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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深圳项目部 项目月报 

 

一、项目整体工作 

（一）项目进展： 

截至 2020年 9月，龙华区党建+公益创投项目——“社区应急先锋”社区应急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完成人员招募和筛选，完成【1】次调查、【5】场培训活动，服务【211】

人，项目执行中。 

我能实验室-完美梦享家项目启动，在湖南、甘肃、福建等地共招募【6】所乡村

学校参与。 

我能实验室-龙华福城青工组织能力提升项目完成结项评估，尾款跟进中。 

南山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创新项目入选——“教育剧场”青少年防欺凌教育项目

进行内部立项中，南山区民政局已拨付项目款。 

深圳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站点完成尽职调查和选点，进行内部立项中。 

南山区第四届“智惠民生”微实事大赛暨小社区大舞台“聚·享”第四季项目申

报结束，未入选。 

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助社会服务项目申报中。 

继续与罗湖区团委、福田区团委、福田区政法委等接洽 2020 新合作项目，并按

要求提交项目建议书。 

潮汕母亲公益计划·潮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完成结项，完成 2020 年潮州市

妇联“以法维权 用心抗疫”项目的立项工作。儿童服务站新项目立项工作筹备中。 

（二）品牌传播：【我能实验室】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1】篇，累计阅读人次

【354】。 

  渠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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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周期：2020年 9月 1日-9月 30日 

 

二、 项目活动进展 

（一）与龙华区慈善会联合申报龙华区 2020 年党建+公益创投项目，“社区应急

先锋”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项目执行中。 

2020 年 5月 15日，参加项目签约仪式。 

2020 年 5月 29日，项目协议签订完成。 

6 月，进行社区应急服务能力调查问卷设计，与龙华区社协等组织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7月，完成社区应急服务能力调查，线上问卷总浏览数（PV）【616】次，独立用

户浏览数（UV）【267】人（占 PV43.3%），表单提交【92】人（占 UV34.5%），有效

填写【88】人。完成【1】份调查报告。 

7月 31 日，参加第一次项目督导。 

8月，完成项目参与人员招募，筛选出【30】名学员。 

  8月 30日，开展龙华区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系列培训（一）：自然灾害及应急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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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制订，服务 21人。 

讲师授课                                    活动合照 

9 月 6 日，开展龙华区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系列培训（二）：简单搜救与营救

技能，，服务 25人。 

讲师介绍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模拟倒塌营救                  用毯子自制担架 

9月 13 日开展龙华区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系列培训（三）：灾难医疗行动、灾

后心理疏导，服务 27人。 

桌面演练检伤分类                  出血类型             灾后心理疏导知识小结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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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6 日，参加项目中期总结会，进行项目进展汇报和讨论交流。 

9月 19 日开展龙华区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系列培训（四）：应急指挥及应急演

练，服务 20人。 

综合演练—个人防护装备                      综合演练——伤员转运 

9月 20 日开展龙华区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系列培训（五）：基本医疗急救技能

及初级救护员考核，服务 30人。 

心肺复苏技术练习                                  活动合照 

（二） 我能实验室——完美梦享家项目启动 

完美梦享家项目计划在一年的时间内针对西部地区 5所县乡一级学校学生，通过

线上+线下的双师课堂的方式，为其提供互联网职业直播课程及配套教师培训和自我

探索教材，希望以此能填补中学生在职业生涯方面的知识空白，从精神层面去影响学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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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让学生在中学时代就有机会去了解各种职业，正确认识自己，树立生涯意识，帮

助同学们更好地进行生涯方面的探索。 

2020 年 1 月，完成项目立项，项目资金由上海完美时空软件有限公司定向捐赠。 

2020 年 2月，完成捐赠协议（完美-壹基金）签订。 

2020 年 3月，完成资助协议（壹基金-途梦）签订。 

2020 年 5月，受疫情影响，项目学校复学需要赶课，暂时无法进行学校走访及开

展后续项目活动，项目申请延期。 

2020 年 9月，项目启动，目前已招募 6所乡村学校，预计秋季学期将有超过 350

名学生受益。目前正在陆续安排直播课程设备测试，和途梦教材印刷寄送。 

序号 省份 市 县 学校地址 

对接老师

姓名 参与学生人数 

拟寄送

书籍数 

1 甘肃 陇南 成县 黄陈镇黄陈中心学校  李祥 54 59 

2 湖南 怀化 溆浦县 桥江大湾学校  张艳苹 70 74 

3 福建 三明 建宁县 黄埠乡黄埠中学 殷晓航 40 45 

4 湖南 郴州 宜章县 岩泉镇第十一中学  曹颖 65 70 

5 湖南 益阳 安化县 大福镇中心村东山中学 易青山 47 52 

6 湖南 怀化 沅陵县 清浪乡高坪九校  王雪琴 50 55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中心村东山学校          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黄埠乡黄埠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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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一六镇北岸村第十一中学        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清浪乡高坪九校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桥江大湾学校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黄陈镇黄陈中心学校 

（三）我能实验室——龙华福城青工组织能力提升项目结项完成 

福城街道青工组织能力提升项目应深圳龙华区民政局邀请，运用壹基金社会创新

品牌项目“我能实验室”对青年组织/社群的孵化经验和资源，培育、服务、支持龙华

区福城街道各领域有才华、有能力、有创意的青工组织（团队），促进福城青工组织

发展，激励青工参与社会治理、组织社群活动，扩大青工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020 年 1月 1日，开展【自由共舞】工作坊。 

2020 年 4月 25日，开展【“社群经验分享”工作坊】线上活动，服务人数 28人，

服务机构 24个。 

因疫情影响，本项目原定 2月结项，进行推迟。在 5月将开展最后一期活动，并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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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项目结项工作。 

2020 年 5 月 16 日，开展【人生功课】线上活动，服务人数 33 人，服务机构 24

个。 

截止 2020年 5月 16 日，龙华福城青工组织能力提升总共开展了【15】次线下社

群活动，【2】次线上工作坊，直接服务人次【219+】人次，志愿者人数【10+】人，

合计总参与者【229+】人次，总活动天数【13】天。 

6月，按龙华区民政局要求提交评估资料。 

7月 21 日，参与项目线下评估。 

8月-9月，继续与龙华区社会组织总会定期联系，跟进尾款拨付事项。 

（四）深圳南山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创新项目评选活动——“教育剧场”青少年

防欺凌教育 

7 月 30 日，进行 2020 年深圳南山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创新项目评选活动申报，

共申报 2个项目：“教育剧场”青少年防欺凌教育项目、“一呼百应”大汪山社区应

急救援队项目。 

8月 19 日，参加线下培训及路演指导会。 

8月 20 日，参加项目一对一指导。 

8 月 27 日， “教育剧场”青少年防欺凌教育项目入围，参加项目路演答辩，获

得优秀发展项目类项目奖项。 

9月 29 日，南山区民政局完成项目拨款。 

进行协议签约、内部立项等工作中。 

（五）儿童服务站深圳项目 

7月 24 日，前往大水坑社区进行踩点，完成对深圳市砥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尽

职调查。 

8 月 5 日，前往龙岗区方兴科技园、宝龙街道、宝龙街道同心社区、宝龙街道龙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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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区进行踩点，完成对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的尽职调查。 

8月，完成 4个站点选点，内部立项申请进行中。 

9月，砥砺、同心、龙新、宝龙 4个站点参加 99公益日筹款。 

（六）参加深圳市南山区第四届“智惠民生”微实事大赛暨小社区大舞台“聚·享”

第四季项目，共申报 4个项目：“玩转未来”儿童青少年科创营、“城市创想”青少

年 STEAM营、“奇思妙想”儿童思维创新营、“创想青年家”青年科创营，评审已结

束，未能入选。与对接机构沟通未入选原因及建议，作为未来项目申报的参考。 

（七） 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助社会服务项目申报中 

6月 30 日，与福田区政法委洽谈新合作项目——青少年“普法剧场”项目，并提

交方案。 

9月 10 日，与深圳市握手三零二艺术中心合作，申报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

助社会服务项目。 

9月 30 日，按照要求提交项目补充材料。 

继续跟进项目申报评选结果。 

    （八）与福田区团委洽谈新合作项目 

与福田区团委洽谈新合作项目——福田青年菁英育成计划（升级版 V.3）。 

4月 22 日，提交第一次方案。 

5月 22 日，根据反馈意见，提交第二次方案修改。 

6月 2 日，根据反馈意见，提交第三次方案修改。 

6月 3 日，根据反馈意见，提交第四次方案修改。 

6月 4 日，根据反馈意见，提交第五次方案修改。 

继续跟进后续进展。 

（九）与罗湖区团委洽谈新合作项目 

与福田区团委洽谈新合作项目——罗湖青年生命教育系列课程。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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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 日，提交项目方案。 

9月 1 日，根据反馈意见，提交项目方案修改。  

继续跟进后续进展。 

（十）潮汕母亲项目 

潮汕母亲公益计划·潮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已完成结项。从 2019 年 7 月 15

日-2020年 06月 30日止，潮汕母亲公益计划·潮州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潮州 10个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共计开展 248场活动，开展了手工制作、观看电影、体育锻炼、课

外阅读、课业辅导、音乐课堂等 48场常规活动；潮州文化传承（功夫茶，陶瓷、红桃

粿等），古诗词学习、阅读森林小组等 87场特色活动，女童保护、禁毒宣传、儿童安

全教育、儿童心理成长教育、亲子沟通教育、普法教育、节日主题活动等 113 场主题

活动。 

2020 年 8月，潮汕母亲慈善基金完成壹基金儿童服务站的结项工作，以及筹备新

一年项目的立项工作；并完成 2020年潮州市妇联“以法维权 用心抗疫”项目的立项

工作，预期在 10 月开始在潮州市开展疫情下的服务妇女儿童的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

服务等。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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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4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潮汕母亲慈善基金”专项基金，受

邀参加由潮州市民政局主办的第五个“中华慈善日”公益大会。潮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张传胜、副市长胡鹏出席大会，壹基金潮汕母亲慈善基金发起人林氏家族林希炎、

林旭茹、林思航和林逸宙等成员，壹基金项目总监魏明涛，壹基金壹家人志愿者李红

梅等项目成员列席本大会。会上，壹基金潮汕母亲慈善基金管委会代表表示，要积极

响应市政府号召，未来将为潮州市慈善事业的发展献出一份力量。 

2020年 9月 4日，壹基金潮汕母亲慈善基金管委会代表与发起人一同前往潮州民

http://www.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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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潮州市妇女联合会、潮州市应急管理局、潮州市教育局，开展项目前期调研，

对潮州妇女儿童相关工作、应急救援、社区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等议题进行进一步讨

论和研究。 

筹备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新项目的立项事宜。 

 

三、媒体传播 

（一）“社区应急先锋”——社区应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1、在未知的灾难来临之时，你准备好了吗？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jcxNjI4Mg==&mid=2650002812&idx=1&sn=9e0440d40d

eebf19188287141c819b99&chksm=830e5b69b479d27f72ba4eba2e952e61b1692261b6ceb18714ab23e

74bebe162955f88c207b7&token=703571249&lang=zh_CN#rd 

（二）完美梦享家 

1、限额免费 | 给青少年的职业生涯课，点击马上领取！ 

https://mp.weixin.qq.com/s/Q1Adpb6DpGAxphPyeWG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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