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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协助政府、民间发展社会工作；立足公益，共同探索发展社会工作的途径和方法；组织开展社工主题活动，研究社工理论，宣传社工
理念，推进社工实务建设，资助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奖励对社工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83 号

2011-03-29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东城区王家园胡同 10 号北京金泰商之苑大厦 520

�65516016 互联网地址 www.zsswdf.org

徐瑞新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7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9,230,727.90

本年度总支出 15,610,248.5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4,931,506.3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11,933.00

行政办公支出 466,824.9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5.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35%

� �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26,616,183.51 0.00 26,616,183.51

26,616,183.51 0.00 26,616,183.51

7,289,000.00 0.00 7,289,00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61,308,089.39 71,665,851.71 流动负债 2,159,464.60 164,401.60

其中：货币资金 57,254,590.47 57,009,632.0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82,103.11 98,827.53 负债合计 2,159,464.60 164,401.60

净资产合计 59,230,727.90 71,600,277.64

资产总计 61,390,192.50 71,764,679.2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1,390,192.50 71,764,679.2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9,057,277.32 52,449,889.1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73,450.58 19,150,388.5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413,715.26 26,566,082.99 27,979,798.25

其中：捐赠收入 50,100.52 26,566,082.99 26,616,183.51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5,610,248.51 0.00 15,610,248.51

（一）业务活动成本 14,931,506.37 0.00 14,931,506.37

（二）管理费用 678,757.90 0.00 678,757.90

（三）筹资费用 -15.76 0.00 -15.76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3,173,471.17 -13,173,471.17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023,062.08 13,392,611.82 12,369,549.74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张红燕

“协作者”总结十年经验

1 月 9 日， 北京市协作者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
京协作者”）发布了《社会支持系
统下困境儿童救助服务中的专
业社会力量参与研究———以“协
作者”为例的行动研究报告》，总
结了“协作者”10 年间困境流动
儿童救助服务的经验。

报告认为困境流动儿童的
问题主要是其家庭问题直接导
致的。 相对应的需求，则包括儿
童教育、稳定的工作和劳动权益
不受侵害、居住环境、医疗、城市
融入等。

从 2006 年起，“协作者”正式
启动了困境流动儿童救助计划，
救助对象多为因家庭经济困难
或家庭功能缺失而面临失学风
险、并且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支
持的小学生及初中生。

来自辽宁的小瑶 2015 年到
了上学年龄，但父母对于入学政
策了解不多且不知如何申报，
“协作者” 社会工作者辅导其掌
握网络报名程序，核实报名证件
内容等， 最终使小瑶顺利入学。
小瑶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要符合
上学政策，需要的证件多、条件
多， 不是每个流动儿童都能符
合，很多家庭，特别是困境儿童
父母不得不放弃，与父母分开回
老家读书。

这个群体有着几个明显的
特征。 比如：

家庭人口多， 在北京“协作
者”近 10年救助过的困境流动儿
童家庭中， 平均每户约为 4.1人，
直接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增大；

家庭功能缺失，因为父母婚
姻变故或遗弃等原因，34.1%的困
境流动儿童家庭不完整，这对其
情感、生活照顾、教育等方面都
会产生重大影响；

照顾人/监护人文化程度
低，84.3%的照顾人或监护人的文
化程度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
因此，这些困境流动儿童在家里
面能够得到的课业辅导机会或
者辅导质量都难以保障；

抵御风险的能力弱，67.9%的
家庭近年来家里都发生过重大
事件，其中患病的占 66.0%，父母
离异的占 24.5%， 家中有人发生
过意外事故的为 9.4%，双亲或一
方离世或出走的为 5.7%，其他为
1.9%。

环境相对封闭，缺乏社会交
往机会与渠道，困境流动儿童所
生活的社区大多在城市的周边
郊区， 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较
低，社会交往能力较弱。

可以看到，困境流动儿童的
问题主要是其家庭问题直接导
致的。 相对应的需求，则包括儿
童教育、稳定的工作和劳动权益
不受侵害、居住环境、医疗、城市
融入等。

四位一体的救助服务模式

“协作者” 介入困境流动儿

童的主要方式有： 通过社区、学
校、走访等多种途径发掘有需要
的困境流动儿童；深入困境流动
儿童家庭进行走访，建立专业的
服务关系，评估困境流动儿童的
需求；为困境流动儿童及其家庭
提供个案辅导；提供社区层面的
支持服务， 建设社区支持网络；
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构建社会层
面的支持网络。

经过十年探索和总结，“协
作者”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困境儿
童服务经验。

第一，困境儿童—家庭—社
区—社会的四位一体的救助服
务模式。

困境流动儿童的问题不仅
仅是儿童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
是整个家庭的问题。 因此，协作
者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以儿童
服务为切入点，开展流动书桌助
学计划；在此基础上，深入困境
流动儿童家庭，对困境流动儿童
及其家庭中面临的在法律、健
康、 亲子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一对一的个案辅导，提升家庭
改善困境生活的信心；同时通过
开展儿童兴趣小组、成长互助小
组、家长能力建设活动，拓展困
境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人际关
系， 提升其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搭建困境流动儿童间、社区不同
家庭间的社区支持平台；整合多
方资源，链接困境流动家庭与企
业志愿者、高校学生、爱心人士
等不同群体，构建社会不同群体
参与的困境流动儿童及其家庭

互助支持网络， 实现由儿童、深
入家庭再到社区、社会互助的全
方位的互助能力建设，改善困境
儿童及其家庭当下困境的同时，
协调社会系统建立起社会支持
系统，着眼于长远提升其生活质
量。

第二，专职社会工作者引领
志愿者的联动机制。 很多人愿意
参与到困境流动人口的服务中，
但缺乏专业的服务理念和技巧，
凭着自己的感觉一味提供给予
式帮助，往往会给困境流动人口
家庭带来不良影响。“协作者”以
专业社会工作者带动志愿者的
方式，将专业的理念融入到每一
个具体的行动中，注重对志愿者
的培育，带动了志愿者的参与和
成长。

任亦杰今年 13 岁，8 岁时他
就跟随父亲参与“协作者”的助
学计划，他和父亲已经持续四年
资助一名助学儿童上学，同时他
逐渐开始志愿服务，比如二手图
书的分类、 助学儿童家庭走访、
助学儿童材料的整理。 2013 年他
的母亲也参与到“协作者”的志
愿服务中来。

第三，发展服务对象成为志
愿者，实现助人自助。 流动人口
被很多人当做弱势群体来看待，
只是被动地接受帮助，但实际上
这弱化了服务对象的能力，对其
长远发展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
不管是开展家庭走访还是实施
儿童互助小组、 大型的社区活
动，“协作者”始终注重将“助人

自助” 的理念贯穿在活动中，也
会创造机会让这些孩子和家长
们更多的参与志愿服务，以此培
育困境流动家庭成员从受助者
转变为助人者，实现个人及家庭
的长远发展。

第四，链接社会资源扩大困
境流动儿童家庭社会资本服务。
协作者每年都会和社会上的爱
心企业积极地开展合作，设计活
动让这些企业合作伙伴做一些
志愿服务。 机构会将新的一年将
要进行的服务项目提交相关企
业，然后根据企业较为感兴趣的
项目设计具体的活动方案，让企
业员工和机构的服务对象共同
参与进来。 而困境流动儿童救助
服务也同样是机构和企业合作
开展的。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源缺乏、
支持系统薄弱， 导致该群体应
对困难和风险的能力弱， 他们
既无法从自身也难以从社会中
获得所需的支持， 因此这部分
流动人口一旦遇到问题便会导
致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乃至绝
望。 这些问题的逐步积累不仅
仅影响整个家庭， 而且直接影
响到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也
为社会和谐发展带来挑战。 因
此如何协助流动人口尤其是困
境流动人口家庭提升自身应对
困难和风险的能力， 协助流动
人口家庭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不仅仅关系到流动人口这一群
体的发展， 同样影响着未来一
代的发展。

困境流动儿童问题主因是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