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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愿景：�����共创社区美好⽣活
使命：�����整合社会资源，�回应居⺠需求，推动社区公益慈善发展

武侯社区基⾦会
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会成⽴于2018年7⽉23⽇，是四川省第⼀家社区基⾦会，由成都武侯产业发展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在四川省⺠政厅登记注册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慈善组织。基⾦会⽀持并开展各类
公益慈善项⽬，建设社区可持续发展⽣态圈，助推社区发展治理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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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伙伴的关注，过去⼀年，武侯社区基⾦会在专业与透明的路上⾛
得更加扎实。2021年基⾦会的关键词是“相信与坚持”，相信社区的美好源于我
们共同的参与，坚持⽤⼀点⼀滴的⾏动，潜移默化影响更多⼈。我们所做的是通
过公益活动，链接社区中的每⼀个个体，促进邻⾥之间的温情传递，让每个⽣活
在此的⼈，都愿意为社区共建助⼒。

这⼀年，我们对内优化规章制度，推动基⾦会规范运⾏。对外积极汇聚各⽅
资源，筹集、发放有关抗疫、爱⼼捐赠等物资，受到各⽅肯定。

这⼀年，我们联合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发动社区居⺠共同参与腾讯99公益
⽇，⾯向社会公开筹款。“⽼旧院落”作为⼀个公共议题进⼊公众视野，更多⼈看
⻅城市之下的“隐秘⻆落”。

这⼀年，我们深化与⼤型⾦融机构的联系合作，以⾦融视⻆提⾼资产管理
能⼒，拓展固定捐赠渠道，丰富社区慈善资源⽣态。

社区基⾦会的发展路径上，我们先迈开⼀⼩步，起到影响和带动作⽤。同
时，我们也不断探索、梳理、总结、反思，与⾏业共享经验成果，消除壁垒。

“如果春天要来，⼤地会使它⼀点点完成”疫情的阴霾，让我们重新看待⼈
与⼈之间的链接，⼈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期待你能继续⽀持我们，提升社区温
情，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家园，⼒量微⼩，但也能为⽣活带来最美好的改
变。

概要

理事⻓寄语

1概 要

理事⻓寄语
业务概要

PART 1  | OVERVIEW



0807

2021年服务成果

受益居⺠

150000+名
年度收⼊

88.04万元
爱⼼单位

41家

业务概要

社区基⾦：

70⽀

渠道多元

灵活便捷

共享公募

公益项⽬：

8 个

院落治理

邻⾥温情

城市更新

信托模式：

3 类

保值增值

固定捐赠

精准服务

⽉捐计划：

100名

⼩额众筹

捐赠⽂化

⻓期⽀持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项⽬运营管理

2020年春耕计划01

2020年“益义⾮凡“⼤学⽣公益⻣⼲培训02

武侯“社区创享家”

03

2019年武侯区公益创投

04

2021年武侯仲夏邻⾥节

05

成都可持续⽣活者社群⽀持计划调研06

⽴邦2021年“为爱上⾊”ART+城市公益

07

武侯⼩区院落治理专项基⾦

08

资助类

执⾏类

资源链接类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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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社区基⾦会发展⽹络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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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隐秘⻆落”，⽼旧院落的⽣活与未来
�春耕计划

基础设施旧、环境差、停
⻋难等问题突出，⽼旧院落在
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如何‘去’
与‘留’。要降低⽼院⼦管理的
难度，培养居⺠主动参与维护
院落的意识和⾏为具有可持
续性。2020年开始，武侯社区
基⾦会的春耕计划资助项⽬
将关注点聚焦⽼旧院落治理，
寻找⼀条可参考的破题路径。

“

”

关 注

城市⾥的“隐秘⻆落”，⽼旧院落的⽣活与未来�春耕计划
仲夏之夜，重拾邻⾥记忆�武侯仲夏邻⾥节

当我们在说可持续⽣活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成都可持续⽣活者社群⽀持计划调研

关注
PART 2  |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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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项⽬开展情况

这⼀年，春耕计划⽀持三家社会组
织开始第⼀年的探索。从仔细斟酌挑选
项⽬，到评估项⽬的成效，基⾦会作为
资助者，如何把钱花的有价值，是很⼤
的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三家合作伙伴
都⾮常优秀，离社区居⺠最近的他们，
⽤⼀年的时间，扎⼊了当地的社区。⽼
院落的问题林林总总，治理的⽅式⽅法
各有千秋，基⾦会注重过程中的挫折与
成⻓，项⽬经验的积累是具有可参考的
价值。

6%

春耕计划是武侯社区基⾦会
⾸个资助项⽬。2019年，春耕计划
刚刚起步，资助的项⽬涉及了社区
教育、养⽼、就业、残障、安全、⽂化
等13个社区公共议题。2020年随
着成都社区的发展转型和城市化
进程的推进，春耕计划进⾏⽅向调
整，将⼯作从整个社区，聚焦到⽼
旧院落。对武侯区9个社区32个⽼
旧院落进⾏抽样调研，结果显⽰了
居⺠对居住公共活动空间、停⻋、
基础设施等集中诉求。春耕计划以
“助⼒居⺠⾃治，焕新⽼旧院落”为
主题，进⾏武侯区⽼旧院落的发展
路径探索。

九如村社区
南虹村社区

百花社区
⼴福桥社区
七道堰社区

吉福社区
⻓城社区

⻰井社区
沈家桥社区
新城社区

选点依据
2000年前建成
有院落⾃治
武侯区

概念⽼旧�落�共�间

簇桥街道七⾥社区，是⼀个背景复
杂、具有多重潜在⽭盾的农村回迁安置
社区。成都社区⾏动公益发展中⼼借助
微创投（⼩额资助）的形式，⽀持七⾥社
区居⺠成⽴⾃组织，以公共空间改造需
求撬动居⺠参与环境的打造与管理。⽬
前培育成⽴了4⽀⾃组织队伍，完成了
“开⼼园”、“快乐⼴场”和“⼀条路的新
⽣（⼀⼆期）”的公共环境整治与更新，
参与其中的居⺠的⾏动意识有所增强，
但处于从属参与阶段。找准社区真正的

“症结”点，如何引导居⺠成为院落治理
的真正责任主体需要进⼀步思考。

⽼旧院落⼤件垃圾处理是“通病”，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作服务中
⼼以⼤件垃圾治理为切⼊点，借助社区
剧场的⽅式探索相应的解决路径。⽬前
在⽕⻋南站街道⻓寿苑社区培育了⼀
⽀社区剧场居⺠队伍，形成⼀个减少⼤
件垃圾丢弃⾏为的宣传剧，另外项⽬初
步梳理出⼤件垃圾问题解决的脉络和
终端条件，但项⽬仅对部分社区居⺠减
少乱扔⼤件垃圾的⾏为和理解⼤件垃
圾处理成本起到⼀定的宣导效果。后期
公艺派将在⼀⼈⼀故事剧场、志愿服务
资源盘活等⽅⾯着⼒，借此来让居⺠对
⼤件垃圾有更多的认识。

簇桥街道新城社区⻰锦晓筑和
66号院是两个⼩微⽼旧院落，成都市
武侯区耕新社会⼯作中⼼借助公共空
间和社区活动室的微更新，激活院落的
⾃治⼩组。⽬前⻰锦晓筑⼾外公共平台
完成改造，院落⾃治⼩组成员扩充且公
共空间实现⾃主可持续性运作。66号
院完成改造⽬标，但院落⾃组织之间深
层次的⽭盾化解仍需时间和耐⼼。

⾄此，我们可以看到项⽬成功落地
有相应的前提条件：⼀是社区愿意接
纳，愿意让社会组织进⼊且⽀持其⼯作
开展；⼆是社区具有⼀定的⾃治基础，
有⾃治组织或者培育居⺠⾃治组织的
⼟壤；三是居⺠真正愿意参与进来；四
是居⺠表达的需求是真实的。

七⼤⽅⾯���体的��诉��中在�下

外来访客
10%
⾏道树

16%
基础设施

22%
活动空间

21%
停⻋

13%
座椅

8%
绿化

4%
其他

⾼点其中三环�的�⺠满意��������������在 低点⼆环到三环的�⺠满意��������������是

社交 可达

注：需求调研数据图来⾃基⾦会合作伙伴—成都市武侯区耕新社会⼯作服务中⼼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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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旧院落通常指没有电梯、缺少活动场地、停⻋位不⾜、社区商业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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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四个院落的故事

社区发展治理是⻓期性、系统性的⼯程，这类项⽬的公众筹款离公众
⼼理距离远，⽆法快速共情，议题筹款难度相对较⼤，筹款设计更需要我
们精思巧构。2021年，腾讯99公益⽇期间，基⾦会上线春耕计划筹款项
⽬，“⽼旧院落”作为⼀个公共议题，通过传播进⼊公众视野，寻求认同。社
区、社会组织、居⺠成为春耕计划的代⾔⼈，⼀句“⼀起⽀持院落改造家，
唤醒沉睡中的⽼旧院落”成为接地⽓的⼝号。当“⽼旧院落”成为⼀个符
号，公众由家庭⾥的“⼩我”往外看，是否看⻅以及关注我们⽣活的城市和
社区的模样。最终项⽬总筹款100520.00元，⽤⼾捐款90503.87元，腾讯
基⾦会配捐10016.79元，⾮常感谢各位伙伴的⽀持。

2021年腾讯99公益⽇筹款

公共活动空间缺乏，物业服务⽔平不⾼，⼩区绿地变私家院⼦，⼤件垃圾⽆处处理，⼩区的
⾯貌如何维护和改变。对于居⺠来讲，只需要⼀点点⼒量，院落便⼀点点铺上春天的颜⾊。“ ”

吉福社区居⺠为春耕计划代⾔

七⾥社区��⼩�的�开�园�

当了很久的农⺠，住进了⾼楼，江安河新居的居⺠，有了新的⽣活模样。在绿
地养鸡，砍树亮开视线，曾经有⾃⼰院⼦的他们，将⼩区的公共空间也当做⾃家。
如何将乱糟糟的“烦⼼地”变成“开⼼园”，开过装修公司，当过泥匠⽊⼯的居⺠，拥
有改造⼩区的能⼒和资源。年轻时⼀起修路，修房⼦的记忆，现在⼜得到重现。

吉福社区“����的�助精�

那些奋⽃在油⽥⾥的姑娘，勤奋⼯作了⼀辈⼦的⼈，还想继续做点事情。⽟苑
⼩区⼆⼗三个“姐妹花”都是从⽟⻔⽯油管理局安置过来，她们的精神就是全⼼全
意为⽼同志服务。公共活动空间缺乏，物业服务⽔平不⾼，怎么改变⼩区的⾯貌，
让⽼伙伴安安⼼⼼度过⼀个晚年，“姐妹花”只需要⼀点点⼒量，她们便能成为⼀
盆温暖的⽕。

⽟林东路社区⽼�的理想⽣活

⽟林街9号院的⽼⼈，⼤多数以前是晨光化⼯研究院的职⼯，为国家的三线建
设做出了很⼤的贡献。⽽这群⽼⼈也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传承下来，谁家有困
难都互相帮助。⼈会变⽼，院落⼀样会旧，永远不会变的是为理想⽣活⽽奋⽃的精
神：⼀起维护⽣活的社区，让同伴能得到⼀个更好的⽣活环境。

⻓寿苑社区⼤件��的烦恼

⼤件垃圾往哪⾥扔？居⺠找不到地⽅扔，随⼿扔，对⽼旧⼩区来说，这个是最
头疼的事情。如何让居⺠拥有公共意识，社会组织决定⽤戏剧表演的⽅式来宣传。
志愿者台上演，居⺠台下⻆⾊代⼊，社区的环境卫⽣需要每⼀个⼈的参与和努⼒。

关注
PART 2  | FOCUS

注：视频观看⽹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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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之夜，重拾邻⾥记忆
�武侯仲夏邻⾥节

⾝在城市，原有的亲缘、地缘
关系变得疏远。某种意义上，武侯
仲夏邻⾥节是⼀个岁时节令，每
年七⽉，社区⾥的⼀群陌⽣⼈，因
为⼀个节⽇⾛到⼀起，创造共同
的⽣活记忆。

“
”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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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仲夏邻⾥节作为品牌性邻⾥交流活动，从2019年开始持续三年在仲夏时节开展。
2021年邻⾥节以“⼀起做公益”为主题，聚焦⽤最微⼩的公益⾏为，传递善意唤醒美好。

两个⽉的公益艺术策展，三条社区五感游线打卡，六场社区主题活动开展，“武侯仲夏邻
⾥节”成为可持续的社区节⽇，沉淀⼀份邻⾥情。

“给你花花”公益艺术展览 来源于电影《给你⼀朵⼩红花》的
灵感，“给你花花”的公益装置展联合插
画师⽤创造性艺术，以“花”为主题的诠
释⼈与⼈之间友善、健康的“邻⾥”社会
关系。

公益所关注的，不⼀定只是特殊群
体，⽽是社区本⾝以及⽣活在社区⾥每
个微⼩的个体。基于这样的理念，“给你
花花”公益装置展通过⽓模、泡沫、⽑
线、纸板等不同材质，来体现不同的花

花类型。我们都像⼀朵⼩花，都能以⾃
⼰独特的⽅式为社区中的其他⼈带来
光和温暖。

此次展览吸引不少年轻⼈观展打
卡。当下的年轻⼈拥有鲜明的⽣活态度
和⾃我主张，对于公共事务与话题的参
与拥有热情。公益展览让他们重新对⾃
⼰⽣活的社区进⾏思考：“我和社区是
什么样的联系”。

—艺术表达温情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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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公益社区游

穿梭⼩巷，⽤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打卡武侯社区特⾊地标，感受着浓郁的“慢
成都”氛围。社区五感游线活动拉开武侯仲夏邻⾥节预热。

暂闭视觉，微光之旅中感受温情；静默⾏⾛，⽆声之巷中记录⽣活；美⻝召集，寻味之旅
⾆尖武侯。三条社区五感游线路，⽤趣味公益社区游的⽅式，带领社区居⺠换种⽅式重新认
识⾝边的⼈和⽣活的社区，以浸⼊式的体验感受武侯历史⽂化与市井⽓息。

定制社区邻⾥活动

社区邻⾥活动是武侯仲夏邻⾥节的主场，让社区居⺠成为活动的组织
者、参与者，才能共建共享属于⾃⼰的共同节⽇。仲夏夜坝坝电影、美好⾏动
⽇游园会、巷⾥街头菜市场、席地⽽坐⾳乐会、感谢有你摄影展、永续⽣活吉
市集，邻⾥节根据社区特⾊和居⺠愿望，先后在⾦雁社区、潮⾳社区、⾼碑社
区、⽟林东路社区、双丰社区和吉福社区，定制了六场精彩纷呈的邻⾥盛会，
成为居⺠共同的⽂化记忆，传递节⽇的幸福美好能量。

—五感探索武侯社区美好

—解锁幸福美好⽣活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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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说可持续⽣活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
�成都可持续⽣活者社群⽀持计划调研

可持续⽣活的探索，没有标
准的定义，也⾮⼀蹴⽽就，是⼀个
不断协⼒向前的过程。过去⼀年，
基⾦会在社区伙伴（PCD）的⽀持
下，对可持续⽣活议题展开调研。
可持续⽣活的实践者，引发我们
思考，如何在⾃然⾥，朋友间，信
念中，攫取⼒量⾝体⼒⾏投⼊⾃
⼰所相信的⽣活。

“

”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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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活成为当下流⾏的绿⾊⽣活⽅式，怎
样才能称为可持续⽣活实践者呢？是选择低碳环保，
还是践⾏简单知⾜，没有统⼀答案。武侯社区基⾦会
开展成都市可持续⽣活实践者社群⽀持项⽬，希望
透过⼯作坊、社区活动、陪伴赋能、提供⼩额资助等
⽅式，挖掘和⽀持可持续⽣活的践⾏团队，进⼀步发
展可持续⽣活实践者社群⽹络。

2021年项⽬第⼀期为可持续⽣活实践者社群
⽹络调研，通过实地⾛访、访谈、游学等活动形式了
解不同主体在可持续领域的实践样本和实践经验，
并为发展可持续⽣活实践者社群⽀持策略作出铺
垫。

调研过程中，⽆论是机构还是个⼈，可持续⽣活
实践者的故事给予众⼈很多启发。

成都
可持续⽣活者

年轻��中的可持续⽣活

“环保”这个很⼤的概念，可以有
很多种有意思的玩⼉法。集思，是成
都⼀家培育⻘年参与社区环保⾏动
的社会组织。关于如何好好吃饭，选
择⻝物，⽤可持续理念重新审视、定
义⽣活的必需品，集思与其负责⼈尝
试从⻘年的视⻆，⽤好玩的活动吸引
他们的参与，零废弃野餐,极简⾐柜
挑战,以潜移默化的⽅式提升⼈的环
保意识，影响⼈的⾏动。

⽣活的艺术�

服装⾏业是世界上第⼆⼤污染
产业，不仅是制作过程有污染排放，
还有⼤量的剩余材料被当成垃圾处
理。欧佳鹏，是⼀位被称为“成都宝藏
男孩”95后⻘年，他在如何“变废为
宝”上，有着⾃⼰对艺术和潮流的独
到⻅解。欧佳鹏作为环保再造设计
师，擅⻓通过旧物改造的⽅式，引导
⼈们延⻓⽇常⽣活⽤品的使⽤寿命
和功能。在成都，他已经通过与诸多
品牌合作环保⼿⼯课堂的⽅式，影响
了许多⼈。

�顶上的�物�林

⼏年前，⻝育在中国还属于起步
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开始注意
孩⼦的⻝物教育。有花有果，喂兔养
⻥，在武侯锦城社区妮妮环球国际⼉
童⻝育中⼼，可以体验⼀粒种⼦到⼀
颗果实，最终成为⻝物的完整过程。
当社区孩⼦对⻝物的来去产⽣浓烈
的兴趣，花费⼼思地寻找从泥⼟⾥来
的⻝物，我们知道，⼈与⾃然之间的
故事就不会消失。

轻�⾏，轻⽣活

历史、⽂化、城市、⾃然、神话等都可成
为酒店发挥的主题，让顾客获得沉浸式的
体验。成⽴于2019年的盖碗茶旅⾏酒店，
最初是国际⻘年旅舍定位，然⽽开张后不
久受到疫情冲击，“盖碗茶”从传统的国际
⻘年旅舍概念，切换到了⽣态旅⾏的主题。
这既是⼀种商业上转型的需求，也是⼀种
对可持续情怀的体现。在这⾥，空间将⽆偿
⽀持可持续主题相关的各种活动。漂流图
书馆，天空有机⾹草花园，⻝物森林与堆肥
区等元素，为来到这⾥的⼈传递“⽣态”这
么⼀个信息。

�物����城�

真正的可持续，是尊重和保护⼈
与环境的本来的互动⽅式，尊重地⽅
性知识和实践。牧云坡，⼀个关注“⻝
品安全和贫困社区可持续⽣计改善”
的社会企业，⼀个构建⻝物⽣产者与
消费者⽣命共同体的联结者。⼀⽅⾯
⽤在地知识和社区⼒量⽀持村⺠，帮
助其获取持续稳定、可信的⽣态产
品，改善⽣计；另⼀⽅⾯引导坡友丰
富对⻝物的认识，关⼼⽣产⻝物的⼈
与环境，在追求更好⽣活的同时，建
⽴⼈与⼈之间的互信关系。

成都可持续⽣活调研项⽬分别前往云
南、⼴东开展参访活动，和社区基⾦会以及
相关机构交流可持续⽣活和社区发展相关
实践项⽬。云南⺠族⽂化多样性的⼟地，为
城市⽣活打开了⼀扇窗，看⻅⼈与⼈、⼈与
⾃然之间友好的互动模式。珠三⻆公益慈
善与社区发展的美好叙事，为基⾦会未来
的⼯作开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与⽅向。

改变少数，影响⼤多数。我们就像⼀颗
蒲公英，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潜移默化中
将可持续⽣活的理念在未来个⼈⽣活与⼯
作领域实践。

⾏在路上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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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益义⾮凡”⼤学⽣公益⻣⼲培育

项 ⽬

2020年“益义⾮凡”⼤学⽣公益⻣⼲培育
⽴邦2021年“为爱上⾊”ART+城市公益

⽉捐⼈发展计划
社区基⾦

武侯⼩区院落治理专项基⾦
武侯“社区创享家”

四川社区基⾦会发展⽹络

2020年6⽉，武侯社区基⾦会正式发起“益义⾮凡”
⼤学⽣公益⻣⼲培育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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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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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将对社区公共议题的
关注转化为落地⾏动。

最终31名志愿者6个⾏动⼩组进⼊
到武侯区5个社区开展⾏动，⾏动内容
涉及社区⾐架改造、⼉童性教育绘本、
⽼年普法等不同主题，并在⾏动过程中
不断反思学习，在挖掘与解决社区需求
的同时达到⾃我成⻓。

项⽬
PART 3  | PROJECT

益义⾮凡·⾏动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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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是城市扑⾯⽽来的⾸要
印象，鲜明的⾊彩⽆形中塑造着
城市的⽓质和品味。过去两年，武
侯社区基⾦会与⽴邦中国有限公
司合作，先后在11个社区的⽼旧
院落，进⾏⼤型居⺠楼⾯墙绘创
作，促进城市街区美化，打造社区
独特的艺术⼈⽂⻛景线。

2021年“为爱上⾊”解锁5个
⽼旧⼩区⾊彩密码，美学价值的
强调与融⼊，更彰显了城市⽣活
的品质与独特。

⽴邦2021年“为爱上⾊”ART+城市公益

项⽬
PART 3  |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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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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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涂鸦艺术家Woojs的作品带
有强烈的个⼈⻛格，擅⻓以“神话”为背
景。在⽵园社区创作的墙绘作品《投篮
⼥孩》，背景是古蜀元素“太阳神⻦”，太
阳神的阳光照耀在⼥孩⼦的脸，象征着
阳光与希望，⽤传统与现代的⽂化，给
予⼈们强烈视觉冲击感。

武侯区⽵园社区

锦城绿

⼀⾝古装的胖达“川跃”千年，来到
现代成都，会擦出怎样的⽕花？艺术家
Chaser⽤他神奇的画笔，把川蜀的简
化地图融⼊葫芦中，熊猫、⽕锅、辣椒，
⽣动的形象描绘热⽓腾腾的⽣活，表达
川蜀⼈⺠对⽣活的认真与热爱。

武侯区沙堰社区

�想蓝

艺术家Max创作的《雄鹰与少年》，
呈现出少年冲上云霄的效果，富有⽴体
感的勾勒，⽆疑给社区注⼊了⼀股新鲜
活⼒。每个孩⼦⼼⾥都住着⼀只展翅的
雄鹰，他们会驾驶着它们翱翔在梦想的
天际，⽤爱给他们呵护的翅膀，让他们
⾃在驰骋。

⻘⽺区华兴社区

科技红

艺术家谭轩的新作《嫦娥熊猫号》，
墙绘内容丰富，熊猫、⼥孩、星球、椰⼦
树，呼应了中华传统神话浪漫，寄托了
⼈与⾃然和谐共处，象征了中国的航天
梦的进⼀步实现。

⻘⽺区升平社区

��七彩

艺术家Rula创作的《优诗美地》，
⽤⾃⼰的涂鸦语⾔“元素rosmical”，让
⽔、⾃然、⽣活、宇宙融为⼀体，炫⽬多
彩的颜⾊组合成为各种形态蓝天、绿
地、花朵、绿叶，⽔塔中的⽔灌溉着这⽚
花园，将⽼街区变⾝优诗美地，成为了
⼉童和动物们的最美栖息地！

武侯区⻓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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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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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居⺠通
过每⽉⼩额捐款，⻓期关注和⽀持公
益项⽬。2021年⽉捐⼈发展计划，新增
⽉捐⼈5 6名，每⽉⾮限定性捐赠
2,100元；累计发展⽉捐⼈100名，累积
募捐1176⼈次，⽉捐总额22,257.7元。

⽉捐⼈说

��的���穷的远�，都�我们有�。⽉捐是积跬���千⾥的事情，你我的点
���，�成星�照�⼀处，汇成����⼀�，�我们��相�的�界终��来��。

80后的段然加⼊武侯社区基⾦会⽉捐，已经超过⼀年。同时作为蓉漂，她在成都已经⽣活
⼯作了10年，加⼊⽉捐，成为她回馈这座城市的⼀种⽅式。成都有闲适便利的⽣活⼯作环境，有
隐于街道巷陌的街边美⻝，热⽓腾腾的成都⽣活珍藏的是美好与能量，由千千万万⽣活在此的
⼈努⼒描写。段然说“成都有我的⻘春，选择参与公益，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种归属和责任感。”

段然

�在希�的⽥野上，拥有⾃由，共�������⼩�⼒，帮助你我他����局�
�有�获，希���都是朋友，��都��⾜。

陈雯，⼀个跨界的90后公益⼈，4年实现从社区⼀线到基⾦会再到公益⾃由⼈，已在时代变
迁中成⻓为两个孩⼦的宝妈。虽然从⼩⽣活在天府之国，但是安逸不是⽣活的选择，陈雯说，⾝
边有太多太多的⼈和事等待被关注，要拼尽⾃⼰的⼒量为⾝边的⼈创造美好。⽉捐虽⼩，⼀次的
⾏为，⼀段的⾏为，⼀⽣的⾏为，持续付出才是幸福的源头。

陈雯

2021年 ⽉捐⼈发�计划

56名
⽉新增⽉捐⼈

2100元
每⽉⾮限定性捐赠

100名
累计发展⽉捐⼈

1176
累积募捐⼈次

22257.5元
⽉捐总额

项⽬
PART 3  |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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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 武侯⼩区院落治理专项基⾦

⼩区院落是居⺠的⽣活家园，
是城市治理的末端触⻆。2021年武
侯社区基⾦会设⽴了“武侯⼩区院
落治理专项基⾦”⽀持激励⼩区院
落治理创新。第⼀期项⽬聚焦解决
⽼旧院落物业⽭盾，⽀持4家社⼯
机构开展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
探索。

社区基⾦数量（2018-2021年）

2018 2019 2020 2021

专项基⾦ 4 2 1 1

微基⾦ 15 23 20 4

30
25
20
15
10
5
0

单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收⼊ 1,034,694 1,178,151 1,500,533 340,283

⽀出 300,000 129,675 969,395 190,627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0

1,600,000
1,400,000

社区基⾦收⽀（2018-2021年）
单位：元

社区基⾦的发起主
体多元，包括企业、街道、
社区和社会组织，但以社

区为主，占⽐ 。74%

截⾄2021年，武侯区
共40个社区在基⾦会设
⽴了社区基⾦，16⽀的发
起⽅在成都市其他城区，

占⽐ 。26%

武侯社区基⾦会⾯向社会开放设⽴专项基⾦及微基⾦，开展社区范围内的助困救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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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成⽴第1⽀社区基⾦⾄今，已成⽴ ⽀，其中微基⾦ ⽀，专项基⾦ ⽀，总收⼊ ，⽀出 。70 62 8 405万 131万
2020年因新冠疫情爆发，捐赠收⼊显著增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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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社区红星苑信托制物业宣讲活动

新瑞苑⼩区信托制物业⼯作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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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社区创享家”

创意唤醒空间活⼒，美学点亮街⻆巷陌。2021年武
侯区“社区创享家”计划启动，通过引⼊从事项⽬策划、
美学设计、商业运营、社区服务等各领域的专业机构和
业内⼈⼠，打造满⾜居⺠需求、具有美学应⽤的社区空
间新场景，助⼒打造幸福美好⽣活城市典范。项⽬招募
设计师团队25个，在7个社区开展⽥野调查，链接⽐褐商
业、⼤⻥营造等机构落地果堰、⾼碑等社区开展合作。

四川社区基⾦会发展⽹络

四川社区基⾦会发展⽹络是在四川省⺠政厅、成都市委
社治委、成都市⺠政局的⽀持下，由成都本地社区基⾦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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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武侯、邛崃、⻘⽩江、麓湖、成华、新
都、⾦堂、双流、⾦⽜等9家社区基⾦会与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
基⾦会共同联动，参与⽹络共建合作。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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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社区基⾦会参访交流

吉福社区闲置空间⾛访调研

武侯社区创享家

武侯

⻘⽩江
麓湖

邛崃

成华

⾦堂

新都

双流

⾦⽜

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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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党建⼯作
内部治理
疫情防控
⾏业交流
创新成果

党建⼯作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党⽀部扎实
推动党员培养发展⼯作。完成1名预备党
员转正⼯作，培养发展对象2名、⼊党积极
分⼦1名。常态化开展“三会⼀课”，健全组
织体系。

党员培养

基⾦会认真落实四川省社会组织第⼆综合党委统⼀部署，深⼊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系列活动，包括“梦回
敦煌”慈善⾳乐会、重⾛红军路、七⼀主题党⽇、⼗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学习等党建活动10余次，提升⽀部凝聚⼒，以党建促业务。

党建活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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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主题教育活动

“梦回敦煌”慈善⾳乐会

党⽀部开展“两优”表彰会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

党⽀部
张�����芳 ⽀部书记

陈�����雯

⽀部党员

彭�����健

薛�����燕��

杨�����凤

吴�����昱

李济⾈

⽀部党员

⽀部党员

⽀部党员

发展对象

⼊党积极分⼦

刘�����莹

杨凌菲

发展对象

⽀部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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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建章⽴
制推动基⾦会规范运⾏。修改基⾦
会章程，增加党建条款。制定慈善资
⾦保值增值⽅案，推动资⾦⾼效安
全利⽤。制定《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新闻发⾔⼈制度》，健全基⾦会⽇
常考勤和⼯作⽇报制度，完善财务
管理流程14项，确保各环节⼯作有
制可循。召开线上及线下理事会2

次，审议通过各项报告、⽅案，确保
理事会规范、正常履职。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积极协调
社会资源，⽤实际⾏动践⾏⽀持社区防
疫⼯作。接收彩虹集团35,000件暖⾝
贴，为抗疫街道、社区提供冬⽇物资保
障；联合爱⼼企业开展“让爱暖冬”，赠
送4365张洗⾐券，回应社区⾐物防护
保障需求。全年⼀共募集276,885元防
疫物资，12324.24元慈善资⾦。基⾦会
将加强信息分享和资源对接，在应对突
发公共卫⽣事件时，更有效、有⼒、有序
地助⼒疫情的社会防控。

疫情防控

组织架构图

第⼀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 “让爱暖冬”公益洗⾐券捐赠

彩虹集团捐赠暖⾝贴

理事会
（决策）

监事会
（监督）

秘书处
（执⾏）

党⽀部
（引领）

项⽬部 传播部 筹资部 ⾏政部

⼯会

团⽀部

妇⼥⼩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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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交流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推动省
内⾏业交流和参与全国⾏业倡导。
参与筹备并协办第六届603成都社
区基⾦会研讨会，参与省⺠政厅慈
善事业⾼质量发展机制研究、慈善
组织参与基层应急体系建设等2项
课题。与上海、天津、云南、内蒙古等
地社区基⾦会同仁开展横向交流。

2021年武侯社区基⾦会创新落
地社区基⾦会管理服务信托，共建
社区温馨家园。探索“双受托制”物
业管理信托模式，推动信义治理，实
现邻⾥和谐。与平安私⼈银⾏、平安
信托合作，成⽴四川⾸个⽀持社区
发展治理的慈善信托，关注特殊群
体美妆护理、⼥性就业和资源再⽣
循环利⽤。与上海交⼤中国公益发
展研究院、中央财经⼤学慈善税收
研究中⼼等科研机构建⽴合作，基
⾦会作为研究案例编⼊《公益慈善
学系列教材》《中国慈善税收操作指
引》等学术专著。

创新成果

第六届603成都社区基⾦会研讨会

上海交⼤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社会治理与社区基⾦会研讨会”

“双受托制”物业管理服务信托签约仪式

平安刘昌琴慈善信托项⽬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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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务

资⾦信托
财务公开

资⾦信托

按照《慈善法》《基⾦会管
理条例》《慈善组织保值增值
投资活动管理暂⾏办法》相关
规定和基⾦会章程。2021年
8⽉基⾦会第⼀届理事会第⼗
次会议审议通过“与中航信托
合作开展基⾦会慈善资⾦资
产保值增值的⽅案”。

⽅案按照《资管新规》的
规定进⾏设计，投⼊慈善资⾦
500万元，购买流动性较强，⻛
险等级为R1级的现⾦管理类
产品，其中天玑聚富300万元，
天玑汇⾦200万元，合同期限
⼀年。

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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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信托

截⽌2021年11⽉统计数据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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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开和审计报告
2021财务概要

收⼊总额 5，738，427.77 880,455.40 -85%

捐赠收⼊ 1,375,694.60 701,768.50 -

提供服务收⼊ 1,174,343.05 35,980.00 -

政府补助收⼊ 2,940,000.00 3,000.00 -

投资收益 - 54,209.73

其他收⼊ 248,390.12 85,497.17 -

2020年度 2021年度 增⻓率

收⼊

⽀出总额 4,144,327.58 2,279,354.92 -45%

公益⽀出 4,073,040.72 2,087,467.12 -

管理费⽤ 70,883.45 182,715.50 -

其他费⽤ 403.41 9,172.3 -

⽀出

年末净资产余额 9,930,359.77 8,531,460.25 -14%

公益⽀出⽐ 48.86% 22.95% -

管理费⽤⽐ 1.71% 8.02% -

运营资本⽐ 184.67% 205.86% -

注 其他收⼊：
公益⽀出⽐：

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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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会，上
年末净资产低于6000万元⾼于800万元（含本数）⼈⺠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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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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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2019武侯区第⼆批公益创投项⽬尾款不再拔付，因此调减上年应收账款76,103.96元，调减上年提供服务收⼊76,103.96元，调减
年初限定性净资产76,103.96元。
2020年计提房租因合同未执⾏，予以调整。调减上年度管理费⽤100,000.00元，调减上年度应付账款100,000.00元，调增上年度⾮
限定性净资产100,000.00元。

捐赠收⼊概要

2021年捐赠明细

捐赠⽅ 捐赠⾦额 捐赠项⽬

单位：元

岳琴 28,0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少年关爱中⼼ 2,280.80 吉福社区·⼩蚂蚁微基⾦

四川国洲⽂化传播有限公司 17,5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

爱德基⾦会 529.95 2019年春耕计划资助款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444.40 府河社区微基⾦

成都优护家养⽼服务有限公司 15,2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少年关爱中⼼ 4,50.00 沙堰社区微基⾦

第⼀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成都）有限公司 1,5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

成都市武侯区明维达社会事务所 2,000.00 蓝花楹晋吉社区微基⾦

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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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捐赠⾦额 捐赠项⽬

佐露 2,200.00 花⻰⻔社区微基⾦

⽅英 1,000.00 吉福社区·⼩蚂蚁微基⾦

张丽珠 800.00 共和微基⾦

成都市武侯区你我他社区治理⾏动与研究中⼼ 2,100.00 ⾮定向捐赠

社区伙伴（⾹港）北京代表处 50,000.00 ⽣活者社群⽀持项⽬调研计划-⾸期款

成都市武侯区草⾦东路社区社会⼯作综合服务中⼼ 617.00 机投社区微基⾦

新疆⾦正建设⼯程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

成都聚⼒社会⼯作服务中⼼ 1,000.00 ⾮定向捐赠

匿名 110.00 沙堰社区微基⾦

四川幸福⼀百社群⽣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

成都星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 迎江社区微基⾦

成都武侯胡记中医⻔诊部有限公司（刘俊） 1,0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基⾦

苏宁 3,000.00 ⽟成社区微基⾦

匿名 1,360.00 ⾼攀零⾥微基⾦

成都邻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50.00 ⾮定向捐赠

沈阳市普助公益事业发展中⼼ 800.00 ⾮定向捐赠

北京毅恒挚友⼤学⽣志愿服务促进中⼼ 1,000.00 吉福社区·⼩蚂蚁微基⾦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1,333.60 ⽉捐⼈发展计划

云南省携⼿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 500.00 ⾮定向捐赠

匿名 500.00 ⾮定向捐赠

⽥⽂洋 3,000.00 太平社区友赞·微基⾦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88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

陈燕 3,000.00 ⼴福微基⾦

成都市成华区社区发展研创中⼼ 1,500.00 社区互助微基⾦

刘前 50.00 社区互助微基⾦

社区互助微基⾦ 3,44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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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86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

上海联劝公益基⾦会 333.40 ⽉捐⼈发展计划

成都市武侯区运动快乐体育俱乐部 1,000.10 ⼴福微基⾦

四川⾦⻉瑞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 铁佛社区微基⾦

孟祥黔 21,0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成都第⼆⼈⽣⽂化传播有限公司 470.00 潮⾳社区微基⾦

伍⽟超 4,000.00 ⼴福微基⾦

王希 1,500.00 定向⽤于疫情防控

张海波 3,500.00 定向⽤于疫情防控

成都恒德社会⼯作服务中⼼ 1,000.00 棕南社区微基⾦

捐赠⽅ 捐赠⾦额 捐赠项⽬

成都优护家养⽼服务有限公司 11,4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陈开芝 1,200.00 ⼴福微基⾦

成都市蓉创城乡社区空间美学研究院 10,000.00 定向⽤于疫情防控

匿名 1,000.00 ⼴福微基⾦

四川国洲⽂化传播有限公司 15,0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成都⽲洲康⾠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 锦晖社区微基⾦

刘韵钰 3,000.00 锦官新城社区微基⾦

成都维多利华汽⻋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定向捐赠给春耕计划

爱美蒂亚医疗美容有限公司武侯七⾥路医疗美容⻔诊部 1,000.00 定向捐赠给春耕计划

成都花漫⾥酒店有限公司 1,000.00 定向捐赠给春耕计划

四川颐天和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腾社区微基⾦

杨⾃鸿 5,000.00 ⻰腾社区微基⾦

成都武侯华星锦业汽⻋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 沈家桥社区“众爱”微基⾦

谢雷 5,000.00 ⻰腾社区微基⾦

王鑫 2,000.00 太平社区微基⾦

李鹏 1,000.00 太平社区微基⾦

成都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54.25 ⾦雁社区爱⼼互助微基⾦

成都武侯如妍医疗美容⻔诊部有限公司 1,000.00 丽都⽐邻微基⾦

成都川越消防⼯程有限公 2,000.00 潮⾳社区微基⾦

刘晨璐 5,700.00 ⻰腾社区微基⾦

成都⾹悦城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幸福东寺微基⾦

成都市武侯区幸福邻⾥⻘少年关爱中⼼ 4,500.00 沙堰社区微基⾦

社区伙伴（⾹港）北京代表处 50,000.00 ⽣活者社群⽀持项⽬调研计划-中期款

四川⿍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10,000.00 府河社区微基⾦

匿名 2,000.00 ⼴福微基⾦

成都优护家养⽼服务有限公司 11,4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成都市⻩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机投社区微基⾦

汪兰 2,000.00 ⾮定向捐赠

成都集福⾥科技有限公司 10,360.00 吉福社区⼩蚂蚁·微基⾦

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 1,500.00 跳伞塔社区微基⾦

孟祥黔 21,000.1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成都市武侯区培⼒社⼯综合服务中⼼ 4,85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四川国洲⽂化传播有限公司 15,000.00 黉⻔宜邻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3,000.00 寒冬战疫情，彩虹暖⼈⼼

成都⼩爱智惠科技有限公司 189,385.00 “让爱暖冬”公益洗⾐券捐赠

成都⼩爱智惠科技有限公司 24,500.00 “让爱暖冬”公益洗⾐券捐赠

合计 701,768.50

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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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概要

2021年，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会的管理费⽤共计 元，占本年度总⽀出的 。⾏政费⽤的收⼊来源主18万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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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明细表

租⾦⽔电费 3,704.00 2.03%

法律服务费 30,000.00 16.42%

办公费 110,816.08 60.65%

审计费 12,220.00 6.69%

折旧费 12,646.92 6.92%

软件维护费 4,390.33 2.40%

快递费 889.60 0.49%

交通费 661.97 0.36%

打印费 2,018.20 1.10%

⽹络通讯费 4,586.40 2.51%

员⼯意外险费 782.00 2.43%

⾦额（年/元） 占⽐

内容

合计 182，715.50 100%

公益⽀出概要

2021年度，成都市武侯社区发展基⾦会公益

⽀出总额为 元，占年度总⽀208.74万

出的⽐例为 ，其中：22.95%

1. 416，441.70社区基⾦⽀出⾦额为 元，占

本年度公益总⽀出 。社区基⾦共计开展20%

27个项⽬，项⽬涉及到武侯区内多个区域，
服务⼈数上万⼈，通过社区基⾦开展的多项
社区项⽬，改善了部分居⺠的⽣活条件，同
时也给各个社区的环境带来了巨⼤改变，丰
富了社区居⺠的⽣活。

2.2021年度疫情期间，本基⾦会接收物资

捐赠并⽀出 元，占本年度公益总⽀276，885

出 。接收物资全部⽤于开展【13% 寒冬战疫

情，彩虹暖⼈⼼暖⾝贴发放 党建引领·为】、【

爱暖冬公益⾏动洗⾐券发放】两个项⽬，⽤
于武侯区参与疫情防控的街道、社区⼯作⼈
员、医务⼯作者、志愿者及各社区疫情防控
点等。

3 . 8⾃有资⾦⽀持项⽬共 个，⽀出⾦额

1，169，515.81元，占本年度公益总⽀出的

56%。项⽬涉及⽅⾯主要有⽼旧院落治理、
邻⾥温情、城市更新等多个⽅⾯。

4. 224624.61提供服务⽀出总额为 元，占本

年度公益总⽀出⽐例为 。主要涉及共驻11%
共建、邻⾥关系营造、社区微更新等⽅⾯。

公益⽀出明细表

2020年春耕计划 495,398.00

2020年“益义⾮凡”⼤学⽣公益⻣⼲培育项⽬ 119,547.86

2021年武侯仲夏邻⾥节 309,016.87

基⾦会品牌建设项⽬ 135,948.32

武侯“社区创享家” 715.34

武侯⼩区院落治理专项基⾦ 307,896.18

⽉捐发展计划和腾讯99公益⽇ 11,128.44

2021年度财务能⼒建设项⽬ 31,511.00

成都可持续⽣活前期调研项⽬ 74,055.56

社区基⾦ 189,575.61

CAP社区艺术计划 52,459.20

⽉捐⼈传播计划2.0 4,788.19

疫情防控 282,836.32

其他活动 7,259.23

⾦额（年/元）

项⽬名称

合计 2,087,467.12

财务
PART 5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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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注：审计报告节选，报告全⽂可在基⾦会官⽹下载。

财务
PART 5  |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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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理事/监事
执⾏团队

理事会/监事会

特别鸣谢

张����钟

张海波

刘虹楠

周晨燕

罗����欣

余宰贵

刘����⻜

申⺠辉

李含荣

冯开全

袁云宾

彭寒兵

⻩⼩华

蒋杨斌

郭����虹

杨⾦惠

彭静萍

成都武侯⽂化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成都武侯⾳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委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四川省⼈⺠医院⼉科副主任

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新华⽹四川分公司政务资讯部主任

成都市爱有戏社区⽂化发展中⼼主任

成都市武侯区⽟林街道黉⻔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成都太平园家俬⼴场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成都⻓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成都市武侯区桂溪加油站站⻓

成都望⼦成⻰外语培训学校董事⻓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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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执⾏主任

理事⻓

理副事⻓

理事

监事⻓

监事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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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同事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与⼯作经
历，多元视⻆与个性的碰撞带来思维的⽕花，敢
于争论，团结⼀致，给予社区⽀持，愿我们成为
基⾦会开放、同理和专业的源泉。“ ”

执⾏团队

李济⾈ 执⾏秘书⻓

刘����莹 项⽬总监

吴����昱 筹资主管

彭����健�� 传播主管

杨凌菲 ⾏政专员/出纳

任����帅 项⽬官员（兼职）

王丽莎 会计（兼职）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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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四川省⺠政厅 成都市委社治委 成都市⺠政局

成都市武侯区委组织部 成都市武侯区委社治委 成都市武侯区⺠政局

福州市⺠政局 珠海市⾹洲区委政法委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社治委

⻓沙市望城区⺠政局 鄂尔多斯市伊⾦霍洛旗委组织部 ⼴元市利州区⺠政局

党政机关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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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南站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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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簇锦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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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营⻔⼝街道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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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望江路街道⽼⻢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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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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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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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南站街道南站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南站街道⻓寿苑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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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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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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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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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簇桥街道锦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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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桥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机投桥街道半边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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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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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武侯区⾦花桥街道⻢家河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花桥街道⽂昌社区 成都市⻘⽺区⻩⽥坝街道华兴社区

成都市⻘⽺区西御河街道升平社区

中国基⾦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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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社区治理创新发展基⾦会 天津市滨海社区公益基⾦会 ⼴东省千⽲社区公益基⾦会

新疆⽣产建设兵团红⽯慈善基⾦会 鄂尔多斯市天骄城乡社区发展基⾦会 宁夏吉庆公益基⾦会

正荣公益基⾦会 曲靖⼀中教育发展基⾦会 四川省红⼗字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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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都社区发展基⾦会

成都市⻘⽩江社区发展基⾦会 成都市成华社区发展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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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会

社区伙伴（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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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中⼼ 上海爱拍公益影像发展中⼼ 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

沈阳市普助公益事业发展中⼼ 云南连⼼社区照顾服务中⼼ 云南省携⼿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

济南市历下区⼭泉社会⼯作服务社 四川光华社会⼯作服务中⼼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

成都市慈善总会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成都市蓉创城乡社区空间美学研究院

公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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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知⻝社区营造促进中⼼

成都社区⾏动公益发展中⼼ 成都⾄和社区发展与治理促进中⼼ 成都康和敏盛社会⼯作服务中⼼

成都市武侯区耕新社会⼯作中⼼ 成都市武侯区⼼航社会⼯作服务中⼼ 成都市武侯区友邻社会⼯作服务中⼼

成都市武侯区⽶多公益服务中⼼ 成都市武侯区家嘉和社会服务中⼼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作服务中⼼

成都市⾦⽜区鸿路物业服务中⼼ 成都市成华区明德社⼯服务中⼼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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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邦投资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私⼈银⾏）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北⾠⻘年（深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益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黉⻔宜邻居⺠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

四川瀛领⽲⽯律师事务所 成都彩虹集团 成都壹加壹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爱智惠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武侯⽂化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太平园家俬⼴场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望⼦成⻰外语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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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超有点⽂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第⼆⼈⽣⽂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集舍空间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天府市⺠云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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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 量⼦旅⾏（成都）⽂化传播有限公司

⽀位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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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族⼤学⺠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四川⾳乐学院作曲系

新闻媒体
中央⼴电总台国际在线 中国⽇报-中⽂⽹ 每⽇经济新闻

⼈⺠传播平台 新华⽹-四川频道 ⽹易新闻-四川之声

新浪四川 SCTV4 1200新闻现场 百度-度看四川

中国新闻⽹·四川 凤凰⽹四川综合 四川在线

四川经济⽹ 四川新闻⽹ 四川⼿机报

四川⼯⼈⽇报 四川城事 新华⽹-四川频道

成都⽇报锦官新闻 成都全搜索 华西都市报

华西社区报 封⾯新闻 华西新闻

成都志愿者 武侯发布 今⽇武侯

武侯融媒体 潇湘晨报 东⽅资讯

⾦融投资⽹ 改⾰⽹ 本溪⽇报

凤凰⽹视频 蓉城通-⼀点资讯 今⽇头条-蓉城社区

⺠⽣周刊

腾讯99公益⽇代⾔⼈
李含荣 杨⾦惠 孟芊衫 ⻙罗东 刘�����洋 陈�����雯 刘�����强

游欣悦 刘�����锦 袁兴林 欧阳惠 徐冬梅 吴宇阳 郭家豪 谢⾬彤 刘彩琳 何思含 周郑苗蕊 王朝琴

牟�����⿍ 徐华伟 ⻩梦婷 张陈显恒 李�����理

财务顾问
解得⽂

志愿者

年度⽉捐⼈
陈�����徽 陈�����雯 陈⼩⻰ 陈�����鑫 陈智全 陈世蓉 崔英杰 蔡�����琴 邓�����梅 杜莉娇 杜依繁 段�����然

戴讯佩 冯丽萍 郭�����虹 ⾼锦鎏刘 龚曜坤 何�����杉 何国科 侯先琳 胡亚男 ⻩凯鹏 ⻩可欣 江�����维

敬晨煜 雷莉娜 雷�����同 李�����莉 李�����倩 李�����玮 李健强 李⽂静 李�����鑫 李⼦豪 李�����⽶ 梁�����艳

林千翔 林�����源 林枫桦 刘�����强 刘�����丹 刘湘婷 刘洋(⽂) 刘洋(武) 刘⾬吉 刘宗显 罗�����⻜ 罗树梅

罗⼼妤 罗�����雪 闵�����慧 潘�����语 彭�����健 彭海松 彭�����晓 彭静萍 乔荣奇 冉启浩 任⼤林 沙志军

宋建军 宋林玲 宋�����艾 ⽥园(男) ⽥园(⼥) 唐刘勇 屠春芳 王�����刚 王丽莎 王�����林 王�����希 王�����晓

王昱晨 万�����炜 吴�����航 吴军军 吴�����楠 吴�����朋 吴⼩祥 吴默阳 夏�����璇 鲜丽娟 熊红霞 熊建春

徐�����红 薛�����燕 闫宇晓 ⽺�����⽶ 杨⾦惠 杨�����茜 杨�����琼 杨�����银 杨�����旭 杨�����钟 杨�����海 杨雅云

易�����婷 易庐⾦ 袁利强 张⼤⻰ 张家蓉 张雪蓓 张娅楠 张翼沐雪 张�����⽉ 赵⼼忆 赵薪杰 郑莉爽

郑宁波 钟涛涛 周灿阳 周�����林 周凌旭 周麒麟 周覃燕 周宗华 曾�����艳

艺术顾问
徐�����梁 樊梦然 杜施潼 赵�����敏

实习⽣

慈善信托
刘昌琴 雷�����夏 黎����妮

⾏业专家

朱耀垠 袁⽅成 赵廉慧 向����荣 陆德泉 徐家良 何明洁 廖正涛 谢晓霞 王志云 李健强 陈晓明

吴����楠 周����玲 诸����昳 ⽥����婧 吴军军 侯亚丽 王筱昀 苑莉莉 原����珂 李志强 赵建玲 刘妮娜

曹�����杨 王中⼥ 刘�����滢 冯⼩娟

感谢过去⼀年社会各界对武侯社区基⾦会的⽀持，排名不分先后，如有遗漏，敬请包涵。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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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何国科 代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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