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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是李连杰先生 2007 年 4 月发起的创新型公益组织，2011 年

1 月 11 日在深圳注册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以“尽

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搭建专业透明的公益平台，专注于灾

害救助、儿童关怀与发展、公益支持与创新三大工作领域，致力于

成为中国公益的创新者和推动者。

理事会成员：冯仑、李连杰、李劲、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周惟彦

理 事 长：马蔚华

监事会成员：杜鹏、凌冲、刘东华、马宏、宋立新、张敏

监 事 长：杜鹏

秘 书 长：李劲

理事会
-理事长

监事会
-监事长

审计长秘书长

壹基金简介

壹基金组织构架图

Introduction

项目
管理中心

合作
发展中心

公众
参与中心

综合
支持中心

财务
管理中心

副秘书长 内审
346 次
特殊儿童

公益倡导活动

5 所

抗震减灾示范学校

动工建设

62 个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运营

321 场

减灾倡导活动举行

19 个
避灾运动场选点

和设计

68 次
紧急救援行动

1,300  家
民间公益组织信息采集

800＋家

合作伙伴

11  所
乡村幼儿园

设计完成

75 个
壹乐园音乐教室改造

6,500 公里

公益映像大篷车路程

9 个
社区减灾中心

动工建设

92 场
公益电影放映

23,812  人
参与为爱系列

35,000 人次

志愿者参与

16 个
太阳能

公共浴室完成

137 个
壹乐园运动汇使用

176 台
净水设备安装

168 所
开展减灾小课堂学校

200,000,000＋ 人次

捐赠互动

30 所
减灾示范校园

完成

355 套
轻钢抗震农房建成

168,181,333.51 元
捐赠金额

4,470,000 位
公众捐款人

470,000,000＋人次

新媒体互动阅读量

729 家
企业和机构

150,000 人
月捐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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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寄语

A Letter from 
Chairman

壹基金理事长 马蔚华

2014 年是中国公益转型的重要一年。国家将“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慈善法》立法

在政府和民间同样轰轰烈烈，移动互联网筹资方兴未艾，冰

桶挑战瞬间将活泼的公益事件推到亿万公众面前。过去一年，

中国公益转型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政府主导向民

间主导的转型；二是从少数精英的个人行为向广大公众的日

常性参与转型；三是从分割和垄断的格局向统一的市场竞争

转型。

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间背景的公募基金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

壹基金有着很高的期待，希望壹基金在公益转型中能够充当

排头兵的角色。过去一年，我们的确为转型做了不少努力，

主要是更加明确和坚定地推行 “企业化管理”思维，力图

将壹基金建设成为一个以创新为灵魂的现代公益组织，一个

有清晰的战略、完善的制度和高度行动力的团队以及足以形

成“软实力”的机构文化的组织。

未来的公益组织和企业一样，机构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

争。我很高兴壹基金有一批素质一流而乐于献身的年轻人。

他们奋战在一线，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回

馈中国的土壤。他们是壹基金的骄傲，也代表着中国公益的

新希望。

展望新的一年，将是中国公益“山雨欲来”的一年，也是中

国公益界百花齐放进入全面竞争的一年。希望壹基金能够不

负众望，历经风雨而得见彩虹，在锻炼中逐步走向成熟，成

长为值得公众长期信赖的公益组织。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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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壹家人的一封信

A Letter to 
OneFamily

各位家人，大家好！

“家人”一词是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先

生对壹基金支持者的尊称，表达了李先

生对所有关注壹基金，支持并参与壹家

人公益事业的同行者的感谢和敬意。过

去一年，壹基金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广大

家人们的支持，首先在这里对大家说一

声“谢谢您！家人们辛苦了！”

 2014 年，是壹基金进入第三个发展阶

段的第一年。壹基金在成立的前三年，

声誉鹊起，在业界树立了优良的品牌；

其后的三年在深圳落地注册成公募基金

会，项目业务能力获得实质性的提升和

拓展；特别是在 2013 年芦山地震的救

灾过程中，依靠全国家人的信赖和支持，

壹基金团队的业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2014 年，壹基金理事会换届，理事长

和秘书长都进行了调整，机构进入第三

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实

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七年以来，壹基

金经历了风风雨雨，风云变幻。然而，

壹基金所追求的平民公益的宗旨不变，

“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愿景不变，

团队矢志不渝服务公众的初心不变，我

们感受到的家人们的关切和支持不变。

2014 年，壹基金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

继续扎根在芦山地震灾区，勤勤恳恳地做好灾后

重建工作。2014 年是壹基金芦山地震灾区灾后

重建期最重要的一年，当关注和参与的潮水退去，

在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阶段之后，灾区的重建工

作才刚刚开始。为此，壹基金充实了灾害管理团

队的规模，四分之一的全职员工扎根在灾区一线，

开展灾后重建工作。过去一年，当我们看到一家

家农户搬进了新落成的钢架农房；一个个孩子围

观施工中的安全校园，数着在新校舍上课的日子

时流露出的期盼的眼神；一名名学生在壹乐园音

乐教室和运动汇上绽放的笑脸和欢乐；小朋友依

依不舍地送别在服务站陪伴他们快一年的志愿者

哥哥姐姐们……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辜负全国家

人的托付和信赖，灾区老百姓的生活正如春天的

竹子，一节一节露出希望的笋尖。七月的威马逊

台风，八月的鲁甸地震，壹基金团队又冲在救灾

的前沿，借力全国家人的支持，与其他公益同行

一起，展示了民间参与的力量。

2014 年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落实新一届理事

会提出的“企业化管理”思维，使壹基金成为一

个基于其机构整体的专业能力而值得长期信赖的

现代公益组织。“企业化管理”并非一句空话，

而是基于公益机构的基本价值观，构建完整的制

度体系，鼓励积极进取；打造专业而忠诚的团队，

将员工的热忱转化为高效的职业能力和行动力；

培养深入人心的组织文化，形成牢固的机构向心

力；制定和执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使机构永远

保持持续创新的勇气和能力。“企业化管理”的

最终目标，是使机构在价值观基础之上高效运转，

以令人信服的公益产品和公益服务实现壹基金的

愿景和使命。因此，过去一年，团队进行了深入

频密的沟通，思考和探讨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

将壹基金带入下一个三年（互联网时代，谈五年

已经太长）。

壹基金秘书长 李劲

2014 年，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是面对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新形势，评估并探索机构和整个公益行业

面临的新机遇。我们如何利用既有的积累和优势，

在巩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携手更多民间公

益组织共创互联网 + 时代的公益新生态，正是我

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最后，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我们必须要感谢

全国家人的支持，包括我们的捐赠人、理事单位、

专业支持机构、媒体伙伴和普通公众，我们同样

要感谢全国 800 多个与壹基金密切合作的公益

合作伙伴。无论世界如何快速改变，我们都心怀

梦想，坚守使命。展望 2015 年，仍将是充满挑

战与希望，磨练与收获，痛并快乐着的一年。家

人们，让我们壹直在壹起，努力！



恢复人的尊严
 
尊严超越一切

灾害救助
Disas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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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灾害

提前备灾

建设属地化

社会力量灾

害应急机制

以本地民间

和专业的力

量为主

重大

灾害

中小型

灾害

联合行动

开展紧急

救援及

赈灾行动

推动民间

救灾力量

的发展

防灾减灾 备灾救灾 安置重建

地震

灾前 灾中 灾后

凝冻干旱洪涝

突发

重大灾害

灾害救助 灾害救助是壹基金的核心业务领域。壹基金在自然灾害的灾前、灾中、灾后的三

个阶段开展防灾减灾、备灾救灾、安置重建三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常规多发的中

小型洪涝、地震、凝冻、干旱等灾害和突发重大灾害进行持续的人道主义赈灾行

动，使灾区儿童及弱势群体重获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同时通过支持民间公益

组织、学术机构开展项目，提升灾害应对与管理能力，有效促进行业发展，完善

政府相关政策。

壹基金联合救灾

在14个灾害多发省区建立15个省级联合救灾网络，共有550余家民间公益组织参与。

儿童及弱势群体
重获有保障

有尊严的生活

壹基金救援联盟

现有在册队伍285家，其中骨干队伍60支，骨干队员约3,000名，涵盖户外救援所需的主要专业，是国

内各城市、户外安全和重大灾害事件中的民间救援主力军。

民间公益组织
能力提升

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

目前有企业十家，涵盖航空、仓储物流、日用品、饮用水及供水设备、建筑、金融平台、互联网平台

等灾区急需的专业领域。

完善灾害议题政策

行动网络

紧急救灾计划

冬春救助
紧急救援

帮助了

65,000名
儿童解决过冬困难

20 1,021省 家

发放冬季温暖包 民间公益组织
20,814 人次

志愿者

回应灾区约

643,127人次
的紧急需求

608 个

民间公益组织

5,322 名

志愿者参与紧急救援行动

2014年

壹基金共开展

68次
紧急救援行动

5 次

旱灾救援
48次

洪灾救援
1 次

紧急送水
7 次

火灾救援
7 次

地震救援

壹基金联合救灾

壹基金救援联盟

壹基金企业
联合救灾平台

搭建由民间专业救援队、灾害管理机构和相关企业等联合

组成和共同参与的三大伙伴网络，分别为“壹基金救援联

盟”、“壹基金联合救灾”和“企业联合救灾平台”。壹

基金采取“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的策略，通

过建设属地化社会力量灾害应急机制，以当地民间和专业

的力量为主，分别针对重大灾害和中小型灾害，主要面向

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开展紧急救援和赈灾行动，同时推动

民间救灾力量的发展，促进民间公益组织参与灾害治理体

系的建设。2011-2014年期间，壹基金及其合作伙伴在全

国23个省区市先后针对地震、洪灾、旱灾、凝冻、火灾等

灾害，开展救灾行动201次，直接受益达到10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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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8月8日15时，地震共造成617人死亡， 

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地震共造成8.09万间房屋倒塌，12.91万间严重损坏，

46.61万间房屋一般损坏。

紧急救援过程中，壹基金在云南8.03地震灾区发放了

1,017吨救灾物资，包括：大米、食用油、饮用水、棉

被、彩条布、帐篷、温暖包、锅具等生活用品。

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公布的“2014年全国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中，壹基

金均展开了紧急救援行动。

截至8月26日22时，壹基金救灾物资已送达鲁甸县

和巧家县两地龙头山镇、火德红镇、水磨镇、乐红

镇、包谷垴乡、新店镇6个乡镇22个村367,416人

次，4,500名儿童手中，壹基金支持地震灾区的物资

具体如左图：

云南鲁甸6.5级地震灾害

216,000瓶
饮用水

累计搜索村庄
21个

629顶
帐篷

4,749口
炒锅

4,500个
温暖包

Z Z

20,000床
棉被

20个
儿童服务站

SOAP

15,120块
香皂

813,000斤
大米

22,596桶
食用油（5L装）

8,518件彩条布
（200平方米/件）

5,004袋洗衣粉
（2.2kg装）

1,000箱
卫生棉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15支救援队151人投入鲁甸地震

救援，救援搜索范围：鲁甸县、巧家县、昭阳区等3

个区县的50公里范围左右。累计搜索村庄21个，成

功搜救重伤员5人，救助轻伤员24人，转移群众122

人，儿童9人。搭建临时避难所3处。搜寻到遇难者

10人。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
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发生6.5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鲁甸县

云南鲁甸6.5级地震灾害

长江以南洪涝灾害

新疆于田7.3级地震

华西洪涝灾害

重庆洪涝灾害

先后在海南、广西开展10次救援行动，发放4批物资包括饮用水90,000

瓶，温暖包1,410个，生活包1,648个，彩条布1,000件，帐篷80顶。

先后为湖南凤凰、常德地区，重庆，贵州清镇市、六盘水市、铜仁市、

遵义市发放饮用水205,676瓶，温暖包3,151个，大米5,023袋，食用油

1,023桶，棉被700床，电磁炉电饭煲18套。

发放彩条布284条，温暖包398个。

救灾物资送达了鲁甸县和巧家县两地龙头山镇、火德红镇、水磨镇、乐红

镇、包谷垴乡、新店镇6个乡镇22个村，共计1017吨救灾物资，包括：大

米、食用油、饮用水、棉被、彩条布、帐篷、温暖包、锅具等生活用品。

分别在陕西、四川、贵州发放温暖包4,656个，睡袋270个，大米153袋，

食用油51桶，饮用水84,000瓶。

在渝东北分别发放温暖包550个，饮用水53,120瓶。

在河南省栾川县5个乡镇的5所学校发放132,000瓶饮用水。 

分别在湖南、安徽、江西、广西等地发放大米655袋，食用油655桶，温暖

包753个、饮用水12,240瓶。

先后为广东清远市、贵州铜仁市、晴隆县、广东韶关市、江西宜春市发放

大米2600袋，食用油1,000瓶，筷子1,000把，饭盒1,000个，帐篷70个，

棉被1,964床，饮用水76,800瓶，温暖包2,562个。

发放饮用水18,000瓶，温暖包244个，救灾包1,281个。

云南洪涝泥石流灾害

“威马逊”超强台风灾害

南方洪涝灾害

东北黄淮等地旱灾

南方洪涝灾害

7月

8月

9月

6月

5月

2月

十大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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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为主要目标群体，以减灾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支

持民间救援队、公益组织、教育机构等社会力量，进入社

区和学校开展“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减灾小课堂”、

“人人来减灾”三个方面的活动，有效提升灾害多发地区

儿童应对灾害及日常安全风险的能力，维护儿童的安全。

2014年，“儿童平安-减灾小课堂”项目分别通过雅安和

岷县的儿童服务站、全国14个省的40家民间公益组织、

以及36支中国平安支教志愿者团队，在24个省的168个项

目学校/教学点开展活动，对1134名学校教师和公益志愿

者进行了培训，为全国32,182名儿童提供减灾教育。

2014年，“人人来减灾”结合国家减灾日和国际减灾日

开展活动。国家减灾日期间，共有来自19个省的463支团

队响应了活动，开展了203次各类落地倡导活动，直接影

响717,595人，共有893万的微博互动和阅读量。国际减

灾日期间，共有64支大学生团队和救援队开展118次落地

倡导活动，直接影响24,942人。

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减灾示范校园”项目以针对儿童

的减灾教育为核心，结合开展教师培训、减灾主题活

动、校园应急管理和配备校园应急物资。项目第一批覆

盖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及汉源县30所学校，共培训90名

项目骨干教师，开展46场校园主题活动和59场应急疏散

演练，597名教师共开展减灾小课堂1,292课时，受益儿

童10,893名。

防灾减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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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壹基金配合各级政府部

门，联合国际和国内领先的科研及灾后重建等领域的专

业人士和机构，开展以防灾减灾为主导思想的灾后重建

工作，帮助灾区群众实现平稳过渡安置，重建家园，提

升当地学校和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该公益计划的重点

内容为抗震减灾示范学校和幼儿园、抗震农房和社区减

灾中心等。

灾后重建计划

鲁甸重建

分别开始在鲁甸县、巧家县的

三个主要重灾乡镇

开展钢结构抗震农房援建项目。

分别选点确定

援建鲁甸县光明小学和鹊落小学，

前期设计工作已全面展开。

抗震减灾

示范社区

抗震减灾

示范校园

详情请见
雅安两周年报告。 

2014年雅安重建项目成果：

抗震减灾示范

学校动工建设

5  所

拼装地板运动场

建设完成

15  个

乡村幼儿园

设计完成

11  所

社区减灾中心

动工建设

9  个

减灾示范校园

完成

30  所

避灾运动场顶棚完成

选点和设计规划

19  个

太阳能公共浴室

项目完成

16  个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运营

22  个

运动汇游乐设施

投入使用

76  座

壹乐园音乐教室

改造完成

47  间

钢结构抗震农房

建成

355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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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包里的公仔，她每天抱着睡 

自从收到温暖包之后，云南鲁甸龙头山镇的康康就拥有

了一套新的蜡笔水笔。每天放学后，她不急着回家，她

每天都和小伙伴一块画画，一边画一边还叽叽喳喳相互

指点着对方的画作，“你涂这个颜色嘛”“那里再加一

个大一些的草莓就好喽”，直到天快黑了，她才匆匆收

起书包赶回家。

地震之前，康康并不是这样。每天放学后，她一定早早回

家写作业，然后再和弟弟妹妹玩耍。但地震后，家里房子

垮了，她和妈妈还有弟弟妹妹搬到了山下的集中安置点，

住进了帐篷里。爸爸在外打工，难得回来。

她依旧记得地震那会的场景：“晃的好厉害哦，山里面有

些轰隆隆的声音，好响，好恐怖……那天晚上还下了雨，

特别冷……”。持续的余震让人更加焦虑：“就在星期

六，我们这边又震喽，晃了三次，晃得有点久。虽然挺害

怕的，但是大人们说帐篷不会倒的，我就没有一开始那么

怕了。”

温暖包在鲁甸地震灾区发放15,440个，康康也收到了其

中之一。小袋鼠公仔她特别喜欢，每天都抱着睡觉。

“看不见的手”，帮助日扎成长

2015年1月，四川凉山早已被皑皑白雪覆盖。日扎一早就

起来了，匆匆赶去弟弟家里给他们收拾、做早饭。与以往

不同，日扎现在住在婆家——是的，她结婚了。

日扎有两个弟弟，这三个孩子自幼没了爹妈，日扎当时11

岁，两个弟弟不足7岁。

时针回拨到2011年冬天，那时大凉山正发生凝冻灾害，

壹家人来到他们居住的村子发放温暖包，夜里很冷，志愿

者发现三个孩子在屋里烤火取暖，相互依偎。随着公益行

动的不断开展，从那时起，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并帮

助凉山的孩子成长。

其中，就有来自凉山的“爱在行动”小组，他们最初是一

个只有十来人的志愿者QQ群，到2014年已经是一家专业

的公益机构，有100多位志愿者共同行动。

2015年1月，壹家人再次来到这里时，两个弟弟一个念初

三了，另一个长高了许多，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姐姐日

扎结婚了。

在这条成长的路上，有许多“看不见的手”正帮助他们一

起度过困难，跨过障碍。

【壹家人的这壹年】 2014冬

2011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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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关怀与发展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在快乐中发展潜能，在成长中拥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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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关怀与发展 儿童关怀与发展是壹基金的战略成长业务领域，壹基金通过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和鼓

励儿童参与项目活动，重点关注贫困和灾害多发地区的儿童及其它特殊需要儿童，

聚焦保障权利和实现潜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帮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和全面发

展的机会。本领域有壹乐园、净水计划、海洋天堂三大公益计划。

净水计划

每一位
农村儿童

足量 健康 负担得起 饮用水

2014年，净水计划与37家民间公益组织和16个可口可

乐装瓶厂合作，为全国20省的166所农村学校提供了

176台校园净水设备，帮助66,026个孩子在学校期间喝

到了更干净的水。同时，超过200位志愿者和20家高校

社团在净水计划学校开展了儿童水卫生教育活动。到目

前为止，培训直接受益12,000人次。

净水计划

联合本地教育、卫生等部门和学校的

共同参与。

通过在学校内安装纳滤级膜技术的

净水设备，使得学校饮用水满足相应国家标准。

通过组织水与卫生健康培训和发放水杯，

提升项目学校儿童的饮水安全意识

和健康卫生习惯。

联合相关科研单位、企业、政府、各地民间公益

组织和公众，搭建人人公益的项目平台，

发挥各自专业特长，通过对本项目的评估研究、

城市公众参与和传播倡导，

推动社会公众对整个农村学校

饮水安全问题的关注，

以最终实现农村学校饮水安全问题的解决。

37

20

16

166 176

家

省

个

所 台

民间公益组织

全国

可口可乐装瓶厂

农村学校 校园净水设备

200 20

12,000

位 家

人次

志愿者 高校社团

在净水计划学校
开展了儿童水卫生

教育活动

培训直接受益

净水计划 壹乐园 海洋天堂

生存/发展权 参与权 受保护权
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

在快乐中
发展潜能

提升儿童福利

教育系统及
教师网络

民间公益
组织网络

企业及员工
志愿者网络

家庭
社区

学校 社会

民间公益组织网络

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及海洋天堂计划115家服务于罕见病、脑瘫、自闭症的民间公益机构。

教育系统及教师网络

目前包括了四川雅安市、甘肃定西市等9家教育局，全国范围内的329所农村学校的教师。

企业及员工志愿者网络

支持该领域项目的爱心合作企业及员工志愿者网络。

行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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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农村学校的儿童提供游戏、音乐和体育设施，改善

教学方式，丰富他们的音乐和体育教育，在快乐中获得全

面发展潜能、实现公平发展的机会。该公益计划同时也关

注儿童在灾后过渡安置期获得必要的社会心理支持需求，

通过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建立儿童服务站，为灾后儿童提供

专业的陪伴和服务。

壹乐园公益计划

270

26,193

2,146

673,090

名

名

名

次

52

62

家

个

民间公益组织

壹乐园服务站

社工等工作人员

儿童

志愿者

服务

2014年，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在四川雅安、甘肃岷县、云

南鲁甸持续开展工作，共资助52家民间公益组织在灾区

建立了62个社区服务站点，超过270名社工等工作人员

和2,146名志愿者，共为灾后社区26,193名儿童提供超过

673,090次服务。

5 个

专家团队

27 家

民间公益组织

75 个

项目学校

137 个

项目学校

35,452 个

儿童的室内音乐教育空间

56,692个

儿童的室外运动游戏空间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提供

游戏 音乐

实现公平
发展

全面发展
潜能

改善教育
方式

体育

在快乐中

2014年，在全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包括四川省雅安

市六县二区、甘肃省岷县和漳县、云南省鲁甸县以及全国

其他灾后和贫困地区），以儿童为本，联合5个专家团队

27家民间公益组织及志愿者，改善75个项目学校35,452

名儿童的音乐教育空间，以及137个项目学校56,692名儿

童的室外运动设施，同时针对学校师资力量进行培训，提

升农村学校教学综合能力。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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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天堂公益计划以自闭症、脑瘫、罕见病等特殊需要儿

童为主要关注群体，通过支持康复机构和家长组织，搭建

研究机构、公众和企业联合的行动网络，有效促进社会接

纳和公共政策的完善，提升他们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

促进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海洋天堂计划

2014蓝色行动

社会融合活动

机构能力建设活动

大家好，我叫白宗龙，来自甘肃会宁新添堡回族乡沙家湾

小学，我是一名乡村小学的校长，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我们学校没有住宿条件，所以学生们都是走路上下学。大

部分学生每天来回都要走上10公里弯弯扭扭的山路。我算

了一下，如果从学前班到六年级，一个学生的上学路可能

都有个两万五千里长征了。

走了那么多的路，走进学校后，孩子们一定口渴。会宁气

候也干燥，上完体育课，孩子们也口渴，一定想喝一杯水

来解解渴。

孩子们喝的水，大部分来自5公里外一户老乡家的水井，

学校经常跟他们买水。在我的家乡，水一般有三个来

源，一是雨水雪水，二是学校里的水井。但这些的水量

都很少，学校200多个学生不够喝。所以我们都常常跟

老乡买水。买一次装一车，大概1.8立方，够我们用上

三、四天。

每天要用水的时候，我们就拿个桶去打水，水非常浑

浊。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是钙镁含量很高的水，喝多

了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小孩子。所以我的学生闹肚子

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水烧开再喝，或者是打来之

后放上半天，让它沉淀后再喝。但每次老师给学生们倒水

喝，每个人就只能喝一点。

因为我们那儿水少，水贵，学校也没有条件给学生们洗

手，上厕所之后，吃饭之前，学生们都不洗手。一双双

黑黑的小手，握着白白的馒头正在吃饭，这双小手还要

读书、写字……我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好好学习，用知

识改变命运，将来走出大山，走到外面的世界，学成归

来，改变故乡。

一个乡村教师的忧愁：我们是一样的，水却是不一样的

5,917 6,227

337

名 名

个

特殊儿童受益 特殊儿童家长参与

志愿者团体参与

115家

民间公益组织

193次

公众教育活动

6 171 295场 家 名

能力建设活动 民间公益组织 从业人员接受培训

695万人次

关注自闭症等相关话题

通过微博互动

987

2,919

476

53

家

人次

家

个

民间公益组织

特教老师

媒体共同参与

城市

217 场

公益倡导活动

后来，净水器装到了我们学校，它能把水过滤干净了再给

学生们喝。为了好好保护这个机器，我们专门给它搭了一

个小棚，不怕风水日晒，能用更久。

这是我的学生小军，今年9岁。拍这张照片的那天，净水

器正在我们学校安装，孩子们第一次喝到了透明的水，他

们说这个水是甜的。作为一个乡村教师，听到这样的话

我心里挺难过，但是要特别谢谢关心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

人，谢谢你们，在这一天之前，我的学生不能这样大口喝

水，也从没有喝地这么开心。谢谢你们！

2014年，共有115家民间公益组织开展了193次社会融合

活动，5,917名特殊儿童受益，共6,227名家长和337个志

愿者团体参与，开展了6场能力建设活动，171家民间公

益组织参与，295名从业人员接受培训。4月2日世界自闭

症日，海洋天堂计划的公益伙伴在全国53个城市举办了

217场公益倡导活动，共有2,919人次特教老师、987家公

益组织、476家媒体共同参与。同时，通过微博互动共有

695万人次关注自闭症等相关话题。

【壹家人的这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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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与创新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拥抱变化，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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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与创新 公益支持与创新是壹基金的新兴业务领域，力图用开放的视角和创新的思路，研究

中国公益行业在快速发展期所面临的问题，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携手民间公益组

织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4年壹基金在本领域的主要活动是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项目（GTI），该项目的主要活动和成果包括：

数据采集：组建信息采

录团队，采集1300家民

间公益机构信息，生成

2014年度GTI 榜单。

67 次1300 家

采集民间公益机构信息 项目微信推送

6 家

国际专业会计事务
所导师支持

76 条

微博发布

机构注册：项目执行机

构原USDO自律吧已经

获得通过深圳市民政局

的名称预核准申请，平

安银行完成开户验资，

等待注册的审批。

传播倡导：项目微信推

送67次，微博发布76

条， GTI2014年度报告

已完成并于2015年3月

初发布。

能力建设：与普华永道

国际会计事务所联合开

展民间公益的治理与管

理培训，推荐的6家机

构获得普华永道国际会

计事务所导师支持。

【注册】

民间公益

组织透明榜
跨界合作

民间公益

组织发展

政策培训

资源流入

有限

创新能力

待突破

政策环境

更好 提升行业
公信力

建设支持性
环境

推动资源募集
与有效使用

民间公益
组织网络

互联网
支持网络

媒体
支持网络

治理

管理

创新

能力

人力

资源

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

由这些指标构成

中 国 民 间 公 益 透 明 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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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Participation
公众参与

壹起行动，壹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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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通过广泛的、创新的和可持续的公益传播和参与式公益体验，促进公众对公益的认

知和参与，使公益行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环境。壹起行动，壹起改变，共建

一个互信互爱的美好社会。

公益

理念传播

公益

参与体验

公众的

认知和行为

公益行业的

社会认可
促进公益
认知和参与

行业获得
支持性环境

共建互信互爱
美好社会

社会公众

志愿者

媒体 / 新媒体

知识 意识 行为

为爱系列公益体育活动包括“为爱同行”和“为爱奔

跑”，是将公益参与体验和户外徒步相结合的大型公众公

益体育活动。通过个人或者团队组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户

外徒步目标，推广公益理念的同时筹集善款，在行动中践

行“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理念。活动旨在打造一个可

以深度体验并快乐参与的互动公益平台，倡导积极的生活

态度，让更多人了解并关注公益，让参与公益成为每一个

人的生活习惯。

2014年“为爱同行”和“为爱奔跑”分别在深圳、长

沙、厦门、温州举行，累积参与人数23,812人，筹集善款

总计874万元，超过30,000人次参与捐赠，超过700家媒

体参与活动报道，媒体报道量1,122次。

为爱系列公益体育活动

深圳 长沙 厦门 温州

参与者

23,812人

报道量超过

1,122 次

活动共募集款项

活动支持媒体
700 家

微博网友热议

453,640 人次

8,740,000元

参与捐赠

30,000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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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家人的这壹年】 

你们的行动是乘法的作用

中西合璧的“实事求是”队，堪称整个“为爱同行”长沙

站活动的全明星队，其中有来自湖南经视的女主播王欢，

有央视名嘴白岩松，还有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董事长

及执行副总裁、美国人鲁大卫。生完孩子后的王欢，爱

上了跑步和快走，她说运动让自己廋了下来，同时也感染

了身边的人，于是她成立了“健行天团”，更被儿子称为

“快走健将”；白岩松不仅挑战36公里徒步，更是购买了

80本自己的新书做义卖，所筹善款将全部捐赠给净水计

划，帮助更多乡村儿童能用上干净安全的饮用水。

白岩松说：“你们是放大器，没有放大器帮助的只是十个

孩子，但有你们的放大器，可能用不了多久，帮助的就是

一万个孩子，这是不一样的。健行者们的行动起了一个乘

法的作用，一方面是帮助孩子，另一方面要让更多的中国

人有帮助别人的愿望，你不仅可以帮到远方的孩子，还可

以改变更多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内心，也许他们明天会变成

举办这样活动的人。现在你们帮助了60多个地区70多所

学校的孩子，将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就会变成700

多所、7000多所。”

点滴行动，点滴改变

在“为爱同行”中，有许多志愿者小分队默默地行走在

队伍身后，沿途拾取废弃物和垃圾，收集空的水瓶和胶

袋。因为志愿者们的共同努力，保障了活动的圆满举

行。他们的目标不是挑战几十公里山路，但是他们所做

的一切，与每一位行走在山路上的壹家人一样，都在行

动中带来了改变。

12岁少年的公益新体验

来自北京的12岁男孩伯璋和两位同学及一位同学的妈妈组

队参加“为爱同行”。伯璋在为自己队伍筹款期间，将亲

手制作的饼干带到学校进行义卖筹款，同时通过学校的海

报栏和论坛宣传“为爱同行”活动，呼吁同学们一块来帮

助缺乏净水的乡村儿童。活动前夕，伯璋通过朋友圈发起

了一次筹款，他写道：“在这条内容下点赞或评论，就表

示参与筹款——活动当天，我每走1公里，参与筹款的各

位就要捐出1元钱；走完36公里，各位就要捐36元钱。”

最后，他们队伍中的三位伙伴坚持走到了最后，完成了全

程挑战。

困难时刻谁都需要拉一把

来自深圳的林文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为爱同行的队伍

中了。他说：“我相信我能走完36公里，也可以完成筹款

目标帮远方的孩子喝到净水，但这些都需要别人的援手帮

忙。我很认同那句话：困难时刻，谁都需要有人拉一把。

这就是为爱同行的意义。”

10月18日，林文超与队友组成“为碍同行”队，完成了

36公里的全部路线。希望通过“为爱同行”不仅可以帮到

乡村儿童，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呼吁大家理解和关注

残障群体，了解残障群体的出行障碍——而这正是林文超

一直以来所致力和倡导的。

叶放鸣，第六年参加“为爱奔

跑”，今年58岁。他说，爱就是

带动别人一起来运动。所以，每

年他都和自家的三兄弟一起来奔

跑，是现实版的奔跑吧兄弟！

张国兵带着妻子和宝宝一起来现

场，妻儿一直在终点等着他冲

线。宝宝今年1岁5个月，父亲

说：爱就是分享爱，让更多孩子

和自己的孩子一样被爱。

王威（左），俄罗斯人，深圳大

学留学生。他说：爱是希望，是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他们的“为爱同行”，爱究竟是什么？



/038 039壹基金2014年报 公众参与

与文字、图片相比，影像有着更加直达人心的影响力。

壹基金公益映像节是壹基金联合新媒体伙伴，以及爱心

企业伙伴共同发起的公益视频征集、评选和推广平台。

旨在用影像传递公益的力量。同时，结合新媒体传播为

公众提供认知公益的新窗口，用影像的方式来传播和推

动人人公益。

2014年壹基金公益映像节以“让爱上映”为主题，与知

名艺术家、爱心企业联合打造一只具有“神奇魔力”的

粉色飞象和一辆同样神奇的“大篷车”，到雅安灾区给

当地儿童和村民做流动放映及影像培训，让充满爱的公

益影像走入社区。大篷车在乡村行走6,500公里，为27

个灾后重建村庄超过7,000名的村民放映了92场公益电

影，为27名灾区志愿者和28名儿童提供影像拍摄培训。

同时在深圳、上海、温州组织主题展映和推广活动，直

接参与人数超过万人。超过80位明星志愿者通过微博

号召网友参与映像节话题互动和推广，微博热议达到

95,000 条，阅读量超过 2亿8千万人次。

壹基金公益映像节

杨世贵

雅安乡村摄影协会会长

壹基金公益大篷车放映志愿者

27 个

灾后重建村庄 27 名

灾区志愿者

28 名

儿童

7,000 名

村民

92 场

公益电影

6,500公里

大篷车在乡村行走

接受
影像拍摄培训

           

明星志愿者
参与映像节

微博话题互动

80
95,000 条

微博热议达到

280,000,000
阅读量超过 

人次

影像的力量

问我为什么乐意骑着摩托车到各个村子给大家放电影？外面的朋友都来支援灾区给小

孩子们放电影，为啥子我们当地人不主动帮助放电影给村民看呢，帮助做些我们力所

能及的事情。流动电影放映，这种和孩子、村民互动的形式在我们这边还是头一次，

特别是在灾区，对大人和小孩的心灵抚慰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要在我新盖的房子里，装一个大的电影墙，直接投在上面不用挂银幕，搞个乡村影

院，让大伙没事的时候都过来看电影，把一部分喜欢打牌的人从牌桌上撤下来，不打

牌不输钱了就没有家庭矛盾了。过来看看电影，回家就不会再吵架了。还想把村民们

种植养殖的成果拍成纪录片，搞个成果展大家互相交流。就用我这整个家当：一块幕

布，两个音箱，加个投影。

【壹家人的这壹年】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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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与筹资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and Fundraising

便利、专业和透明的公益捐赠互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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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发展与筹资 致力于通过创新和合作，打造更为便利、专业和透明的公益捐赠互动体验。

2014年，壹基金收到来自壹家人的爱心捐款共计人民

币168,181,333.51元。这些捐赠来自447万公众与

729家企业和机构，超过15万人通过每月持续捐赠的方

式支持壹基金。

筹资情况

服务 互动 创新

企业CSR

升级

互联网技术

突飞猛进

公众的问责

诉求加强 良好的
反馈和服务

创新的
参与互动

便捷高效的
渠道

企业伙伴

社会公众

互联网平台

个人 企业 大数据

2014年，非定向捐赠比例为35%，定向捐赠比例为

65%。

—2014年公众与企业捐赠占比—28%

72%

35%

65%

—2014年定向与非定向占比—

企业的现金及实物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28%，个人捐赠

（包括阿里巴巴的公益宝贝网商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

72%。

网络平台（主要是个人）的捐赠占总体筹资额的53%，

银行捐赠（主要是企业或机构）占36%。

—2014年捐赠渠道来源占比—

新浪微公益爱心网友
0.43%

其他爱心
捐赠人 3%

4% 招商银行
爱心持卡人

银联卡
爱心持卡人

腾讯爱心网友8%

银行渠道爱心
捐赠人

阿里巴巴
及蚂蚁金服
爱心网友

42% 36%

7%

168,181,333.51 元

2014年，壹基金共收到来自各界的爱心捐款

447 万

公众捐款人
729 家

企业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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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壹基金共收到来自700多家企业的爱心捐赠，超过

5,000万的善款投入鲁甸救灾、净水计划、海洋天堂、温

暖包等项目。企业资源的持续投入是公益发挥持续效应的

重要保障。2014年，我们一起与最具潜力的企业伙伴共

同开创崭新的公益参与模式。

与企业伙伴共同开创
深入的公益参与模式

可口可乐（中国）是壹基金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秉承可持

续发展的公益理念和目标，在2014年以千万级的善款和物

资支持，与壹基金在儿童安全饮水、灾害应急救援、公益

理念传播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与尝试。在可口可乐

（中国）的支持下，自2012年启动以来，“净水计划”已

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为283所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安

装超过300台净水设备，惠及超过11.6万名儿童。捐赠价

值超过214万的紧急饮用水，在2014年多个灾害救援行动

中第一时间响应救灾，解决灾区饮用水紧缺问题。可口可

乐（中国）充分发掘品牌力量，影响上下游合作伙伴及员

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方式，深度支持“壹

基金公益映像节”、“为爱同行”和“为爱奔跑”等公益

倡导活动。

英菲尼迪作为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2014-2015年度的战

略合作伙伴，投入600万元启动资金，通过移动互联和旗

下经销商系统的影响力，吸引并鼓励公众对特殊儿童的关

注，倡导接纳包容自闭症群体的社会环境。2014年，英

菲尼迪的“敢·爱”公益行动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

展关爱行动，并先后甄选出17家经销商与当地服务于自

闭症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家庭建立起“一对一”关爱关

系，开展公益项目试点。英菲尼迪以专注、持续、参与、

实效为原则推进公益行动，是壹基金在推动特殊儿童福利

水平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可口可乐（中国）的全方位合作 英菲尼迪的深度聚焦合作

2014年，公众通过网络平台捐赠支持的善款金额占总体

的53%，共有超过400多万人，2亿多人次的捐赠互动。

壹基金一直积极维护平台合作伙伴关系并开拓创新网络

筹资互动，通过互联网平台的便利和交互让更多人便捷

的参与公益。

广泛和创新地运用互联网平台
开展公众互动和筹资

2014年12月，壹基金联合腾讯公益，通过乐捐平台，首

度携手联合救灾16省民间公益组织发起“倾城之爱 温暖

包达”共筹行动。腾讯公益使用的无线聚合式页面技术使

各地筹资生成统一入口，将公益行动影响力得到最大化呈

现。在约45天的时间里分别有6,447人次进行直接捐赠，

5,728人次参与，筹款总计超过28万元。

4月2日世界自闭症日——壹基金蓝色行动当天，招商银行

“小积分微慈善”创下新高，总兑换金额为133,380元。

单日捐赠达3,331笔，其中APP1,870笔，微信892笔，

移动端捐赠占比突破80%。

“公益宝贝”是阿里巴巴公益“平台公益”理念的突出

代表，为天猫、淘宝卖家在日常营销中，将自己的商品

设为“公益宝贝”随手支持和参与公益。壹乐园计划自

2012年入驻“公益宝贝”后，捐赠商家数和金额持续上

涨，2014年有249,739家网商设置了公益宝贝，产生超过

1,376万元捐赠，参与商家和善款总额均是上年度的2倍

以上。2014年的善款已经投入到130多个音乐教室、运动

汇和儿童服务站的项目中。平均每笔交易产生7分钱的捐

赠，用一屋子的钢镚见证了人人公益的力量。

腾讯公益——
【16省联合救灾伙伴温暖共筹】

招商银行——
【小积分 微慈善】

阿里巴巴公益——
【24万家网商的公益宝贝】

6,447 5,728人次 人次

直接捐赠 参与 “一起捐”

45天

元

筹款总计超过

249,739 家

网商设置了公益宝贝

1,376 万元

捐赠超过

2014年 2013年
>

x2
参与商家和
善款总额

28,000

700 家

企业爱心捐赠

5,000 万

善款投入公益项目

53%
公众通过网络平台捐赠

支持的善款金额

400

2

万人

亿多人次

捐赠互动

捐赠互动

80%
移动端捐赠占比突破

1,870

892

笔

笔

APP捐赠

微信捐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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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壹基金进一步完善了捐赠人服务系统，对捐赠人

的公益行为模式进行归类分析，提供个性化及精准讯息服

务，未来将进一步引入更优质的捐赠人管理系统及多元化

服务体系，对不同平台的捐赠人数据进行交叉整合，推出

高关联度的线上线下互动，进一步提升捐赠人的体验，为

捐赠人的持续公益互动提供支持。

捐赠人大数据开发
和服务的进一步深入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
及审计报告
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4年6月28日，壹家人在上海浦东证大喜玛拉雅艺术中

心参与了首场“壹家人 聚壹下”活动，200多位来自不同行

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同样拥有一颗公益爱心的壹家人

相聚在一起，分享公益行动所带来的改变。

现场重现了多个公益项目，壹家人可以看到壹乐园儿童服务

站与运动汇项目的缩影，并现场体验如手绘鸡蛋、互动音乐

等游戏，切身体验项目为灾区儿童提供的陪伴。

未来，线下体验活动计划在不同城市举行更多捐赠人互动，

进一步提升捐赠人的参与感。

2014年底，所有捐赠人收到了一份贴心的惊喜——在手

机终端通过移动场景应用的技术，生动形象地感谢壹家人

在过去一年的公益行动：送上壹瓶干净的饮水、壹份冬日

里的温暖、壹个灾后安全快乐的儿童服务站、壹次带来平

安的体验、壹次没有歧视的玩耍、壹个安稳的家...... 近

15,000人参与了互动。

线下体验——【壹家人 聚壹下】 线上互动——来自2015的第一份快递

捐赠人
管理系统

多元化
服务体系

提升捐赠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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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406,719,286.96元

固定资产

1,684,207.43元

无形资产

155,268.57元

资产总计

按业务领域划分的项目支出	收入与支出	

费用

财务信息

2014年度壹基金获得社会捐赠资168,181,333.51元，银行理财收入6,375,910.00元，收入总计为174,557,243.51

元。实现公益事业支出为224,472,338.16元，其中雅安地震项目支出为103,166,231.77元。按照壹基金五年资金使

用规划，2014年雅安资金使用预算为100,000,000元，本年度较好地完成了该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

2014年发生管理费用4,243,858.44元，筹资费用 - 8,234,864.28元（2014年筹资费用实际发生额为1,168,803.40

元，利息收入9,403,667.68元，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利息收入冲减了筹资费用）。

2014年壹基金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为人民币10,579,718.68元，占当年度总支出的比例为4.8%，

费用控制状况良好。

限定性收入

 109,948,554.61元

捐赠收入总额

168,181,333.51 元

非限定性收入

 58,232,778.90元

费用总额

220,481,332.32元

业务活动成本

224,472,338.16元

筹资费用

-8,234,864.28元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和行政办公支出

10,579,718.68元

（占总支出4.8%）管理费用

4,243,858.44元净资产合计

408,129,538.09元

限定性净资产

281,967,993.93元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6,161,544.16元

灾害救助领域

199,125,178.32 元

公益支持与创新领域

15,469,156.81 元

儿童关怀与发展领域

9,520,952.06 元

负债合计

429,224.87元
流动负债

429,224.87元

长期负债

0元

2014年度总支出
220,481,332.30元

资产总计

408,558,762.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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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第 2 页至第 22 页的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项目 附注 年末数 年初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六 )1 86,314,545.10 451,430,664.40

短期投资 (六 )2 320,000,000.00 -

应收款项 (六 )3 158,243.97 164,820.72

预付账款 (六 )4 - 682,950.00

待摊费用 (六 )5 246,497.89 -

流动资产合计 406,719,286.96 452,278,435.12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原值 (六 )6 2,877,925.82 2,352,625.84

减：累计折旧 (六 )6 1,193,718.39 762,079.41

固定资产净值 (六 )6 1,684,207.43 1,590,546.43

无形资产 (六 )7 155,268.57 204,271.5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9,476.00 1,794,817.99

资产总计 408,558,762.96 454,073,253.11

流动负债：

应付款项 - -

应付工资 (六 )8 - -

应交税金 (六 )9 429,224.87 14,150.21

流动负债合计 429,224.87 14,150.2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款 (六 )10 - 5,476.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5,476.00

负债合计 429,224.87 19,626.2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六 )11 126,161,544.16 84,088,452.21

限定性净资产 (六 )11 281,967,993.93 369,965,174.69

净资产合计 408,129,538.09 454,053,626.9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08,558,762.96 454,073,253.11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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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六)12 58,232,778.90 109,948,554.61 168,181,333.51

  投资收益 (六)14 6,375,910.00 - 6,375,910.00

收入合计 　 64,608,688.90 109,948,554.61 174,557,243.51

二、费用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六)15 27,026,602.79 197,445,735.37 224,472,338.16

            管理费用 (六)16 3,743,858.44 500,000.00 4,243,858.44

            筹资费用 (六)17 -8,234,864.28 - -8,234,864.28

费用合计 　 22,535,596.95 197,945,735.37 220,481,332.3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 - -

四、净资产变动额 　 42,073,091.95 -87,997,180.76 -45,924,088.81

　 　 　 　 　

项目 附注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六)12 93,653,425.25 425,189,986.04 518,843,411.29

   其他收入 (六)13 5,000.00 - 5,000.00

收入合计 　 93,658,425.25 425,189,986.04 518,848,411.29

二、费用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六)15 47,420,682.90 83,800,598.39 131,221,281.29

            管理费用 (六)16 1,983,408.28 500,000.00 2,483,408.28

            筹资费用 (六)17 -3,536,790.68 - -3,536,790.68

费用合计 　 45,867,300.50 84,300,598.39 130,167,898.8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 - -

四、净资产变动额 　 47,791,124.75 340,889,387.65 388,680,512.40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项目 附注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61,536,626.86 498,833,425.77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9,403,667.68 4,499,387.22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0,940,294.54 503,332,812.9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206,344,548.03 104,114,163.86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9,000,595.28 6,164,246.7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6,525,472.94 5,237,423.55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1,870,616.25 115,515,834.1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30,321.71) 387,816,978.8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70,000,000.00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6,375,910.00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6,375,910.00 -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30,775.98 358,151.62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590,000,000.00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931.61 358,151.62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90,561,707.59 358,151.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185,797.59) (358,151.62)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5,116,119.30) 387,458,8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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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捐赠人名称

1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2 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4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维沃（vivo）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6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 邢加兴

9 雅芳（中国）有限公司

10 天喔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1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12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3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14 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5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6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17 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18 深圳市弘法寺慈善功德基金会

19 北京恒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21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22 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3 迅销（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24 同程国际旅行社（苏州）有限公司

25

26 顺丰公益基金会

27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28 江苏大圆银泰商品合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29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序号 捐赠人名称

30 和美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31 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32 深圳市海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34 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5 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6 托德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37 宁波森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8 成都荣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39 北京联成开拓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40 招商局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41 深圳市慈善会

42 杰森石膏板（嘉兴）有限公司

43 珠海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

44 贝恩创效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45 贵阳创天公交车体网络联合广告有限公司

46 北京威派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7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8 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

49 东阳横店霍建华影视文化工作室

50 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51 上海刘诗诗影视文化工作室

52 深圳市新五月花环境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53 迅光年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54 北京易喜新世界百货有限公司

55 久保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6 爱信精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7 锦州希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58 老牛基金会

59 中业昌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60 深圳市汉京集团有限公司

大额捐赠人名单

序号 捐赠人名称

61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2 上海韩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63 惠州市卓越东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4 北京网融天下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65 北京众旺易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6 杭州米络科技有限公司

67 上海华夏邓白氏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8 上海黄磊影视文化工作室

69 深圳市煜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70 天津唐人影视有限公司

71 优尼冲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2 上海点融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3 辽宁巨合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74 夏冰

75 筱璘

76 同乐城

77 曾志标

78 王国望

79 贾渝屏

80 玖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81 郭强

82 太原黄河艺术培训学校

83 王晓黎

84 林晶晶

85 章恒谦

86 陈明延

87 刘传高

88 顾小军

由于篇幅有限暂列2014年通过银行账户捐赠10万元以上企业、机构和个人

摩托罗拉系统基金会

Motorola Solutions

Foundation



/056 057壹基金2014年报

爱邻社会工作服务社

爱心纳雍公益联合会

爱心协会乳源分会

爱心织金微力量公益协会

安福友爱汇

安徽爱汇堂江豚保护工作室

安徽爱心网

安徽公益影像

安徽红头车志愿者爱心车队

安徽锦雯言语康复中心

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咨询中心

安徽省书法家协会

安徽省直书画联谊会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

安徽越野 e 族团队

安康义工联合会

安庆市爱心公益基金会

安庆市明康心理学研究中心

安庆市迎江区沐阳之家残疾儿童活动中心

安庆市迎江区起点自闭症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安庆岳西爱心公益联盟

安阳市广播 89.00 车友会

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教中心

鞍山市星光公益服务型协会

白马巴士爱心团队

白天鹅救助特克斯分队

百色青草志愿者服务队

半坡公益

宝鸡青青草障碍儿童康复教育园

宝鸡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

保德县志愿者协会

报春晖爱心社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川育子园培智学校

北海民间志愿者协会

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化病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合作伙伴

北京市朝阳区启蕊康复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中澳听力语言康复培训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馨翼教育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山水生态伙伴自然保护中心

北京市石景山区漂亮妈妈听力言语康复中心

北京听力协会

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指南针救援队

毕节爱心妈妈

毕节市益缘志愿服务协会

毕节义工联合会

博愛团队 - 甘肃

博乐绿丝带爱心车队

布拖爱在行动小组

财经大学志愿者服务大队

苍南县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

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

草原爱心团队

常德微善风联盟

巢湖学院数学系青年志愿者协会

郴州市福成志愿者协会

晨光青年志愿者协会

成都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成华区爱慧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宝佑儿童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彩虹村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麦田阳光自闭儿童助残中心

成都三方调查咨询评估中心

成都市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心爱星儿童能力训练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慧星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

成都市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心家园社工服务中心

成都心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艺途公益服务中心

成县公益慈善事业协会

城市卫士志愿者协会

楚萍义务工作者协会

川越文化交流中心

从江县农民生态摄影工作中心

达人群—新疆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爱清尘救助尘肺农民工基金会

大爱清尘山西

大爱无疆群 - 新疆

大河骑友会

大化县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

大连市沙河口区小海豚亲子园

大凉山起航公益助学

大坪镇志愿服务队

大益爱心基金会

大竹青年志愿者协会

丹东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宕昌县人间有爱志愿者协会

德安县义工联合会

德行永顺爱心公益联合会

德晟志愿者协会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志愿服务队

巅峰户外俱乐部

东港市爱心义工协会

东莞市天使家园公益服务中心

东兰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东兰县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

东乡青年志愿者协会

懂爱公益 - 新疆

敦煌市爱心公益联合会

而立大道慈善团队

飞翔拓展—山西

飞鹰户外 - 新疆

凤城公益志愿群

凤凰山下爱心联合会

凤凰助苗网

奉节生活网志愿者协会

福堂镇志愿服务队

福溢社区文化发展交流中心

阜阳市人和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阜阳市新启明儿童发展中心

阜阳益爱志愿者协会

甘谷龙渊公益

甘肃彩虹公益社

甘肃鸿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绿色发展联盟

甘肃绿叶公益慈善中心

甘肃庆阳雨润环江爱心协会

甘肃瑞雅聋儿语言康复中心

甘肃社会组织促进会

甘肃社区与环境发展中心

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

甘肃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心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欣雨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兴邦沁原农村发展小组

甘肃兴邦社工服务中心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

甘肃益民城乡社区发展中心

甘肃应用心理学协会

肝豆状核变性罕见病关爱协会

赣州市身心障碍儿童家长支援中心

赣州义工联合会

高安义工联合会

高邑县黎明之家康复站

高州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巩义市志愿者团队

共享蓝天公益协会

古浪县志愿者团队

固原微笑义工社

关爱抗战老兵阜阳工作站

广德县义工协会

广丰县义工联合会

广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西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

广西八桂义工协会

广西财经学院阳光爱心社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西蓝鹰应急纪律救援队

广西民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广西山地应急救援队

广西社会心理学会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广西协力扶助基金会

广西心香公益社工服务中心

广西中医药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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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甜公益儿童艺术倡导中心

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

贵阳市爱心一队

贵阳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

贵阳市云岩区欢乐船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贵阳市众益志愿者发展服务中心

贵州爱心家园

贵州财经大学社工协会

贵州大学摄影协会

贵州大学生命科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州贵景网

贵州老友记助学

贵州民族大学社工协会

贵州七友公益协会

贵州日报社摄影部

贵州省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援总队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环保协会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演讲协会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阳光支教社

贵州师范大学学生会

桂平同城志愿者服务队

桂阳县义工（志愿者）协会

哈尔滨工程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哈尔滨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志愿者协会

哈尔滨师范大学星光校园小助手

哈尔滨市孤困儿童帮扶中心

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海归俱乐部骑行队

海邻社会工作服装中心

邯郸市户外救援队

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

杭州启明星儿童康复中心

禾洞镇志愿服务队

合川利云车友会

合肥红头车志愿者车队

合肥市包河区快乐童年公益阅读坊

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

合肥市胡文传志愿者服务队

合肥市民生 / 爱邻社会工作服务社

合肥市柒因公益服务中心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和平县阳光公益服务中心

和政爱心公益社

河北大名思高教养院

河池蔚蓝天使计划爱心团队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济源支队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焦作支队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洛阳支队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

河源市草根助学

河源市康禾众爱志愿者服务中心

河源市乐天社志志愿者服务队

河源市明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河源市源城区明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贺州八步区铺门大学生联谊会

贺州阳光义工团

赫章爱心公益联盟

黑龙江科技大学人文微澜社工服务社

黑龙江省东方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黑龙江省义工联盟

横荷繁星志愿服务队

衡东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残疾人联合会

湖南巡航救援队

花垣县风行自行车俱乐部

花垣县乐途自行车俱乐部

怀化市网络志愿者联盟

怀化沅陵志愿者协会

淮北市蒲公英助学公益中心

黄山市倾城之爱公益慈善团队

黄山微公益团队

黄土魂志愿者工作站

黄小强团队—山西

辉县义工志愿者团队

会理麦田计划

会宁博愛团队

会宁黄土魂志愿者工作站

惠州市惠阳区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惠州市雨天使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火部落骑行俱乐部

吉安义工网

吉首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吉首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吉田镇志愿服务队

济南市市中区雨爱特殊儿童支援中心

济源爱心助学之家

济源车友网

济源论坛志愿者团队

济源在线义工团队

江西省惠农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

江油市绿叶舟爱心社

江油市绿叶舟志愿者协会

焦作市金蕊儿童康复中心

金昌市大爱无疆公益协会

锦州市瓷娃娃爱心协会

精河蓝羊户外俱乐部

景德镇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靖远搏远助残发展协会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快乐爱心公益协会

九江（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酒泉市神舟志愿者协会

救助儿童会

军垦汽车俱乐部

喀什懂爱梦想团队

喀什卡德尔爸爸慈善团

喀什母亲之家

喀什山友救援队

喀左县爱心园丁小组

喀左县利州扶贫发展服务中心

喀左县摄影爱好者协会

喀左县自强互助小组

康乐县陇人青年志愿者协会

康县碾坝乡义工联盟

肯尼迪罕见病关爱中心

奎屯义工协会

昆明虫虫爱心联盟

昆明市盘龙区希望树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KHS 功学单车俱乐部

来宾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来宾市金秀县关爱志愿服务队

兰州彩虹公益社

兰州晨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兰州大爱无疆志愿者服务总站

兰州公益心志愿者联盟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兰州金宝贝特殊儿童教育中心

兰州金城社会服务中心

兰州绿地志愿者中心

兰州市红古区窑街穆斯林文化中心

兰州市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殊教育中心

兰州市五星坪流动儿童托护中心

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兰州志愿者义仓

乐青市志愿者服务大队

乐清市三角洲民防救援服务中心

乐善义工会

理工大青年志愿者协会

利州扶贫发展服务中心

利州扶贫志愿者联盟

连南县志愿者协会

连山县志愿者协会

凉山爱心公益群

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

凉山山地救援队

凉山探码爱心公益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凉山州生辉残疾人互助发展中心

凉山州索玛花公益助学网

梁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邻水县义工联合会

临汾公益文化传播协会

临潭县爱心公益协会

临夏州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灵石志愿者协会

柳州春晖公益

柳州户外运动公益协会

柳州绿洲公益救援队

柳州祺送温暖爱心公益联盟

柳州市星语康复训练中心

柳州苏灵物业管理公司服务队

六安市映山红爱心公益协会

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

六枝爱心家园

六枝志愿者协会

龙川县壹毛钱助学基金

龙行天下俱乐部

龙泉驿区新市民志愿者协会

隆德儿童助困救济协会

陇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陇南义工联盟

陇右环境保育协会

鲁甸能量源志愿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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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泉心公益

吕梁志愿者协会

绿丝带公益组织

绿野救援队

指南针救援队

麻阳网络志愿者联盟

蚂蚁微公益服务社

茂名高州市阳光志愿者服务队

梅州客都社工

梅州市关爱妇儿社会组织培育中心

梅州市客都社工服务中心

蒙自助学会

绵阳雷锋志愿者服务协会

绵阳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绵阳市正轩文化交流中心

绵阳一元爱心协会

绵竹家人志愿者服务队

苗残障青少年服务中心

苗为民爱心社

民乐县星星助学公益协会

岷县爱心公益社

岷县天空志愿者协会

岷县贴吧志愿者服务中心

岷县萤火虫公益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南昌爱益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崛美行动公益服务中心

南昌开心义工

南昌人防应急协会

南昌市守护天使志愿者协会

南昌太阳花社工服务中心

南昌益路阳光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南昌瑜伽树公益服务中心

南充高坪志愿者协会

南充红十字志愿者协会

南充市顺庆区志愿者协会

南京市雨花台区壹家亲社工服务中心

南康区志愿者协会义工联合会

南宁市西乡塘区安琪之家康复教育活动中心

内蒙古救援队

宁波户外应急救援队

宁波市海曙区满天星残疾人服务中心

宁晋县黎明职能康复中心

宁夏大学仙人掌环保协会

宁夏青苗社工服务中心

宁夏青年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宁夏同心县东阳职业技术学校

宁夏阳光志愿者协会

宁夏医科大学志愿者团队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牵手成长爱心社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筑梦志愿者团队

攀枝花花城义工协会

攀枝花市义工联合会

盘县社会义工联合会

平安相伴志愿者联合会

平川蚂蚁微公益服务中心

平凉爱心公益协会

平凉市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

平凉阳光义工协会

平凉伊邦牛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平凉众益农村社区发展协会

平南慈博社会工作事务所

萍乡市启初关爱志愿者协会

鄱阳向日葵爱心社

蒲公英公益平台兰州站

骑迹单车社

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汽车之家俱乐部

黔东南州青鸟助学会

黔东南州小海龟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黔西南州阳光爱特殊教育服务中心

钦州义工联合会

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

青海城市应急救援队

青海户外救援队

青海省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

青县阳光康复指导中心

轻工业西安机械设计研究院灾害管理公益中心

清远青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清远市德晟志愿者协会

清远市青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清远市泉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清远市手牵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庆城县志愿者协会

庆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曲江区幸福社工中心

全州爱心网友公益联盟

泉州市鲤城区太阳雨儿童培训学校

7080 公益健身群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汝城县志愿者义工联合会

瑞欧公益

三亚救援队

桑植县 10 帮 1 爱心协会

沙坡头区蓝海公益慈善服务发展中心

沙坡头区一碗水爱心协会

厦门北极星救援队

厦门溜溜户外网

厦门驴之途户外

厦门诺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市登山协会

厦门拓志体育文化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爱之旅儿童发展中心

山水户外俱乐部

山西 RAV4 车友会

山西车友会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爱心驿站

山西汾河悦跑团

山西奇骏车友会

山西青协蓝精灵动保团

山西省侯马骑协

山西搜狐车友会

山西太原爱之家

陕西大眼蛙公益服务中心

陕西扶风心悦启智中心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陕西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创业与就业发展基金

陕西绿色原点环保宣教中心

陕西普辉青年社会发展中心

陕西青年公益行动网络

陕西青年与环境互助网络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

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创业与就业发展基金

陕西省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陕西省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

陕西省兴平市城市应急救援队

陕西四叶草公益中心

陕西天语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陕西晚晴养老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公益中心

陕西西部乡土社区发展公益中心

陕西新观察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汕头市学康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

商洛公益行动联盟

商洛市唯有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上高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城市搜救与救援队

上海华师社会服务中心

上海市热爱家园

上海艺途无障碍工作室

上栗县志愿者联合会

韶关市海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韶关市乐善义工会

韶关市立德会

韶关市民声网爱心协会

韶关市阳光公益协会

邵阳市义工联合会

深圳山地救援队

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深圳市福田区紫飞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仁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协会

深圳市思奇特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深圳市向日葵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沈阳高校志愿者联盟

沈阳公益志愿者联合会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青协

沈阳利州志愿者联盟

沈阳市沈北新区青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沈阳希望志愿者协会

沈阳心益志愿者联合会

沈阳阳阳打工服务中心

生命的翅膀 - 兰州义工

生命树助养中心

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

十元爱心基金

石河子大学红十字青协志愿者协会

石河子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石河子大学微博协会

石河子大学心连心志愿者协会

石河子大学心缘心理健康协会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工志愿团队

石河子大学挚友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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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助残协会

石河子大学自行车协会

石河子暖羊羊志愿者团队

石嘴山星海公益之家

斯坦福英语学校志愿者联盟

四川大学 - 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

四川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凉山州支队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泸州支队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南充支队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武胜支队

四川省武胜山地救援队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绥江县爱心协会

绥江县骑行协会

随手公益—常德

随手公益 - 内蒙古

遂宁慈航社会工作服务社

太保镇志愿服务队

太极文化终南山研修中心志愿服务队

太原高新区志愿者

太原工业学院“圆梦队”

太原公益户外救援队（天龙救援队）

太原青年路小学福娃家委会

太原拾友书屋

太原五中志愿者

唐山市路北区世纪星培训学校

唐山市路北区思达儿童智慧潜能教育培训学校

饕拾贰救援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祥羽阳光家园教育信息咨询中心

天津血友病联谊会

天马部落—新疆

天山雪莲微公益志愿者团队

天水方舟为民服务中心

天水利贞志愿者团队

天水陇右环境保育协会

天水萤火虫志愿者服务队

天祝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同心九九俱乐部

同心凯帝志愿者联合协会

同心县韦州镇东阳女子学校

铜城春风雨露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铜陵彩虹协会

V 救援队

万年县烛光爱心社

微草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团队

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中心

文山市第八天书吧

文山微光公益

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涡阳县爱心者协会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爱心园孤独症康复中心

巫山爱心志愿者协会

巫溪县大山义工协会

芜湖阳光爱心协会

梧州星微爱心天使团队

梧州义工群

五随公益

武汉市江岸区爱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武汉云豹救援队

武隆县红十字会芙蓉江志愿服务队

武威志愿者协会

武宣县家园网义工队

武宣圆梦 1+1 团队

婺源县志愿者协会

西安绿世界环境宣传中心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

西安市碑林区心连心社区服务发展中心

西安市户县如光心里咨询服务部志愿服务中心

西安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西安市莲湖区慧心智障人士阳光家园

西安市莲湖区少年宫

西安市莲湖区月亮孩子之家

西安市莲湖区长安心理辅导中心

西安市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西安市心之语心理咨询工作室爱心服务队

西安市新城区泽众社区公益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西安市阳光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西部爱心公益社

西部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

西昌同城公益

西昌学院动轻协会

西昌学院公益爱心群

西昌学院红十字志愿者会

西昌学院青轻协会

西昌阳光公益

西和县爱暖人间义工协会

西吉县普润生态环境建设服务中心

西南财经大学西部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

西南大学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西南政法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咸阳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乡村校园志愿者

香坪志愿服务队

湘西边城爱心志愿者协会

湘西户外公益联盟

湘西生活网花垣分站

湘西一公斤

象山户外应急救援队

小三江镇志愿服务队

小雨滴微公益协会

忻城县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忻州师范爱心社

忻州自驾 E 族

新干阳光义工群

新疆山友救援队

新疆山友救援队鄯善大队

新消息公益发展中心

新星公益—甘肃

新余市渝水区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新长征跑友会

信宜市志愿者联合会

兴宁市阳光义工协会

兴平城市应急救援队

修水县爱心联合会

宿松义工团

宿州阳光天使公益助学中心

秀山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岫岩县玉都博爱公益服务协会

溆浦志愿者协会

雅安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中心

雅安市群团组织服务中心

雅安市益联减灾服务中心

延安爱心公益协会

延安俊领青少年教育中心

延安青少年教育中心

偃师市志愿者协会

阳山县志愿者协会

伊犁绿丝带团队

伊犁马帮车友会

仪陇县志愿者协会

宜春市志愿者联合会

宜章县志愿者联合会

彝族爱心社

银川爱心互助会

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康复中心

银川二十一小湖畔分校海洋班亲子公益体验队

银川快乐天使公益服务中心

银川青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银川青苗社工服务中心

银川青年志愿者支持中心

银川实验小学玉凤班亲子公益体验队

银川市宏康园儿童康复中心

银川新青年志愿者支持中心

银川星语家园儿童孤独症康复训练中心

银川星语家园康复中心

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

英德市志愿者协会

英州广场文化协会

营口市孤独症研究会

永和镇志愿服务队

永兴县志愿者（义工）联合会

游牧部落 - 内蒙

余干县爱心联盟协会

渝南青年爱心联盟

榆林市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协会

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育苗残障青少年服务中心

裕蕾爱心助学协会

沅陵酉爱公益联盟

岳西爱心公益联盟

岳西义工联盟

岳阳市爱弥儿自闭症儿童训练中心

岳阳市爱心驿站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多背一公斤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清风义工协会

岳阳市网络文化协会

岳阳市栀子花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

岳阳县微水爱心志愿者协会

越野 E 族河南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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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豹救援队

云南火峰救援队

云南火峰救援队怒江队

云南闰土互助工作组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

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

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云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运城市爱诺特殊教育学校

湛江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张家川县绿茵环保志愿者服务中心

张家口市高新区育宝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张掖公益慈善联合会

樟树志愿者协会第一分会

长春市二道区新智特殊儿童训练学校

长春市星光特殊儿童训练养护中心

长江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山水户外俱乐部

长沙市雨花区怡馨家园井湾子服务中心

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

长沙市珍金扶贫助学中心

长沙雨花区群英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昭平县西部计划志愿者

昭通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昭通市曈博公益协会

肇庆市端州区小海龟儿童潜能培训中心

镇原县潜山文艺志愿者服务工作站

正轩公益

郑州摩友老兵俱乐部

郑州轻工业学院志愿者团队

郑州市惠济区瑞曼康复训练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梓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芷江影子义工协会

指南针救援队

中北大学志愿者团队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中国公益摄影师贵州站

中国教育学会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委员会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爱心社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化工系志愿者团队

中国淋巴管肌瘤病（LAM）关爱协会

中国尼曼匹克关爱中心

中华义工联合会江西分会

中盟盟心亲子公益体验队

中卫沙坡头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

中卫市爱心慈善救助协会

中卫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中卫市互联网协会

中卫市户外运动协会

中卫市焦点青少年健康发展服务中心

中卫市乐怡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中州大学志愿者团队

忠县之家义工服务队

钟山区徒步协会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联合会

重庆典众应急救援队重庆益媒公益发展中心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总队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商大学义工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公众河流环保科普中心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紧急救援中心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交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警察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梅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青年环境交流中心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三峡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山城志愿服务中心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爱心社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大渡口区联心公益发展中心

重庆市大渡口区梅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紧急救援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幸福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仁爱渝州志愿者协会重庆市北碚区碚城义工协会

重庆市乐一融合特殊教育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启明星智障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力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綦江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

重庆市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援助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 SINGO 爱心助学

重庆市万州区薄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青年助学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巫溪县大山义工协会

重庆市渝中区巴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方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和家社会工作事务所

重庆市渝中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援助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乐善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阳光 520 爱心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长寿区惜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助老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

重庆文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壹家人志愿者联合会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永安自然灾害救援中心

重庆邮电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

重庆渝中新市民服务中心

重庆至善社会工作事务所

重庆子衿校园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珠海民安救援队

珠海市服务妇女儿童志愿者协会

资兴市志愿者协会

资阳市社工协会

遵义市善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忠县心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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