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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地区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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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基金会(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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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郑王府

010-66092129 邮政编码 100816

基金会名称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53100000500019066J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一 ）资助促进教师发展的培训 、科研 、讲学 、考察 、调研等活动 ；（二 ）资助特殊困难的教师 ；
（三）奖励优秀教师；（四）开展支持教育发展的其它活动。

原始基金数额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周复

互联网地址 http://www.jsjjh.org.cn/ 成立时间 1986-09-10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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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63,989.73 44,467,854.25 流动负债 449,225.00 458,629.48

长期投资 0.00 0.00 负债合计 449,225.00 458,629.48

固定资产 87,896.42 20,509.09 限定性净资产 16,920,036.21 18,079,173.21

资产总计 43,251,886.15 44,488,363.3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3,251,886.15 44,488,363.34

无形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5,882,624.94 25,950,560.6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42,802,661.15 44,029,733.86

其中：货币资金 40,923,544.13 44,352,408.65 其中：应付款项 448,135.45 454,670.91

应收款项 43,126.10 33,126.10 应交税金 1,089.55 3,958.57

预付账款 82,319.50 82,319.50 长期负债 0.00 0.00

存货 2,115,00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3,578,483.57 11,898,900.00 13,460,590.46
其中：捐赠收入 13,556,500.00 10,250,000.00 23,806,5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648,900.00 1,648,900.00

二、本年费用 24,170,285.86 80,025.00 24,250,310.86
（一）业务活动成本 22,387,207.80 80,025.00 22,467,232.80
（二）管理费用 1,783,078.06 0.00 1,783,078.06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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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0,591,802.29 11,818,875.00 1,227,072.71

投资收益 21,983.57 0.00 21,983.5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0,250,500.00 13,556,000.00 23,806,500.00

10,250,500.00 13,556,000.00 23,806,5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00.00 0.00 5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10,250,000.00 13,556,000.00 23,806,500.00

2．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9,432,960.8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115.61%（综合两年 107.26% 综合三年 94.76%）

其他支出 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7.35%（综合两年 7.62% 综合三年 9.18%）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9,432,960.81
本年度总支出 24,250,310.8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2,467,232.8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559,190.16
行政办公支出 223,887.90

四、审计机构：中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郭鹏

青年社会组织是指以青年为
主体， 由青年自发成立、 自主运
作、自我管理的非营利组织。 它既
是社会组织发展群像的拼图之
一， 也是当前共青团改革的重要
借力点。 但是，青年社会组织发展
面临不少挑战和困境， 本文以东
北地区的 D 市为例，对后发展地
区青年社会组织的主要困境加以
呈现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 后发展地区青年社会组
织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相比较于京沪杭等先发
城市，D 市青年社会组织发展仍
有较大差距。 根据实地走访调研
来看， 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还都
处在发展初期，生存较为艰难，组
织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几乎 “千篇
一律”，这些共性问题也是制约青
年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一，资金问题。 通过实地走
访调研， 初步了解到该市青年社
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种：一
是由企业家投入资金， 支持公益
慈善事业发展； 二是依靠社会资

金募集， 但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服
务对象的服务和救助， 组织自身
运营成本无法保障； 三是部分组
织开始自我造血，但是杯水车薪。

其二，人才问题。 人才是组织
发展的主要保障，但由于资金不充
裕，无法给予从业者相对较好的职
业保障，因此人才缺失也成为一大
问题。部分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表
示，能给提供“五险一金”、拿到手
2500 元的， 已经是青年社会组织
中的高收入者了。 除此以外，青年
社会组织人员缺乏职业上升渠道
和专业晋升机会，让很多人看不到
希望。诸多原因交织往往导致青年
社会组织招聘不到或留不住人才。

其三，场地问题。 除该市一个
社区和一个街道拥有社会组织孵
化场地外， 更多青年社会组织没
有合适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场地。
很多青年社会组织表示， 无处安
家让他们很头疼，缺乏安全感。部
分青年组织租赁场地， 但这在当
地也算是不小的支出。 部分组织
则四处“化缘”寻找地方。

其四，资源问题。 该市很多青
年社会组织的创办者是“草根”青
年，没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也缺
乏强大的人脉关系， 很多组织没
有更好的传播渠道和资源， 很难
赢得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的支
持。 如，该市的一家儿童服务机构
创作的儿童自我保护情景剧，是
其引进的专业课程并经过精心排
练，且已经在儿童服务中推广，效
果非常好， 但因为没有教育渠道
的支持， 想作为公益课程进入校
园难上加难。

其五，社会认同问题。 发展中
的艰难让青年社会组织十分渴望
官方认可和支持， 他们被评价为
“给点阳光就灿烂”。 可实际上 ，
“阳光”并不容易照到，他们将自
己称为“灰色组织”。 他们希望能
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但由于
信息不对称和一些潜规则， 往往
无法申请成功。 他们所开展的活
动渴望得到政府支持， 但往往以
“可能的安全风险”等原因被拒之
门外。 同时，也有部分共青团组织
对青年社会组织认识不足、 联系
缺失、服务滞后，使其缺乏支持。

二、 后发展地区发展青年社
会组织的对策建设

在培育发展青年社会组织方
面，共青团应承担其应有职责。 共
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不应是简单
的领导与被领导、 管理与被管理
关系，而是联系、服务、引导的协
商关系、伙伴关系。 共青团组织应
发挥枢纽作用， 通过各种形式和

渠道，搭建各种平台和载体，提供
系列支持措施， 真正将青年社会
组织“活”起来。 根据上述困难和
发展困境，现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聚合组织，凝聚力量。 积
极成立和发展市区两级青年社会
组织服务平台， 让青年社会组织
有“娘家”，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
办公空间、共享式服务场地、项目
对接、学习交流、宣传推介等系列
服务。 同时，依托这些枢纽型平台
组织， 创立联席联动制度和机制
并进行轮值式运作， 搭建青年社
会组织间的互动交流平台， 为青
年社会组织提供交流心得、 碰撞
思想、对接需求、展示风采、联络
感情的机会。

二是吸引人才，培力赋能。 共
青团积极推动将青年社会组织人
才培养纳入全市社会组织人才培
养整体布局， 创设社会组织人才
资源、人才信息的综合平台，在青
联中增设青年社会组织界别，为
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发声表达和展
示自我的机会， 吸收各类相关人
才，巩固青联统一战线的优势。 同
时， 还应建立和完善系统性的社
会组织领域培训体系， 重点培养
青年社会组织领导人才和骨干人
才， 加大针对青年社会组织及其
人才的表彰力度， 树立典型和榜
样，放大社会效应，引领更多青年
人加入社会组织。

三是整合资源，有力扶持。 一
方面， 积极争取党政部门的指导
和支持，加快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定期会商制度，在人、财、物等方
面主动为有需求的组织开展活动
创造条件， 充分利用现有孵化基
地等有形阵地， 推动青年社会组
织入驻；另一方面，争取财政资金
支持并拓宽渠道， 积极争取公共
财政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投入，挖
掘团内自身资源， 多元方式吸纳
社会资金；再一方面，通过共青团
组织搭建青年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职能转移和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平
台， 鼓励和扶持符合条件的青年
社会组织通过接受委托、 公益创
投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参与承接政
府购买服务， 鼓励青年社会组织
承接共青团相关工作的项目。

四是上下联通，广泛宣传。 一
方面， 对上面向党政部门和共青
团组织， 搭建领导干部、 人大代
表、 政协委会与青年社会组织骨
干人才的沟通与对话， 畅通青年
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诉求表
达渠道，还可利用新媒体平台，打
造青年社会组织触手可及、 随时
参与、 坦诚相见的话语端口和意
见通道；另一方面，对下面向公众
和青少年群体， 在充分挖掘已有
青年社会组织品牌活动和项目的
基础上， 联合所在地有影响力的
各类传媒， 广泛宣传青年社会组
织微公益、微服务、微创意等多样
性活动和榜样人物、 骨干人才及
其先进事迹。 通过上下结合的不
同方式， 让党政团干部和社会公
众更大范围内认识和认可青年社
会组织，营造其良好的发展环境。

卢磊/文

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