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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基会位列中国基金会评价榜榜首
2018 年 11 月 21 日，由 ABC

美好社会咨询社、 一公斤盒子、
复恩法律和益微青年等 13 家公
益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基金会
评价榜暨第三届金桔奖榜在苏
州发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位
列基金会评价榜综合排名第一。

由受资助民间公益组织评选

金桔奖是国内唯一一个由民
间公益组织直接评价基金会资助
行为的奖项， 它是中国基金会评
价榜的核心， 由所有受到过基金
会资助的民间公益组织进行评
选， 旨在通过民间公益组织的视
角， 对境内外基金会做出独立的
评价， 呼吁基金会与民间公益组
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促进基
金会提升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积
极性和资助行为的有效性， 进而
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有序发展。

据了解，本届榜单调研工作
自 2018 年 8 月启动， 历时两个
月，通过微信、电话、邮件等方式
邀请 1215 家 NGO 对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间资助过他们
的基金会做出评价， 共收到 343
份有效问卷。 调研的评价内容涵
盖资助战略、资助流程、理解程

度、平等合作、组织发展及领域
推动六个方面，力图详细揭示近
年来基金会资助发生的变化。

坚守“公益性、公信力”

近几年来，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不断深化拓展已有的儿童
公益项目，以服务“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为重点，坚守“公益
性、公信力”，进一步提升项目管
理规范化水平。 项目规划方面，
根据新时代儿童需求调整布局，
以“春蕾计划”“安康计划”“儿童
快乐家园” 等扶贫类项目为主
线， 形成了儿童教育与发展、儿
童健康与救助、儿童安全与灾害
救援、 留守及特殊儿童关爱、家
庭亲子教育、儿童综合素质提升
六个方向的公益项目群。

项目管理方面，抓住事前审
查、事中监测、事后反馈三个节
点，实施项目预决算管理，建立
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益管
理信息平台，实现项目捐赠收入
与资助支出的收、管、支、结的完
整闭环管理和捐赠数据可查询、
可监控、可统计、可分析，保障项
目规范透明运行，保证基金会的
公信力建设和资助有效落实。 制

度建设方面，近几年修订、制定
制度 59 项， 内容涵盖基金会合
规建设、财务管理、队伍建设等
多方面制度安排，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标示规矩、压实责任、加强
监督。

近几年来，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把众筹放到更加重要的位
置， 并把对 NGO 的培育和共同
成长作为机构的一个重要的使
命， 先后与近 300 家 NGO 达成
战略合作，除了依法释放公募资
质， 带动参与合作的社会 NGO
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他们的募
资和执行优势，还共同分享公益
资源、管理经验。

持续携手 NGO

儿基会的主要做法包括：一
是共同携手传播公益慈善理念。
通过与 NGO 的合作项目合作活
动，凝聚更广泛的力量，共同营造
良好环境，培育慈善文化，引导更
多人参与到儿童慈善事业中来。

二是推进引导合规文化的
深度认同。 尤其是标准化流程、
项目预算审核前置，所有合作项
目都要进行三方比价、 比资质、
比服务，所有采购的物资要提前

进行询价比价等具
体举措，合作伙伴从
最初不理解、 有看
法，到逐渐达成共识
习惯规范化管理。
2018 年， 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提出了

“质量加法”与“数量
减法”原则，沉淀一
批认同机构合规文
化的合作伙伴。

三是能力建设
培训支持。为合作伙
伴组织专题讲座，内
容包括文案包装、筹
款动员、传播能力建
设以及品牌项目的
标准化接入、进展反
馈、财务披露等。 对
优质 NGO 提供专
人对接，开展一对一
辅导咨询，内容细化
到筹款图文设计和
撰写、 预算财批辅
导、 企业谈判技巧、
线下筹资动员等。 并且建立合作
伙伴微信群，创造学习、交流、分
享的机会。

四是线上线下传播资源整
合支持。 包括自身媒体及合作媒
体渠道传播资源、公共区域多媒
体媒介、明星助力发声等，用于
支持优质合作伙伴。

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还在做一些凝聚工作，
设计项目请 NGO 合作伙伴一起
研究， 开展培训请他们一起参
加， 政策要求请他们一起领会。
由此， 对社会组织增加了吸引

力，被联系服务的社会组织增加
了存在感、关注感、获得感。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NGO 合作伙伴
有很多值得基金会学习的地
方， 比如他们的专业性、 执行
力，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敏锐度，
深耕细作的精神，与 NGO 的合
作也是延长基金会的工作手
臂， 扩大基金会与公众的连接
点。 基金会愿意持续携手 NGO
伙伴，做实做好雪中送炭、温暖
人心，传递党政关怀、社会大爱
的项目和活动。 （徐辉）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5
日， 由民政部人事司和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举
办，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民
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承
办， 江苏省伤残人康复中心协
办的第八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假肢装配工职业竞赛
在江苏南京成功举办。

职业技能竞赛是培养人
才、 挖掘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重
要手段， 通过大赛的举办能够
激发行业广大民政技能工作者
学技能、比贡献的热情，发现人
才、激励人才、储备人才，促使
越来越多技能精湛的民政高技
能人才不断涌现， 有力地推动
民政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本次竞赛开幕式由中国康
复辅助器具协会会长闫和平主
持， 江苏省民政厅副厅长沙维
伟出席并致辞。 民政部职业技
能鉴定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杨
凤欣、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
事业促进司副巡视员王辉作重
要讲话。

竞赛以《假肢装配工国家
职业标准》为依据，密切结合工
作实际，共设置理论知识考试、
个人职业技能展示和实际操作
技能考核三个环节。 在为期一
周的竞赛中， 来自全国 24 个
省、市、自治区、直属联队的代
表队，竞赛裁判员、工作人员及
观摩团齐聚江苏省伤残人康复
中心汤山基地， 一起见证了
2018 民政行业假肢装配工技
术能手的诞生。 66 名通过各

省、市、自治区预赛选拔脱颖而
出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展现
出了高超的技能水平、 扎实的
理论功底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风貌。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比赛，
大赛评出个人特等奖 3 名、一
等奖 12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
奖 13 名。 排名前三名的选手分
别是孟含、马燕立、李锐，他们
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团体奖设一等奖一个、 二等奖
三个、三等奖 6 个、优秀组织奖
13 个。 其中北京代表队获得团
体奖第一名。

25 日上午， 中国康复辅助
器具协会秘书长毛勇主持，中
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会长闫和
平、 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
慈善事业促进处副处长、 江苏
省伤残人康复中心主任田阿
荣、 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中心张超曼等有关领导同志和
大赛裁判员、 工作人员以及各
省领队、竞赛选手、观摩人员、
新闻媒体出席了竞赛闭幕式。
闫和平会长作最
后总结讲话，并向
本次竞赛所有获
奖选手表示祝贺，
同时希望获奖选
手再接再厉，精益
求精，回到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继续
努力学习，苦练过
硬本领，搞好技术
传帮带，不断提高
为残障人服务的

水平，为追赶国际先进技术，为
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
进步增添新的动力。

本次假肢装配工职业技能
竞赛为国家级二类竞赛， 是对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知识
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
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精神的全
面贯彻落实。 大赛同时担负着
加快培养和选拔高技能人才，
推动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历史重任。 通过历届大赛的
成功举办， 以赛促学、 以赛促
练， 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日趋成熟，创出了品牌、创出
了效应、创出了影响，此项活动
已成为民政部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康
复辅助器具协会将继续配合民
政部推进、完善技能竞赛制度，
搭建行业技能充分交流、 展示
的舞台， 大力推动康复辅助器
具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努力提
升行业的综合实力。 （高文兴）

推动民政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假肢装配工职业竞赛在南京举办

2018 年 11 月 21 日，由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广发证券社会
公益基金会主办的 2018 年大学
生微创业行动成果发布会在京
举办。 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辑、
KAB 全国推广办公室总干事董
时，来自浙江财经大学、哈尔滨
工程大学等微创业协办高校代
表，10 余家创孵机构投资人、创
业教育专家及对微创业感兴趣
的大学生共计 400 余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

经过遴选， 铁人智能-机器
视觉自动化检测助力中国智造、
汇众天智-人工智能自营数据服
务提供商等 10 个项目获得 2018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金奖；基于
VR&AR 关键技术的游戏化学习
平台开发、基于扫码支付场景的
绿色智慧校园等 10 个项目获得
2018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银奖；
哈雷熊人工智能创客教室、爸妈
助手———留守儿童成长陪伴机
器人、新型矿山“智慧水泥”等 30
个项目获得 2018 年大学生微创
业行动铜奖。 活动同时评出组织
奖 20 名， 发放微创业扶持基金
总计 100 万元，并对接 10 多家知
名风投机构。

广发证券监事长张少华表
示，广发证券希望借助自身金融
集团式架构的专业优势，为创业
团队搭建项目展示、 推介融资、
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创业青年
实现梦想。

2018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
继续举办微创业项目征集、百校
协办微创业、微创业大讲堂等活
动，并进行新的探索，在武汉、哈
尔滨、成都、广州、杭州举办 5 场
微创营，来自 65 所高校的 100 支
项目团队参加这些区域性微创
营，活动邀请 57 位嘉宾为大学生
创业者做创业指导， 经初选有
980 个项目进入全国赛项目展
示，覆盖近 300 所高校。

据了解，大学生微创业行动
自 2015 年开始实施，今年已是第
四届， 活动共资助 200 个微创业
项目，奖金累计 350 万元。行动旨
在搭建大学生微创业平台，倡导
大学生从微小的市场起步，找准
商业的机会，培养创业者追求小
而精，或利用微博、微信、微商等

“互联网+微平台” 的新形式，用
微小的成本进行创业，为大学生
创业者走出第一步提供支持和
服务。 （张慧婧）

大学生微创业行动
助力创业者走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