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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感谢大家不变的关心与支持，武侯社区基金会在前进的路上迈出稳稳的一步。一朵花开
离不开时间的灌溉，在不懈的实践与探索中，我们孜孜以求，努力明确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定位，
致力于社区资源的链接平台，专注于多元合作的支持媒介，聚焦于公益慈善的协作载体。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资助那些打动人心，改变社区的项目。“春耕计划”瞄准社区真问题，着眼“身     
边人”，向积极的行动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仲夏邻里节”走进市井生活，激活居民的参与热情，
形塑共同文化记忆。“益义非凡”鼓励大学生走进社区，将青年成长与社区发展融为一体，绽放扎
根基层、服务群众的青春芳华。
 

我们不惧挑战，认真陪伴，让一群人安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厚植人们对生活、对社区的归属
与认同。我们要做的，是让居民发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快乐；是通过公益汇聚大众，通过慈善服
务于人；是不断丰富治理内涵，让社区充满活力。 

回应居民的多元需求是我们工作的不竭动力。未来，武侯社区基金会将更加积极的下沉社区，与
行动者共同行动，与实践者一起实践，用更优的资源和更好的项目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
路径，营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理事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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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由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是经四川省民政厅登记注册并作
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正
式成立，是四川省第一家社区基金会。

理念

共创社区美好生活

I DEA
愿景

营造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V ISION
使命

激发多元主体、培育社区资本
营造公益生态、促进社会发展

MISSION

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回应居民需求，整合社会资源
开展各种社区公共活动，支持公益慈善项目以及社会议
题倡导，有效促进了优质资源要素加速向社区的流动，
成为了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的重
要平台。

关于我们

关于基金会

理事会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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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副理事长

监事长
郭    虹

监事

理事

张    钟 成都武侯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波 成都武侯音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虹楠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周晨燕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

罗    欣 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余宰贵 新华网四川分公司政务资讯部主任

刘    飞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申民辉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李含荣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冯开全 成都太平园家俬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袁云宾 成都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彭寒兵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小华 成都市武侯区桂溪加油站站长

蒋杨斌 成都望子成龙外语培训学校董事长

杨金惠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彭静萍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0 年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开展理论学习 5 次，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 4 次，发展预备党员 1 名， 完成 2 名党员
组织关系转接，组织党员赴优秀社区现场学习，交流
心得体会。持续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通过系统培训、红色教育、“三会一课”
等形式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以党建促进机构健康
有序发展。

2020年服务成果

发展预备党员 1 名，完成 2 名党员组织关系转接

积极参加四川省社会组织第二综合党委组织的党员培训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2020年业务概要

党支部
社区基金

8 支专项基金
58 支社区微基金

行动支持
“春耕计划”资助项目

“武侯仲夏邻里节”
“CAP 社区艺术计划”

“益义非凡”大学生公益骨干培育

创新探索
小区治理“信托制”

物业服务项目

资源链接
立邦中国“为爱上色”

公益项目

业务概要 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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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服务110000+社区居民

44名月捐人助力34家爱心企业支持

支持17个街道 支持92个社区 支持70家社会组织

筹集资金482.26 万元

开展公益慈善活动554次

选举支部书记，以党建指导机构业务发展

张    芳 支部书记

吴    朋 支部党员

杨    琼 支部党员

毛海燕 支部党员

杨    凤 支部党员

吴    昱 支部党员

李济舟 预备党员



全年共召开理事会 2 次，第一届理
事会第七次会议（线下），听取基金
会 2019 年度工作汇报，审议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通过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及场地变更等议题。第
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线上），表
决通过刘韬辞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
及理事资格，李济舟任基金会执行
秘书长等议题。理事会通过线上审
议秘书处所汇报的春耕计划支持项
目、CAP 社区艺术计划、小区治理
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基金结构性存
款等 4 项临时性议题。

2020 年武侯社区基金会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疫情期间面
向社区推出“居民生活状况调研”网络问卷，通过大数据
提升基层问需实效性，累积收集有效问卷 1049 份；联合
社会企业发起“万护侯行动”，为全区 8191 名一线工作人
员统一购买抗疫健康保险，切实解决基层行动者的后顾之
忧；开展“黉门行动”，在全市率先为 15 所中小学安装校
园疫情健康检测系统，实现入校免接触体温测试，有效保
障复学开课。疫情期间累积募集慈善资金 131 万余元，各
类防疫物资 10 万余件，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召开理事会

注：目前基金会理事长及地址变更程序由

         业务主管单位四川省民政厅审批中

荣获第八届四川省青年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疫情防控类）

内部治理 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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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5 万）
- 四川佳宇建设有限公司（30 万）
- 自筹资金（26 万）

2020 年 4 月 2 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主题及决策情况：

基金会 2019 年度工作汇报

基金会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审议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

夏明辞任基金会理事长职务及理事资格

增补张钟为基金会理事并担任理事长职务

基金会 2020 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

基金会办公地址变更

2020 年 6 月 16 日第一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主题及决策情况：

刘韬辞去基金会秘书长职务和理事资格

李济舟担任执行秘书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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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资金使用情况

调动志愿者 136 人次

人民网专题报道 2 篇

对接防疫物资供应商 35 家

为清洁工人捐赠疫情防护用品



社区基金：
社区基金的设立往往源于社区的需求，其操作和使用方式灵活，资助对象广泛，能带领社区居民参与开展公益行动，

让社区居民受益。社区基金通过款项或者物资的捐赠，扩充资源池，促进和实现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面向社会开放设立专
项基金及微基金，开展社区范围内的扶贫济困救
助活动、院落硬件设施和人文环境打造及其他力
所能及的公益事业项目建设活动。社区微基金规
模虽然不大，却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大家的个
人愿望能够得到实现，对小区自然也有了归属感，
更愿意投身社区治理。

让居民拥有更多话语权

做更多他们想做的事情

这是社区基金的简单初心

是多一点绿植的公共环境，孩子可以欢乐奔跑的友好空间

是给予独居老人温情相伴，创造居民在一起的欢声笑语

一支小小社区基金，成为这样的聚集器

可以让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把本地的资源整合起来，

发挥力量创造一些社区的改变 

一支小小基金  实现居民愿望

2020 年武侯社区基金会新增专项基金 2 支 ，总
共建立 8 支专项基金，2020 年收入 405.75 万
元 ，新增社区微基金 15 支 ，总共建立 58 支社
区微基金，2020 年收入 40.26 万元，目前共有
66 支专项（微）基金，规模达 670.23 万余元。 

微基金撬动社区资源，老破墙成网红打卡点

社区基金 :

品牌项目

20
20

专项基金
支2

元405.75万

新
增

收
入

专项基金
支8共

微基金
支15

元40.26万

新
增

收
入

微基金
支58共

元670.23万总收
入专项（微）基金

支66目前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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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美好社区离不开社区居民的持续参与，“春耕计划”

以“支持扎根社区力量”为使命，支持本土合作伙伴赋能

居民自组织，连通老旧院落治理的最后一米，实现项目的

有机生长。

 

“一条路的新生”引发的“争吵”，让农村回迁安置社区

打破了表面的冷漠和平静状态，建立对话和信任的平台；

“一人一故事剧场”即兴表演的方式表达居民真实心声，

正视社区大件垃圾处理问题，创造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开端；

“社区微更新”美化社区公共空间是外在，激活居民公共

精神是内化。

......

“春耕计划”是武侯社区基金会首个资助项目 , 关注社
区发展公共议题，通过在地协作和陪伴，从项目和机构
两个维度，支持本土合作伙伴探索当下社区发展的多元
路径，从不同角度与合作伙伴共同激发社区的内生动
力，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居民参与院落改造

大件垃圾 - 社区戏剧排练

2019 年 春耕计划进行初步探索，挖掘并资助了 16 个
创新项目，涉及教育、养老、就业、残障、安全、文化
等 13 个社区公共议题，支出项目资金 130 多万，撬动
社会资金 40 多万，覆盖成都市内的 23 个社区，1 所小
学，1 家医院。项目累计开展各类公共活动 400 余次，
受益人群超过 43, 800 余人次。

 
2020 年，春耕计划结合社区实际，调整工作重心，聚
焦到老旧院落，以“助力居民自治，焕新老旧院落”为
主题，进行路径探索，支持合作伙伴从老旧院落的公共
事务切入，以培育院落自组织为抓手，推动多元参与和
协作，破解老旧院落治理难题，促进治理结构优化，提
升老旧院落自我发展能力。支持 3 家社会组织落地武
侯区簇桥街道七里社区、簇桥街道新城社区，火车南站
街道长寿苑社区开展项目。

助力居民自治  焕新老旧院落
“春耕计划”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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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苑社区
-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大件垃圾处理

七里社区
- 成都社区行动公益服务中心

- 居民协商议事

新城社区
- 成都市武侯区耕新社会工作中心

- 社区空间美化



轻摇小扇，伴着夕阳，

居民高高兴兴出门，夏天变得悠长而快乐。

当新邻遇见老友，当温情邂逅笑容

邻里节注定不仅仅是一场活动

蜀风雅韵游园会、悦动邻里运动会、席地而坐音乐节、

马路边边音乐会、友你尝乐美食节

武侯社区居民将快乐与期盼托付给一个节日

因为一场活动而相聚，因为一个日子而铭记

在这里话家长里短，找回邻里温情

2020 年“爱成都 迎大运”第二届武侯仲夏邻里节在武侯 10 个社区陆续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社区活动。
为期一个月的活动里，涵盖了国际化社区、儿童友好型社区、少数民族融合社区等多种类型社区，组织开
展社区音乐会、主题邻里集市、社区全民运动会、露天坝坝电影等 10 场形式多元的邻里交流活动，并发
起了一场走街串巷的霓虹夜徒活动，共覆盖居民 2 万余人，让“武侯仲夏邻里节”这个社区邻里活动文化
项目在武侯的各个社区生根、成长。从 2019 年开始，武侯仲夏邻里节便承载“消除邻里之间的陌生感”
的使命，通过市集、音乐、美食等一场场活动，敲开万家门。

棕东社区蜀风雅韵游园会

玉林东路社区席地而坐音乐会

锦里社区旧物新淘绿市集

走街串巷  如友是邻
第二届武侯仲夏邻里节

1 7 1 8



音阶足球，跳房子乐园，社区高尔夫

当年轻新潮的艺术与拼搏进取的运动组合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青年艺术家、设计师进入社区

用前卫的设计理念创造出

社区艺术与运动结合的运动场景

为社区居民提供最别样文化体验

2020 年第二届 CAP 社区艺术计划以“自定义运动会”为主题，在武侯区范围内开启一场以艺术为手段，运动为载体的趣味运动会。
“自定义运动会”由艺术家与居民协作参与，在武侯 10 个社区空间，定制 10 组运动装置，以游戏化的运动规则，来“自定义”
一场新的场景、新的关系、新的运动方式以及新的未来。

翘翘球 BallBall 抱抱运动会 BOWL GAME

社区高尔夫

RunBall 球你快跑

共享运动快乐 
打造“运动 + 艺术”新场景

2020CAP 社区艺术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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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做什么？”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在社区，哪怕是一个芝麻大的小事，只要它对居民造成影响，它就不是小事。”

2020 年 6 月，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正式
发起“益义非凡”大学生公益骨干培育项目。北
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是本次项目
执行机构，全面参与项目。

小区治理“信托制”物业服务项目：
立足“信托”理念，针对部分小区治理机制不健全、物业纠纷频发的现象，以开放式预算、服务流程全公开、财务

全透明等制度设计，重建业主、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信义关系，营造公开透明的小区治理场景，探索“物业＋社

工”的服务模式，培育孵化服务类社会企业。2020 年，小区治理“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入选“成都公园社区 100 

个新产品”。

目前，“信托制”物业已在武侯落地 14 个小区，还有
33 个小区在持续推进中，物业矛盾纠纷同比减少 90%
以上、物业缴费率和群众满意度普遍提升到 90% 以上。

“益义非凡”项目意在探索社区发展治理新模
式⸺引入高校学生深度参与社区治理，有机地
将大学生自我成长与挖掘和解决社区需求结合起
来。通过在通过线上学习、线下培训及公益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赋能热心公益的大学生们，让他们
能走进社区，令大学生与本地社区发生相互链
接，支持大学生将对社区公共议题的关注转化为
落地行动。

龙腾社区 - 留学生英语讲堂

“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产品发布会

大学生汉服展示

聚焦人才培养
用青年的视角与社区对话

“益义非凡”  大学生公益骨干培育项目
聚焦物业纠纷源治理
小区治理“信托制”物业服务项目

物业矛盾纠纷

以上90%同比
减少

物业缴费率和群众满意度普遍

以上90%提
升

小区
个14落

地

“信托制”物业

小区
个33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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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督导的支持下，我们明白了社区服务就是需要社区工作者去寻找具体的需求。



激励推动小区院落治理工作的优秀社会组织、
社会企业

支持区级重点问题院落开展治理机制整改攻坚

支持老旧、三无、散居院落引入物业服务，创新开展
区域连片或拆墙并院实施物业服务，鼓励商品房小区
物业企业就近托管老旧、三无、散居院落物业服务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武侯区小区院落发展治理工作，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基金会资源聚合作用，规范专项

“武侯社区基金会月捐人发展计划”是 2019 年发起的支
持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发展的筹款项目，倡导居民通过每
月小额捐款，长期关注和支持公益项目。2020 年月捐人发
展计划，共计筹得善款 9803.38 元，累计月捐次数 264 次。

扫描二维码，成为月捐人。您每月的点滴捐赠将见证
武侯社区的改变和发展；微公益将有大作为，小习惯
将有大影响。

武侯区副区长丁宁向专项基金管委会赠授 500 万元专项基金支票

1.

武侯小区院落治理专项基金 月捐人发展计划

2 3 2 4

月捐开通后可以取消吗？ 

每次扣款后会有通知，可随时取消和修改金额。

月捐有支付凭证或票据吗？

可以在线申请开票据（个人可用于退税）。
专项基金的使用范围

专项基金起始额度
(500 万元 )

月捐人发展计划

常见问题

捐赠方式

支持小区院落实施“信托制”物业服务

基金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成都市《关
于 深 化 和 完 善 城 镇 居 民 小 区 治 理 的 意 见》（成 委 厅
〔2020〕40 号）、武侯区《关于深化党建引领完善小
区院落发展治理的实施意见》（武委办发〔2020〕41
号），成立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小区院落治理专
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激励和奖励武侯区小区院落
特别是老旧、三无和散居院落治理创新项目。

2.

3. 支持培育物业服务类社会企业

4. 支持三无、散居院落健全党建引领居民自治机制

5.

Q:

A:

Q:

A:

6.

7.

8.

支持推动老旧院落居民自治相关的创新项目

支持小区院落治理其他创新项目

成都市委社治委 2019
年对武侯社区基金会专
项奖励资金 140 万元

武侯区社区激励资金
160 万元

武侯区基金会
自有资金 200 万元

自有
资金 政府

补贴



成都市金牛区花照壁东街路口 ⸺ 《梦开始的地方》 成都市武侯区棕东社区 ⸺ 《指月》 天府芙蓉园社区击剑公开赛

资源链接

“为爱上色”艺术＋城市公益项目

“爱成都 · 迎大运”

2 5 2 6

武侯区社区击剑公开赛

2019 年武侯社区基金会与立邦中国有限公司合作，把“为
爱上色”公益项目首次引入四川。2020 年“为爱上色”继
续通过知名艺术家与居民共同创作的方式，分别在武侯、
青羊、金牛等城区完成 5 个老旧居民楼外立面的巨幅墙绘
推动小区微更新，美化街区环境，形成了棕东社区、吉福
社区等社区网红打卡点，视频网络浏览量超过 500 余万人
次，点赞人数达到 10 万人次。

2020 年武侯社区基金会支持开展“爱成都 · 迎大运”武侯
区社区击剑公开赛，全市儿童击剑爱好者、居民群众 10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的举办，用击剑人的方式助力大运会，
迎接全世界所有的运动朋友，并倡议市民共同参与这一世
界性的文化与体育盛会，真正用实际行动助力大运会，展
现属于成都、属于武侯的运动精神。



2020 年武侯社区基金会主办“落地生根 · 社区基金助力社区可持续发展 -- 第五届成都 603 社区基金会研讨会”，
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社区及社会组织的代表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主题分享、开放空间研讨等形式，全方位
探讨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创新社区基金及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建设，凝聚共识。研讨会上，武侯社区基金会《社
区专项基金 / 微基金操作指南》对外发布，四川社区基金会发展网络正式成立。

专家分享 活动现场

沪蓉两地社区基金会交流座谈会

四川社区基金会发展网络是在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委社治委、
成都市民政局的支持下，由成都本地 7 家社区基金会在第五届成
都 “603”社区基金会研讨会上共同发起成立的支持型平台，旨在
推动全省社区基金会行业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以来，四川社区基
金会发展网络以积极促进资源共享、协同行动为导向，联合各方
力量，发挥社区基金会在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四川社区基金
会发展网络目前包括武侯、邛崃、青白江、麓湖、成华、新都、金堂、
双流、金牛等 9 家社区基金会成员伙伴。

行业交流

第五届

2 7 2 8

成都“603”社区基金会研讨会



2020 年捐赠明细 ( 一 ) 

捐赠方

成都市武侯区好时光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3000.00 高攀零里微基金

捐赠金额 捐赠项目

成都市武侯区好时光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3000.00 长寿苑阳光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点优幸福家庭指导中心 10000.00 太平社区有赞·微基金

成都新空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4.70 南虹点滴鑫微基金

周婷婷 2000.00 顺江社区阳光福馨家微基金

王淼 32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支位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四川上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00.00 非定向

1,351,349.26 元                 

2020捐赠总额

21%
捐赠总额同比2019增长率

2%
基金会捐赠占比

4%
公众捐赠占比

94%
企业捐赠占比

99%
限定性收入占比

661,844.08 元

2020专项/微基金捐赠总额

按捐赠来源 按捐赠用途

1%
非限定性收入占比

提供服务收入：
其他收入：
年度活动支出：

管理费用比：

运营资本比：

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利息收入加返税。
根据《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规定，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六。
根据《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规定，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三。
参照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标准，采用年末净资产余额占上一年总支出的比例，参照国际惯例通常大于 1 为好，
说明财务运营状况比较稳健。

2020 年财务概要 

2019年度

收入

收入总额 4822634.24 5814531.73 21%

其他收入 35417.61 248390.12 _

捐赠收入 1451326.73 1375694.60 _

提供服务收入 3237889.90 1250447.01 _

政府补助收入 98000.00 2940000.00 _

2020年度 增长率

单位：元

支出

支出总额 5377307.94 4244327.58 -21%

公益支出 4964144.82 4073040.72 _

管理费用 413113.12 170883.45 _

其他费用 50.00 403.41 _

年末净资产余额 8336259.58 9906463.73 19%

年度活动支出 55.83% 48.86% _

管理费用比 7.68% 4.03% _

运营资本比 3351.12% 184.23% _

2020年度支出占比下降主要是因为2020年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延期开展。

财务公开
捐赠收入概要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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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小区业委会 6000.00 蓝花楹晋吉社区微基金

王蜀玥 1000.00 用于永兴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民政局 10000.00 财政补助资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簇锦社区居民委员会 6304.70 簇锦社区微基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陆陆顺文体服务中心 8000.00 红堰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洪柳社区居民委员会 10630.90 洪柳社区微基金

匿名 5359.90 金凤社区缤纷家源微基金

叶洪梅 794.90 洪柳社区微基金

捐赠方 捐赠金额 捐赠项目

匿名 6901.00 顺江社区阳光福馨家微基金

成都毕胜恩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匿名 105.00 馨福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草金东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72.00 草金东路社区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 2800.00 南虹村社区点滴鑫微基金

舒可心 1000.00 信托制物业管理项目捐款

四川省佳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晋阳街道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金

方英 10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9999.35 纵横六合专项基金

卫欣苑业主大会第三届业主委员会 2000.00 心愿微基金

成都瑜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心愿微基金

蒋远志 10000.00 金雁社区爱心互助微基金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1200.00 非定向

马元春 4000.00 龙腾社区微基金

匿名 6252.00 非定向

四川省开元集团有限公司 35706.00 用于新冠疫情的防疫工作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成都拓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98.00 棕南社区微基金捐赠

蒋敏 1000.00 洪柳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孝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000.00 蓝花楹晋吉社区微基金

罗雪 1000.00 龙腾社区微基金

余悦 1000.00 洪柳社区微基金

捐赠方 捐赠金额 捐赠项目

陈贤义 10000.00 蓝花楹晋吉社区微基金

王茂瑶 6684.00 金凤社区缤纷家源微基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9999.84 纵横六合专项基金

成都市孝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000.00 馨福微基金

成都市郫都区优力课社会服务中心 8000.00 红堰社区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草金东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900.00 草金东路社区微基金

多人捐赠 21000.00 得胜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田园公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0.00 馨福微基金

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发展研创中心 3000.00 社区互助微基金

石诗君 1500.00 金雁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星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00.00 智汇金竹微基金

成都亚非牙科有限公司 2000.00 碧云路社区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南虹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1657.00 南虹村点滴鑫微基金

成都市帮你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智汇金竹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洪柳社区居民委员会 2364.60 洪柳社区微基金

陈风 100.00 非定向捐赠

方英 10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强毅洁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0978.00 潮音社区微基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三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1050.5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济南市历下区善治公益发展中心 680.00 非定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李燕 1300.00 共和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居民委员会 2000.00 桐心圆微基金

成都智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 非定向

罗心妤 1972.00 非定向

覃进 150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金

成都希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000.00 共和路微基金

成都星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董艳阶 68.00 非定向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1875.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成都爱馨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500.00 太平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朗力社工中心 1000.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成都第二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25.00 百锦社区基金

2020 年捐赠明细 ( 二 ) 2020 年捐赠明细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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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方 捐赠金额 捐赠项目

成都第二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78.00 南桥社区心连心幸福微基金

匿名 800.00 共和微基金

成都第二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26.50 团结社区微基金

成都第二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80.00 金花社区基金

王淼 3000.00 三河“善和”微基金

成都柏安堂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金

成都厚朴道公益服务中心 66.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2039.00 吉福社区微基金

吴怡 4000.00 馨福微基金

王继萍 2000.00 金雁社区微基金

成都集舍空间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11791.86 集舍空间微基金

成都市优学名师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60.00 晋阳社区阳光晋阳“绘”更好微基金

成都聚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000.00 吉福社区小蚂蚁微基金

社源（北京）文化有限公司 800.00 非定向捐赠

成都品生活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250.00 花龙门社区微基金

成都智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非定向捐赠

邓蓉 4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 1000.00 吉福社区小蚂蚁微基金

余萍 4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上策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4000.00 老马路社区微基金

捐赠方

唐洋波 4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捐赠金额 捐赠项目

成都市武侯区阳光居家服务中心  10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成都交大智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太平社区微基金

四川怒雕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莹魄公益微基金

叶洪梅 646.00 洪柳社区微基金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长城社区居民委员会 3000.00 长城社区微基金

楠汇坊物业 4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沙堰政通和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22000.00 沙堰社区微基金

成都沁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悦龙社区微基金

罗杨 400.00 铁佛社区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4500.00 沙堰社区微基金

冯天宇 3000.00 悦龙社区微基金

匿名 1500.00 非定向

成都新杰丽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 悦龙社区微基金

四川省凫络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老马路社区微基金

四川智慧之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00.00 金花社区微基金

成都武侯华星锦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 沈家桥社区“众爱”微基金

四川中亚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100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金

四川广播电视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丽都比邻微基金

上海浦东新区青年家园公益服务支持中心 1000.00 非定向捐赠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1580.40 吉福社区小蚂蚁微基金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2733.60 吉福社区小蚂蚁微基金

成都希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700.00 共和微基金

成都责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非定向捐赠

于欢 952.00 南虹村点滴鑫基金

成都武侯全医堂中医门诊部有限公司 10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金

匿名 2000.00 顺江社区阳光福馨家微基金

武侯区鱼大虾餐饮经营部 1000.00 非定向捐赠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969.6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金

匿名 1010.00 高攀零里微基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626.80 万护侯行动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352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5690.95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96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金

尚斐斐 3000.00 公艺派微基金

陈苗 4000.00 悦龙社区微基金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东寺社区居民委员会 3000.00 幸福东寺微基金

四川幸福一百社群生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 黉门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金

匿名 4000.00 跳伞塔社区微基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1777.60 府河社区微基金

周雷 3000.00 国际五根松微基金

匿名 396.00 非定向捐赠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里青少年关爱中心 3577.40 吉福社区小蚂蚁微基金

曾炳秀 725.00 老马路社区微基金

合计 1481349.10 

2020 年捐赠明细 ( 四 ) 2020 年捐赠明细 ( 五 ) 

单位：元

3 3 3 4



2020 年，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共计 170,883.45 元，占总支出的 4.03%。

其中租金水电费占比 59.23%，法律服务费占比 17.56%。

行政费用的收入来源主要由直接捐赠、管理费提取组成。基金会理事及监事均不在本基金会领取任何报酬。

金额

内容

租金水电费 101220.00 59.23%

管理费用总金额 170883.45 100.00%

折旧费 7196.71 4.21%

法律服务费 30000.00 17.56%

办公费 12354.15 7.23%

审计费 8000.00 4.68%

交通费 1228.21 0.72%

员工体检费 3645.77 2.13%

软件维护费 2845.01 1.67%

快递费 1621.70 0.95%

打印费 1221.00 0.71%

网络通讯费 934.90 0.55%

员工意外险费 616.00 0.36%

占比

金额

支出

捐赠支出

专项/微基金支出 976736.54

公益支出总金额 4073040.72

春耕计划 451847.44

金花行动 13800.00

捐赠支出总金额 3265617.76

牵手行动 441000.00

携手抗疫·关爱巾帼 200000.00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 80133.60

大学生公益骨干培育项目 195857.36

武侯仲夏邻里节 317477.40

CAP社区艺术计划 208616.40

全民健身运动会  “一击必中”项目 50000.00

基金会品牌建设项目 117183.02

提供服务支出

小区物业治理项目 74121.53

中国社区基金会行业发展研究项目 6000.00

公益创投服务采购项目 709744.63

提供服务支出总金额 807422.96

市委社治委小区物业治理课题研究项目 33096.00

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理论
和实践研究项目 200000.00

社区动员及自组织培育项目 2632.80

管理费用明细表

公益支出明细表公益支出概要

专项 / 微基金支出金额为 976,736.54 元，
占本年度公益总支出 24%。专项 / 微基
金共计开展 20 余个项目，项目涉及到成
都市内多个区域，服务人数上万人，通
过微 / 专项基金开展的多项社区项目，
改善了部分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也给
各个社区的环境带来了巨大改变，丰富
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2020 年度疫情期间，本基金会接收物资
捐赠并支出 654,800 元，占本年度公益
总支出 16%。接收物资全部用于开展牵
手行动、携手抗疫 · 关爱巾帼、金花行
动 3 个项目，用于成都市环卫工人、四
川省女医师、金花街道及金花中学。

自 有 资 金 支 持 项 目 共 8 个，支 出 金 额
1,634,081.22 元，占本年度公益总支出的
40%。项目涉及方面主要有疫情期间志
愿者保障、老旧院落美化、儿童能力提
升、社区艺术等多个方面。

提供服务支出总额为 807,422.96 元，占
本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为 20%。主要涉
及共驻共建、邻里关系营造、社区微更
新等方面。

2020 年度，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

公益支出总额为 4,073,040.72 元。

1

2

3

4

管理费用概要 

单位：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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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审计报告节选，报告全文可在基金会官网下载。

审计报告 
附录

3 7 3 8



党政机关

群团组织群团组织 民主党派

社区

特别鸣谢

3 9 4 0

四川省民政厅

兰州市民政局

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共青团四川省委 共青团成都市武侯区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员会

街道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成都市民政局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百花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广福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锦里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楠欣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少陵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蜀汉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双楠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洗面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七道堰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棕东社区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新生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老马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共和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郭家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黉门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北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倪家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九如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电信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南虹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棕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新南路社区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棕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跳伞塔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南虹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得胜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高攀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南站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长寿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锦官新城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双丰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丽都花园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竹园社区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长城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太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龙爪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龙腾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晋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沙堰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金雁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晋吉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龙井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七里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锦城社区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双凤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新城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永兴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高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铁佛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团结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顺江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顺和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南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沈家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华兴街道三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潮音社区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万寿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半边街社区

公益机构
香港社区伙伴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 北京毅恒挚友大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

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 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社会工作协会 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

四川光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兰州爱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四川青年志愿者协会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成都责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中心

成都汇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知食社区营造促进中心 成都至和社区发展与治理促进中心

成都社区行动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 成都莹魄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海缘残障人公益发展中心成都公益慈善创新孵化联合会 成都艺美惠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成都心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感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发展中心

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促进会

基金会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

天津市滨海社区公益基金会 内蒙古赤峰市弘善社区发展基金会 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

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邛崃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成华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新都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青白江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金堂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双流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金牛社区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果堰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机投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白佛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花龙门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永康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江安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陆坝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金花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凉井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锦城社区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马家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文昌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桂溪街道益州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中河街道府河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东寺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五根松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迎江社区 成都市高新区石羊街道锦晖社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龙安社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洪柳社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悦龙社区

成都市东部新区玉成街道玉城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民政局



陈晓明 吴    楠

法律顾问

财务顾问 艺术顾问

实习生

志愿者

4 1 4 2

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成都市金花中学

成都市武侯实验小学

新闻媒体
中国社区网 中国日报（中文网） 人民传播平台

新华网四川频道 东方资讯 民生周刊

潇湘晨报（国际锐视野） 本溪日报 新华网四川频道

中国新闻网 · 四川 四川手机报 四川经济网

四川工人日报 四川城事 SCTV4 1200 新闻现场 

四川在线 四川新闻网财经 凤凰网四川综合

成都日报锦官新闻 成都全搜索 华西社区报

封面新闻 华西新闻 天府市民云

武侯区融媒体中心 西瓜视频

成都市仁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

成都市新济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孝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成都市朗力社工中心 成都市左邻右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常青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乐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天府新区文创产业投资发展促进会 成都高新区和众文化发展中心

企业
立邦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财富中心）

益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 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 四川澄飞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川蜀宫琴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川音尚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太平园家俬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望子成龙外语培训学校

成都福方福蔺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智乐物业服务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成都智慧源教育咨询社会企业有限公司

成都青芒创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一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鹏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小梦大生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邻聚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第二人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三文创益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集舍空间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大成律师事务所

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 成都市武侯区桂溪加油站

成都市三宝菩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锦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支位有限责任公司量子旅行（成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靴猫国际击剑中心

成都高新区白杨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彩虹岛青少年关爱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一心社工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耕新社会工作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连心居民事务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金芙蓉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龙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美源社区发展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爱馨广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君子兰社工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龙锦居民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九金社区居民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锦乐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友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草金东路社区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心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人生社工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万寿桥社区居民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诠民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乐学文化交流中心

成都市金牛区心雅荟社会服务中心

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发展研创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助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向峥荣 何国科 代莹莹

李倩茹 解得文 王艳婷 徐   梁

品牌顾问
杨   丹罗    辑 谭    钊 方    梅

刘宗显 杨乃姝 刘小璐 陈    逍 措祥玛 宋    媛 郑    好 罗浩凌 游欣悦 张璟艺

杨    迥 郑    娟 林斯宇 高玉婷 周文英 任艺萱 李    宣 李雨嫣 田方圆 赵远航 季媛媛 刘    弦

周文英 雷晨苒 夏    钦 张陈显恒

年度月捐人
陈世蓉 杨    钟 李文静 田    园 陈    雯 王    林 陈小龙 任大林 潘    语 杨金惠

张大龙 罗心妤 郭    虹 黄凯鹏

乔荣奇 吴军军

何国科 钟涛涛 王丽莎 宋建军

专家学者
袁方成 刘悦来 向    荣 陆德泉徐家良 范召全 何明洁 廖正涛 谢晓霞 苟    锐

王志云 李健强 周    玲 诸    昳 吴军军

陈    鑫 王    晓 冯丽萍 段    然

侯先琳 罗树梅 冉启浩 雷莉娜

宋慕义 周覃燕

夏    璇 刘    强 吴    楠 陈    徽

彭    健 梁    艳 熊红霞 赵心忆 林    源 李子豪

熊建春 田园（女） 张翼沐雪 江    维

任    帅

感谢过去一年，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居民群众给予武侯社区基金会的支持，排名不分先后，如有遗漏，敬请包涵。



2020 年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金会秘书处成员

李济舟 执行秘书长

刘    莹 项目总监

吴    昱 筹资主管

刘婧如 传播专员

杨凌菲 行政专员

任    帅 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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