力投资机构、国际组织、学

术机构等跨界嘉宾授课，为媒体同仁提供系统学习影响力投资主题课程并与该领域资深研究者和实践者深

度交流的机会。30 余位来自国内主流财经媒体和相关领域媒体的采编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

2021 年开展了媒体灾害培训工作坊并与媒体共创《媒体灾害解困式报道工作手册》，有力促进了媒体与基金会

在灾害报道之间的协作。同时，通过省级、县级应急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桌面演练培训，初步搭建了应急管理

的政社协同机制，为应急、民政部门了解全社会应急力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 2021 年 7 月 18 日在北京举办灾害
响应和管理解困式报道媒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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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捐赠圈的孵化培育和模式探索

在南都基金会的支持下，该项目在原有 26 个捐赠圈基础上孵化落地了

9 个新的捐赠圈，并推动捐赠圈模式和案例在主流媒体上传播。该项目不仅

要引进国外的经验，还将梳理国内捐赠圈的拓展思路，生成本土化的经验，

希望推动捐赠圈这种创新形式提升普通捐赠人的公益意识，为公众深度持

续参与公益慈善提供新的途径。

◇ 美好捐赠圈大会

为促进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之间的协同，南都基金会支持平台网络负责人社群在 2021 年开展

了 4 场线上线下活动，为基础设施之间增进了解和信任、产生联结创造机会。其中两次社群活动

中讨论行业知识库和灾害应对响应议题的协同行动已开始落实于具体场景：资助者圆桌论坛与基

金会救灾协调会共同建立并将持续更新给资助者的灾害捐赠与应急响应知识库，基金会救灾协

调会、易善数据、资助者圆桌论坛、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举办了“面向更负责任的社会灾害

捐赠和应急响应行动”在线研讨会，助力资助方更具战略性、更负责任地进行灾害捐赠与应急响应。



试点探索

开展“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支持”“湖北公益人才支持计划”两个项目，根据各地情况进行不同探索。在山东，

主要支持在地机构通过地方服务示范模式打造、地方基金会陪伴、一线行动网络搭建与赋能、打通资源方与行动者

的资源流通等活动，整体推动在地公益生态建设。2021年11月，山东基金会发展论坛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山东峰

会成功举办，这是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共建的重要里程碑。在湖北，主要以一线公益机构领军人才为抓手，通过能力

建设、社群搭建等方式，激发突破各自领域局限，打破不同类型组织间的藩篱，促进合作交流。2021年在武汉、孝

感开展了两次线下培训与两次线下专题工作坊，促进各参与人从被赋能者成为公益生态建设的主动建设推动者。

社群建设

2021年选取了8名以推动地方公益生态建设为使命的地方枢纽组织负责人组成朋辈学习社群，并开展3次线下

活动，就县域公益发展、慈善    社工一体化模式、机构专业深化扩展带动生态建设等主题与实践进行共学。通过线

下学习场景的打造，既对工作中的共性与独特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又深化了地方枢纽组织负责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凝聚了共识，为社群未来可能的集体倡导和行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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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公益生态建设

围绕“区域公益生态要素的完善及协同，达成资源与地方组

织间 的良性 循环，进而 更 充分地回应地方问题，推动地方公益

生态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目标，2021 年“区域公益生态”主要进

行了试点探索和社群建设两方面活动。此外，对受疫情影响的

珠三角流动人口相关社区公益组织进行了专项支持。

◇区域生态建设学习网络第二期活动 · 江苏甪直

项目介绍⸺行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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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社会创新：中国好公益平台中国慈善组织信息系统2020

第九届西部社区公益创新论坛

灾害应对协同机制建设项目

行业生态建设与政策倡导暨中国基金会发展
论坛（2021）项目

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传一沙龙2021
年项目

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支持（2021）

中国慈善组织信息系统2021项目

捐赠圈孵化培育及捐赠圈本土模式探索项目

公益伙伴领导力及组织管理能力发展项目

2021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项目

资助者圆桌论坛2021年项目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2021年度救灾协同项目

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建设支持

山东区域公益生态建设项目（2022）

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公益组织支持计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项目名称

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农禾之家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爱德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北京墨德瑞特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社启社会组织建设促进中心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280,000.00 

9,300.00 

350,543.50 

350,250.00 

42,814.60 

200,000.00 

726,000.00 

150,000.00 

181,143.00 

3,000,000.00 

30,000.00 

100,000.00 

50,000.00 

160,000.00 

590,000.00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6,220,051.1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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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好公益平台进入第五年，继续通过资源链接、能力建设、资金支持、合作渠道及网络搭建、经验总

结和传播等方面的助力，促进优质公益产品在各地推广复制，增加优质公益产品的供给，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好公益平台优化了“规模化力”评估指标，在推动产品做得“更大”的同时也注重“更好”，通过初筛、尽调、

评审会审议、共建方公示等流程，从 89 个有效申请中遴选了 6 个优质公益产品加入好公益平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平台累计签约优质公益产品 84 个，目前合作 65 个，覆盖教育、安全健康、乡村振兴、助老、特需人群关爱、

环保、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

持续为伙伴提供资金、能力建设和一对一深度支持等多维度服务

2021 年，好公益平台为 49 家品牌创建机构的 51 个优质公益产品提供了一年 5 万元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

为了进一步清晰平台伙伴的规模化发展阶段以及所在阶段的需求，提升好公益平台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好

公益平台与悦享新知合作，为 10 个第七批新入选平台的产品提供了需求诊断服务，分析了 10 个产品所处的规模化

发展阶段、自身优势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在一对一深度支持方面，平台为 8 家品牌创建机构提供了第二年的 30 万元 / 家非限定性资助和深度陪伴支持。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定期与伙伴们进行年度目标的设置、回顾和沟通；继续通过益响为 7 家伙伴提供战略梳理

工作坊；与平台共建机构合作为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提供联合支持。8 家伙伴在规模化推进过程中取得了不同进展，

如童萌亲子园项目实现了服务覆盖面的快速拓展和较好的社会企业转型，两年间项目点达到 109 家，累计为 2.2 万

个家庭提供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服务性收入占比从 2020 年的 41.4% 上升至 2021 年的 73.5%。童萌用了 2 年时

��

项目介绍⸺行业建设

扫描二维码

查看平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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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好公益平台提供的品牌背书、伙伴渠道和项目资金，童萌在

过去几年顺利把我们的服务扩展到 �� 个省，服务了上万个家庭，并实

现了向社会企业的转型。感谢平台，也祝福平台越来越好。

――毛磊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

挖掘和培育优质能力建设专业第三方

2021 年度好公益平台聚焦公益组织实现影响力规模化必备和亟待提升的能力，持续为伙伴提供线上和线下的

优质课程和培训服务。在具体实施方面，从南都团队直接操盘转变为挖掘和培育优质能力建设专业第三方开展培训，

为行业能力提升积攒力量。

◉与悦享新知团队合作开展了监测评估共学训练营和项目需求分析训练营，96.30% 的用户对课程内容、工

具模板的价值表示满意，92.13% 的用户表示课程满足了学习需求。

◉与墨德瑞特团队合作开展了领导力和组织管理的系列培训和服务，包括 3 门组织领导力系列培训和为 100

位伙伴提供的公益领导力 360 评估，帮助伙伴全面理解组织效能，建立系统的组织观，理解人才与组织互

为因果的巧妙关系，了解建立人才选育用留系统。

◉和悦享新知合作“好公益平台 X 启发时刻”，邀请好公益平台品牌机构分享和讨论在规模化过程中遇到的

真实挑战、探索、思考和成长。2021 年度共有 9 位伙伴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验，共有 5520 人次参加交流。

通过每个月 1 小时特定主题的分享和交流，促进了平台伙伴以及更多关注规模化的实践者、资助者之间的经

验分享、交流和相互启发。

在与这两家专业第三方机构合作过程中，南都团队积极参与每次服务后的总结与复盘，支持第三方机构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让更多的公益同仁受益。

在中国好公益平台三年，我和机构均受益良多。平台不仅给了我

们非限定资金，还有特别稀缺的品牌加持、传播推动和高端培训等资

源支持。在平台陪伴下，我们团队获得全方位成长。

――万飞  万家无暴项目负责人  

间完成了 3 年实现可持续运营的规模化目标。2021 年底，好公益平台确定了 5 家第二批一对一深度支持的伙伴，

希望通过为其提供个性化支持服务，推动伙伴的影响力规模化发展并为行业输出影响力规模化的成功案例。

◇ 涟漪 · 领导力践行之旅 戈壁行

��

提升公益组织负责人领导力，激发自我成长

在领导力建设方面，涟 漪   领导力践 行之 旅项目和佩 英 女性领导力项目持续开展。

共有来自一线服务机构和枢纽机构的 18 名伙伴完成了为期 10 个月的“涟漪 · 领导力践行

之旅”二期项目。该项目在提升公益组织负责人领导力及催化协同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学习期间伙伴们提出的好公益平台产品服务旗舰店的构想，已在二期伙伴刘飞所在机构

实施，共有 10 个公益产品在成都一社区落地；多位二期学员关于县域组织支持的项目获

得了“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的支持，项目所产生的催化协同效果仍在持续发酵。在“佩英

女性领导力”第一期项目中，5 位女性导师和 5 位青年女性公益人结对子，通过导师的“传

帮带”和社群定期学习交流活动，有效支持了学员们的自我成长和互相激励。

·



  
2021 年，好公益平台与乐高集团合作开展“乐乐箱困

境儿童关爱计划”，为“乐乐箱”项目开放全国伙伴招募渠

道及项目优化支持，通过评审和筛选，全年共支持 50 家社

会组织在 23 个省市区为超过 3 万名困境儿童提供了服务。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

◇“影响力规模化：从产品视角到系统视角”平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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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益平台与姚基金共同开展“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项目规模化推广，3 家平台

枢纽机构成为 2021 年姚基金篮球季的地方运营伙伴，其中山东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联

动 11 家县域社会组织和教体、团委等部门，覆盖 100 所乡村小学，成功举办了山东赛区省级

联赛。乐高集团、姚基金分别以战略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好公益平台。

同时，好公益平台官网正式上线产品标签功能，资源方和其他伙伴可通过标签检索迅速

找到适合的公益产品，提高了资源匹配效率。

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2021 年会期间，南都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资助者

圆桌论坛及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举办了“影响力规模化 ：从产品视角到系统视角”平行论坛，

万科公益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和好公益平台的代表分享

了各自探索影响力规模化的实践，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

会和南都基金会的代表探讨了公益组织如何建立系统视角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进一

步增强了行业对影响力规模化的理解与共识。本次论坛共有超过 1.3 万人次观众在线观看了

直播，人均观看时长 30 分钟。 

项目介绍⸺规模化社会创新

优化产品呈现形式、探索面向
不同资源方的合作模式



探索搭建促进各方协同的场域，促进伙伴在区域内的协同

2021 年，好公益平台启动了“枢纽合作基地 2021 年度支持计划”，为 15 家枢纽机构提供

资助，鼓励和支持他们推动优质公益产品在本地落地，调研和评估好公益平台产品在本地实施

情况，提升本地公益组织能力，促进地区公益生态发展。2021 年好公益平台新增四川和河南的 3

家枢纽合作伙伴，截至年底平台枢纽合作伙伴的数量达到 40 家，覆盖了 27 个省级行政区。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年度枢纽机构共开展了 7 场优质公益产品路演活动，但枢纽伙伴在

支持本地社会组织发展及促进地区公益生态发展方面依然取得了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平台 11 家枢纽合作基地共支持 18 个优质公益产品在 11 个省市成功落地；协助公益产品落

地而撬动的资金总额超过 2400 万元，比 2020 年撬动的资金总额提高了 24%。如甘肃一山一

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全年共为 43 家本地公益组织开展了一对一辅导，助力伙伴机构完善内部

管理和多元化筹款，链接平台 13 个产品落地甘肃，协助其中 7 个产品联合筹资 882.3 万元。

孝感市义工联合会与湖北 100 多家一线公益组织合作，链接 8 个平台产品落地湖北。同时，平

台与方德瑞信合作，支持山东、甘肃和贵州的三家枢纽机构开展了区域联合筹款模式的探索与

研究，通过议题联动本地资源方和本地公益组织共同参与解决本地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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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想象，五年来，如果没有南都伙伴的价值共鸣、精神支撑、战

略指引、资源对接、智力支持、资金资助、项目陪伴和全面提携，山东

社创如何生存和行动。已经习惯了南都在身边，也已经把和南都伙伴的

定期深度对话视为机构的基础性工作。在区域公益生态基础建设这条少

有人走、缺乏对标和经验的探索之路上，幸运有你，不离不弃。感谢南都！

――张健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执行理事  

59 个优质公益产品在服务供给量上实现稳步增长，
在议题领导力上不断提升，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有明显突破

2022 年初，好公益平台收集了 59 个产品（不包含新加入的第八批 6 个产品）2021 年规模化发展的数据信息，

从服务增长力、议题领导力和可持续力三个维度分析平台产品的成长变化。

项目介绍⸺规模化社会创新

服务增长力

�� 个

优质公益产品

覆盖了全国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单个产品最高

覆盖区县 ���� 个

以上数据截至 2021 年底

落地合作方

项目点

受益对象

备注

�,��� 个

��,��� 个

��,���,��� 人次

2021年新增

��,��� 个

��,��� 个

��.� 亿人次

2021年底
累计数量

��.�%

��.�%

�.�%

��% 的伙伴累计
拓展 100 家以上

��% 的伙伴累计
落地 100 个以上

��% 的产品受益
对象 10 万人次以上

较2020年累计
数量的增幅

2021 年
59 个优质公益产品服务增长力统计表



产品迭代与优化

规模化路径探索

机构发展与组织能力提升

资金可持续

在议题领导力方面，相较 2020 年，有更多伙伴在社会问题系统思考、议题领域推动、公众倡导、商业模式探

索方面有所努力或取得了进展，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在可持续力方面，平台伙伴在产品迭代、规模化路径探索、组织发展、资金可持续性四个方面有所探索或提升。

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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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规模化社会创新

议题领导力 可持续力

对解决的社会问题有系统性思考与反思

对工作的议题领域起到引领推动作用

政策倡导与推动

促进公众参与

商业化探索

开源探索

获得各类省级以上荣誉或领域内重要荣誉

2021 年
59 个优质公益产品
议题领导力统计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 ,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

产
品

取
得

进
展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 , 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个
产

品
取

得
进

展
,占

平
台

产
品

总
数

的
��

%

��
个

产
品

取
得

进
展

，
占

平
台

产
品

总
数

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共有 7 个产品在其中 5 个或以上的议题领导力维度均有探索或进展。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 个产品取得进展，占平台产品总数的 ��%

以上数据截至 2021 年底

较 2020 年上涨了

��.�%

资金

志愿者

��% 的产品

累计撬动资金超过 ���� 万元，

��% 的产品

累计撬动资金超过 ���� 万元

平台产品累计共发动

��� 万余人次志愿者参与

其中 ��% 的产品

累计发动志愿者 � 万人次以上

59 个优质公益产品

自开展规模化以来

累计撬动资金额达

�� 亿元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未来国阅读嘉年华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阿福童乡村财经素
养教育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千千树农村学前教
育质量提升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新1001夜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未来希望幼儿班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女童保护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河流守望者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反毒大篷车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公益小天使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南关厢公益素食馆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爷爷奶奶一堂课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 “一起爱法”青少年
普法课程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 365安全饮水计划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 PC计划“穿墙引线”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计划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乐享银龄社区居家
养老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禾邻美育课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儿童平安小课堂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绿色离校·绿色感
恩- 全国校园公益倡议行动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安全号列车-儿童安
全社区共创计划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无痕环境公益课堂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爱心衣橱公益基金
心暖新衣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喘息100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看清未来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请给母爱一个空间- 
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万家无暴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同行课堂心智障碍
者支持性就业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守护海岸线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关爱失独“五节一
课”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笨爸爸工房父性教
育空间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歌路营公益基金会

昆明互满爱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

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杭州市西湖区华善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海宁市素食文化交流中心

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益启法律服务中心

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红苹果公益）

北京市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校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爱心衣橱公益基金

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广州市海珠区母乳爱公益服务中心

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洛阳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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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你我伙伴性教育支
持平台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焕新乐园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一个鸡蛋”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远离烫烫小怪兽儿
童课堂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社区儿童素养教育
-真爱梦想社区梦想中心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壹基金安全家园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爱芬学院-城市社
区垃圾分类培训咨询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心灵魔法学院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劲草嘉年华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0年度资助-活力亲子园

研发“议题地图”提升社会组织有效公益实践项目

好公益平台品牌创建机构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三年度）项目

好公益平台一对一深度支持（第二年度）项目

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战略支持与评估项目

公益产品在规模化发展中的痛点识别与分析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项目介绍⸺规模化社会创新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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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

广东省慧灵智障人士扶助基金会

北京市融合联汇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北京十方缘公益基金会

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泰安市泰山小荷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深圳益响咨询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昆明互满爱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杭州市西湖区华善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海宁市素食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成都市和川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益启法律服务中心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70,000.00 

2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90,000.00 

265,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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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好公益平台一般品牌产品2021年度资助

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战略支持项目

公益产品人能力建设项目

好公益平台伙伴组织能力发展项目

佩英女性领导力项目（二期）

好公益平台联合筹款机制及课程研发项目

涟漪·领导力践行之旅项目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好公益平台枢纽合作基地2021年度支持计划

涟漪·领导力践行之旅项目（三期）

好公益平台教育公益伙伴特定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教育公益伙伴特定支持项目

好公益平台教育公益伙伴特定支持项目

乐乐箱困境儿童关爱计划2021

好公益平台数据系统服务2021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会 “影响力规模化：从产品视
角到系统视角”平行论坛

“规模化思维”议题网络2020年项目

好公益平台项目模式梳理

项目介绍⸺规模化社会创新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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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0

91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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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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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校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青睐青少年发展中心

济南无痕环境文化传播中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广州市海珠区母乳爱公益服务中心

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洛阳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北京守望者环保基金会

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

北京市丰台区利智社会工作事务所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北京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

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北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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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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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1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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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深圳益响咨询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芮葭灵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墨德瑞特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上海毅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上海环育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鄂尔多斯市益启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宁夏昊善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

沈阳市利州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黑龙江同心公益组织发展促进中心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

无锡市乐助公益发展中心

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省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大有启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环育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东隅儿童济困服务中心

Sales Force.com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490,000.00 

250,000.00 

199,691.00 

130,000.00 

206,184.72 

339,377.00 

28,000.00 

14,000.00 

23,000.00 

20,000.00 

21,000.00 

25,900.00 

35,000.00 

21,000.00 

21,000.00 

30,870.00 

50,000.00 

15,000.00 

17,500.00 

25,000.00 

17,500.00 

330,000.00 

1,308,800.00 

981,600.00 

654,400.00 

1,800,000.00 

11,645.55 

10,000.00 

30,000.00 

312,000.00 

12,593,468.27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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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倡导版块的目标是向公众解读社会公共议题和传播公益的价值，

提升公众对公益的认可和支持。公众倡导版块包含“南都观察”和“公益

好声音”两个项目。

南都观察

2021 年，南都基金会发起的思想平台“南都观察”进入第六年，继

续关注人口、乡村振兴、土地、城市化、共同富裕、延迟退休、社会保障、“啃”

老、“躺平”、外卖骑手等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公共议题。

全年共开展了 3 期面向杰出学者的“大问题”系列访谈，分别与历

史学家罗新、社会学家黄盈盈和经济学家李实展开深入对话，获得读

者的欢迎和好评。

以上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

原创 ��� 篇（占比 52%）

全年共发布文章

��� 篇

全平台阅读量

����万

订阅人数

�.�万人

开展读者赠书

�� 次

在线下活动方面，结合两会提案和“七普”人口统计结果，开展了“开

城门”流动儿童教育主题沙龙，邀请杨东平等专家展开对话、分享研

究成果和观点；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和“共同富裕”目标，

举办以“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南都观察年度对话，邀请李实、

汤敏、贾康等专家，探讨共同富裕的误区和实现途径。

南都观察发挥基金会优势发布多篇一线公益人的实践和思考，开

展了两期公益深度体验并产出相关文章 ；与“公益好声音”项目配合，

结合 99 公益日、国际反家暴日、国际艾滋病日等契机发布文章和评论，

彰显出南都观察独特的品牌价值。

扫描二维码

阅读“大问题”系列访谈

2021 年，南都观察在公众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 篇文章获今日头条平台“头条热稿”

� 篇文章获澎湃新闻旗下  湃客众声 · 评论类内容优质稿件

� 篇文章被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微信公众号转载，阅读量达 �� 万 +

� 篇文章在今日头条平台上的 阅读量超过 �� 万

南都观察家



◇“多方联动，让家暴受害者救助更有效”主题媒体沙龙

◇  南都观察开展“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主题年度对话

��

����年度报告项目介绍⸺公众倡导

��

公益好声音

2021 年公益好声音项目主要通过媒体培育和渠道合作两个路径，

推动主流媒体关注、了解和报道公益，与不同传播渠道 / 平台合作，

产出公众看得见、听得懂的优质公益内容，以此提升公众对公益的理

解、认可和支持。

媒体培育：将主流媒体与社会组织伙伴有效链接，推动媒体关注和报道公益

与优质公益项目伙伴深度合作，开展了心智障碍人士就业、0-3 岁流动和留守儿童早期发展、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和反

对家庭暴力等 4 场聚焦不同议题的媒体沙龙，邀请媒体记者参加并向他们展现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模式、

经验和成效，推动媒体与公益组织建立联结、发布报道。

  
开展“好公益，走一线”活动，邀请

记者深入走访公益项目一线，与政府部门、

受益人和合作伙伴深度交流并发布报道。

这 些 举 措 将主流 媒体 与社 会 组 织伙伴

有效链接起来，发掘出一批关注公益的优秀

媒体 ( 记者 )，推动媒体关注和报道公益，同

时提升了社会组织伙伴与媒体合作的能力。

渠道合作：产出公众看得见、听得懂的优质内容，让“公益破圈”

与音频节目“故事 FM”、腾讯新闻“萤火计划”、CC 讲坛及新华网客户端分别开展合作，

以播客、演讲、图文等丰富的形式，助力 10 个优质公益项目开展了面向公众的传播倡导。

其中故事 FM 与公益项目“融合中国”合作产出的播客节目《我有自闭症，但我也需要朋友》

全网播放量超 128 万人次，双方已启动第二期合作。

项目还利用传播契机，整合资源为面向公众的公益传播助力。2021 年“99 公益日”期间，

助力 27 个公益项目开展公众传播和筹款：在 14 省 22 座城市 26 家君澜酒店的 5000 余间

客房内摆放 9 个优质公益项目的欢迎卡 共计 5.4 万 张；在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

多个户外场所和《财新周刊》《中国改革》期刊为 23 个 项目投放公益广告，联合自媒体微信

公众号为 12 个 项目传播公益故事。� 期 媒体沙龙共吸引 �� 家次媒体记者参加，

产出包括《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广

播电台、《人民政协报》、财新网等媒体

原创报道近 �� 篇，转发近 ��� 篇

沙龙直播观看 ��.� 万人次



◇ “好公益，走一线”⸺媒体记者深入走访“乡村金色人才”公益项目 ◇ 2021 年“99 公益日”上海虹桥机场公益广告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
-心智障碍者就业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谁来负责2600
多万0-3岁流动儿童及留守儿童的成长发展”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脆弱与韧性：
如何让乡村儿童免于心理危机？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
-“乡村金色人才”媒体走访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
-“多方联动，让家暴受害者救助更有效”

公益传播倡导与能力建设项目
-穿墙引线项目媒体走访

公益好声音-公益伙伴传播支持项目

公益好声音-故事FM播客传播支持计划

公益好声音-腾讯“萤火计划”公益体验支持项
目-不要烫伤我的童年

公益好声音-腾讯“萤火计划”公益体验支持项
目-性少数亲友分享会

2022-2023年南都公益基金会舆情监测服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项目名称

北京市融合联汇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北京善行直达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

北京善行直达信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炫闻（北京）移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
支持中心

北京爱无痕烧烫伤康复关爱中心

广州心无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融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6,935.00 

50,950.00 

56,900.00 

50,983.34 

44,300.00 

63,550.00 

60,000.00 

15,000.00 

7,200.00 

8,334.00 

67,999.00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432,151.34 合计

公益好声音

2021 年公益好声音项目主要通过媒体培育和渠道合作两个路径，

推动主流媒体关注、了解和报道公益，与不同传播渠道 / 平台合作，

产出公众看得见、听得懂的优质公益内容，以此提升公众对公益的理

解、认可和支持。

媒体培育：将主流媒体与社会组织伙伴有效链接，推动媒体关注和报道公益

与优质公益项目伙伴深度合作，开展了心智障碍人士就业、0-3 岁流动和留守儿童早期发展、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和反

对家庭暴力等 4 场聚焦不同议题的媒体沙龙，邀请媒体记者参加并向他们展现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模式、

经验和成效，推动媒体与公益组织建立联结、发布报道。

媒体沙龙的嘉宾发言信息量很大，发言质量都很高，整体活动

内容与展现角度很丰富，项目链条上各个相关方都有来，收获很多。

――马丹萌   财新记者

���� 年融合中国项目作为好公益平台的深度支持伙伴，获得了好公益平台在公众传播、筹款层面的诸多支持：包括为

我们对接多个媒体资源，参与和心智障碍全生命周期有关的各类议题研讨会；“公益好声音”项目为我们链接了头部播客故

事 FM，让孤独症伙伴的融合教育故事破圈；在 �� 公益日期间链接线下广告资源、争取腾讯公益广告激励。

精准地挖掘到组织真实需求的同时，平台也贴心的看到了每个公益人在组织中的发展期待，因此多次组织中高层人员

的能力建设培训，战略规划培训，甚至为伙伴提供一对一的教练服务。感谢好公益平台不吝啬分享自己的资源和经验，融

合中国愿与好公益平台一起继续前行，让更多心智障碍家庭走出来，消除歧视和误解，不绝望、不孤单。

⸺陈婧劼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议题传播筹款总监

  
开展“好公益，走一线”活动，邀请

记者深入走访公益项目一线，与政府部门、

受益人和合作伙伴深度交流并发布报道。

这 些 举 措 将主流 媒体 与社 会 组 织伙伴

有效链接起来，发掘出一批关注公益的优秀

媒体 ( 记者 )，推动媒体关注和报道公益，同

时提升了社会组织伙伴与媒体合作的能力。

����年度报告项目介绍⸺公众倡导

��

渠道合作：产出公众看得见、听得懂的优质内容，让“公益破圈”

与音频节目“故事 FM”、腾讯新闻“萤火计划”、CC 讲坛及新华网客户端分别开展合作，

以播客、演讲、图文等丰富的形式，助力 10 个优质公益项目开展了面向公众的传播倡导。

其中故事 FM 与公益项目“融合中国”合作产出的播客节目《我有自闭症，但我也需要朋友》

全网播放量超 128 万人次，双方已启动第二期合作。

项目还利用传播契机，整合资源为面向公众的公益传播助力。2021 年“99 公益日”期间，

助力 27 个公益项目开展公众传播和筹款：在 14 省 22 座城市 26 家君澜酒店的 5000 余间

客房内摆放 9 个优质公益项目的欢迎卡 共计 5.4 万 张；在北京首都机场、上海虹桥机场等

多个户外场所和《财新周刊》《中国改革》期刊为 23 个 项目投放公益广告，联合自媒体微信

公众号为 12 个 项目传播公益故事。

��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是南都基金会与腾讯基金会合作开展、由腾讯基金

会出资的资助项目，旨在通过资助捐赠与筹款研究类、行业支持类和数字

化应用类项目，推动公益慈善事业专业、高效、信任、可持续发展。2021

年 8 月至 12 月，南都基金会与腾讯基金会共同策划和实施了百个项目资助

计划第一期，从 0 到 1 打造了三个赛道完整的评审体系。本期共收到 713

份项目意向书，经项目意向书初筛、项目建议书专家评分和项目评审会三轮

评审和公示环节，最终 53 个项目获得资助。

成长期环保组织支持策略研究项目

历史与未来-云南水保护史料记录与回顾

参与式发展经验梳理研究

1

2

3

项目名称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成都农禾之家公益发展中心

28,434.50 

360,000.00 

150,000.00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538,434.50 合计

提升公益组织负责人领导力，激发自我成长

在领导力建设方面，涟 漪   领导力践 行之 旅项目和佩 英 女性领导力项目持续开展。

共有来自一线服务机构和枢纽机构的 18 名伙伴完成了为期 10 个月的“涟漪 · 领导力践行

之旅”二期项目。该项目在提升公益组织负责人领导力及催化协同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学习期间伙伴们提出的好公益平台产品服务旗舰店的构想，已在二期伙伴刘飞所在机构

实施，共有 10 个公益产品在成都一社区落地；多位二期学员关于县域组织支持的项目获

得了“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的支持，项目所产生的催化协同效果仍在持续发酵。在“佩英

女性领导力”第一期项目中，5 位女性导师和 5 位青年女性公益人结对子，通过导师的“传

帮带”和社群定期学习交流活动，有效支持了学员们的自我成长和互相激励。

研究与知识生产

��

����年度报告项目介绍⸺研究与知识生产

��

围绕“整理和记录公益发展的重要事件、思潮；建立关于中国

公益发展的系列基本问题的跨学科思考知识体系；建立机构内部经验

总结、知识生产和创新试验的相关工作机制”这一目标，2021 年资

助了“历史与未来 - 云南水保护史料记录与回顾”“参与式发展经验梳

理与研究”项目，开展了“微观中国”文丛的策划筹备工作。

“历史与未来   云南水保护史料记录与回顾”2021 年主要收集整

理云南河流保护文化思潮有关研究文献、政策资料与相关组织资料，

同时完成了相关研究对象的访谈。“参与式发展经验梳理与研究”计

划开展参与式发展线性脉络梳理，研究其如何在我国西部地区落地生

根，如何与各区域实际发展产生不同的“化学效应”，并成为区域性

的在地经验。

其他项目

最终
�� 个项目获得资助

本期收到
��� 份项目意向书

� ·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

� · 量化历史研究

� ·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 · 新公民计划

� ·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



量化历史研究

受捐赠人委托，2021 年南都基金会继续支持“量化历史研究”项目。

项目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

▪在上海举办了第八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暨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第八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从来自 210 个单位的 516 位申请人中录取学员 125 位，特邀 12 位国内外一流学者授课。

▪组织开展了量化历史研究优秀论文的评选工作，最终评选出两篇优秀论文。

▪聚合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注和参与量化历史研究与讨论。

��

����年度报告其他项目

��

◇  2021 年 5 月银杏伙伴社群春季论坛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简称“银杏计划”）是支持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们突破个人成长

和事业发展瓶颈的长期性公益项目，由南都基金会 2010 年发起并执行。2015 年银杏计划孵化成为北

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南都基金会持续资助银杏基金会执行核心战略项目。

2021 年是银杏计划执行的第 �� 年，银杏伙伴数量达到 ��� 位。

银杏基金会通过“突破计划”等项目，支持银杏伙伴个人成长和机构业务创新，助力他们事业的

突破与转型，陪伴他们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银杏伙伴社群是银杏计划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2021 年通过支持社群的行动与发展，促进社会创业家们彼此支持和共同成长，探索更多协同合作的可

能性。在支持银杏伙伴及其社群的同时，银杏计划支持了更多社会创业行动者社群，如 SEED 社会创

新种子社区和善导协作者社群（简称“O 计划”），让更多社会创业者得到高质量的陪伴与支持，并激

发社群间产生协同效应，形成联合影响力。

2021 年，银杏计划推出“看见 TA 们行动”行动者真实故事计划及“我的 FAYA 故事”社会创业播客，

通过多元渠道传播、倡导社会创业家精神。在研究领域，继续支持由一线行动者及研究者组成的行动

研究团队，并发布了《我们在行动》抗疫行动研究案例集。



新公民计划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新公民计划）通过开展研究、记录、传播和倡议活动，

招募、组织志愿者团队，与民办打工子女学校（社区）合作运营微澜图书馆，推动更多人

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参与改善流动儿童成长环境，让更多资源进入流动儿童教育领域。

2021 年，发布《在一起！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1》，报告提出应将流动人

口子女视为一个整体，用“在一起”和“入公办”指数作为评估流动人口子女发展的重要

指标；协助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起草政协提案，建议修改义务教育法，让流动儿童在居

住地就近入学；与南都观察合作，举行“开城门”主题沙龙，邀请专家学者共同为流动人

口子女教育问题发声，倡议城市打开城门，接纳更多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与

腾讯新闻合作策划、制作《流动的教育》系列视频，2022 年初在腾讯新闻上线，累计播

放量超过 1432 万次。

2021 年度，微澜图书馆新增分馆 13 个，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在北京、广州

等多个城市运营微澜分馆 53 家，其中 44 家分馆上线“馆东计划”，25 家分馆成立理事

会参与分馆运营，9 家分馆开始有固定的绘本课堂，多个分馆场地升级改造以及优化藏书。

47 家微澜分馆实现开放，全年累计实现开馆 3,051 天，服务覆盖读者 52,000 人，其

中借阅读者 24,999 人，借阅图书 315,237 册，借阅读者平均每人借阅 13 册。据不完全

统计（在微澜社区登记数据），共有 1,522 名志愿者在微澜图书馆总馆各小组和微澜分馆

共计参与志愿服务 7,738 次，累计服务 45,511 小时。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2021 年是乐平基金会实现系统性变革之核心方法论的关键探索期，乐平对建立与核心业务版块相匹配、相支

撑的产品策略、收入模型、工作方式和组织制度进行了探索性尝试和推进。在业务发展层面，继续夯实“社会创新

和共益经济知识中心”，同时通过社会创新与共益经济社会设计实验室推进新经济平台、数字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

论相结合的新项目新应用场景的探索和落地。在组织建设层面，继续推进合弄制、社群化的新型工作方式，初步建

立起了分议题、分层次、内外协同的研究员网络和倡导者社群，并升级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知识研究和生产机制，提

高了知识中心的产出效率和现有团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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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澜北京 5 馆，放学后的孩子在图书馆等待父母

其他项目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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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华中科技大学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社会组织乡村振兴联盟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社会创新中心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

济南市睦恩公益服务中心

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成都合众公益发展中心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华南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扶贫基金会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杨浦区赋启青年发展中心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南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义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100,000.00 

113,025.00 

142,000.00 

145,000.00 

145,500.00 

147,500.00 

148,445.00 

148,500.00 

149,200.00 

149,400.00 

149,650.00 

149,710.00 

149,820.00 

149,930.00 

149,985.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项目名称 受资助/委托机构NO. 资助/委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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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42,665.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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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

2021量化历史研究

新公民计划

2021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机构资助

银杏伙伴成长计划（2021）项目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爱佑慈善基金会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中国慈善联合会

北京量化历史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500,000.00 

755,000.00 

5,400,000.00 

6,700,000.00 

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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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 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会民非 01 表
单位： 元

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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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合计

1

2

3

4

8

9

15

18

20

21

24

30

31

32

33

34

35

38

40

41

51

60

行次

61

62

63

65

66

71

72

74

78

80

81

84

88

90

91

100

101

105

110

120

行次年初数

 5,054,993.00 

 70,177.81 

 50,567.56 

 5,175,738.37 

 143,077,836.09 

 143,077,836.09 

 6,991,705.41 

 1,977,482.66 

 5,014,222.75 

 5,014,222.75 

 153,267,797.21 

 6,021,738.37 

 19,699.68 

 380,000.00 

 50,567.56 

 6,472,005.61 

 141,923,939.77 

 141,923,939.77 

 6,991,705.41 

 2,355,578.15 

 4,636,127.26 

 4,636,127.26 

 153,032,072.64 

年末数 年初数

 21,108,004.26 

 247,398.15 

 10,294.02 

 21,365,696.43 

 -   

 21,365,696.43 

 120,923,583.59 

 10,978,517.19 

 131,902,100.78 

 153,267,797.21 

 30,693,756.92 

 256,729.77 

 40,305.35 

 30,990,792.04 

 -   

 30,990,792.04 

 105,432,736.22 

 16,608,544.38 

 122,041,280.60 

 153,032,072.64 

年末数负债和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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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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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20121 年度 会民非 03 表
单位： 元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行次项   目 上年数 本年数

一、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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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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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8

13

14

15

16

19

23

24

25

26

27

30

34

35

36

39

43

44

45

48

50

51

52

55

58

59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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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9,948.30 

 -   

 -   

 -   

 3,288.00 

 21,182,165.56 

 35,805,401.86 

 32,347,308.39 

 5,346,167.27 

 390,448.34 

 38,083,924.00 

 -2,278,522.14 

 7,257,197.07 

 7,257,197.07 

 529,112.70 

 529,112.70 

 6,728,084.37 

 -   

 -   

 -   

 -   

 -   

 -443.71 

 4,449,118.52 

 25,922,189.18 

 -   

 -   

 -   

 17,543.35 

 9,705,763.27 

 35,645,495.80 

 43,235,951.46 

 5,381,585.31 

 617,203.74 

 49,234,740.51 

 -13,589,244.71 

 1,153,896.32 

 13,782,234.95 

 14,936,131.27 

 380,000.00 

 380,000.00 

 14,556,131.27 

 -   

 -   

 -   

 -   

 -   

 -141.19 

 966,745.37 

单位负责人：何伟 复核：彭艳妮 制表：赵峰英

业 务 活 动 表

编制单位：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 会民非 02 表
单位： 元

一、 收入

其中： 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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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政府补助成本

税金及附加

（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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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

12

13

14

15

16

17

21

24

28

35

40

45

 25,922,189.18 

 -   

 -   

 -   

 17,543.35 

 13,782,234.95 

 50,332.48 

 39,772,299.96 

 48,220,404.19 

 48,219,339.29 

 -   

 -   

 1,064.90 

 -   

 1,431,774.76 

 141.19 

 -   

 49,652,320.14 

 -   

 -9,880,020.18 

行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项目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上年数 本年数

 14,619,948.30 

 -   

 -   

 -   

 3,288.00 

 7,257,197.07 

 42,972.56 

 21,923,405.93 

 37,185,118.83 

 37,183,590.83 

 -   

 -   

 1,528.00 

 -   

 1,280,596.21 

 443.71 

 -   

 38,466,158.75 

 -   

 -16,542,752.82 

 6,307,948.10 

 7,257,197.07 

 42,972.56 

 13,608,117.73 

 37,185,118.83 

 37,183,590.83 

 1,528.00 

 1,280,596.21 

 443.71 

 38,466,158.75 

 3,427,912.32 

 -21,430,128.70 

 8,312,000.20 

 3,288.00 

 8,315,288.20 

 -   

 -   

 -3,427,912.32 

 4,887,375.88 

 80,000.00 

 14,781.35 

 13,782,234.95 

 50,332.48 

 13,927,348.78 

 48,220,404.19 

 48,219,339.29 

 1,064.90 

 1,431,774.76 

 141.19 

 49,652,320.14 

 20,214,923.99 

 -15,510,047.37 

 25,842,189.18 

 2,762.00 

 25,844,951.18 

 -   

 -   

 -20,214,923.99 

 5,630,0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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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团队

南都基金会团队

◇2021 年 5 月 11 日，举办首届南都基金会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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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都团队贵州团建

◇  集体学习民政事业十四五规划

◇  南都机构文化和价值观工作坊

◇  南都机构文化和价值观工作坊

◇2021 年 5 月 11 日，举办首届南都基金会开放日



南都公益基金会
新浪微博

南都公益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