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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Bridges of Love

南京大学 志青春·公益汇
5 月 17 日、18 日，南京大学公益学院在南大仙林
校区主办了“志青春・公益汇”首届公益论坛，围
绕“青年公益创新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主题讨论，
并深入探讨，助推青年公益事业发展。
免费午餐、微博打拐发起人邓飞，美丽中国创始人、
CEO 潘勋卓，Aha 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善
淘网创始人周贤等众多国内顶尖公益研究专家、知
名公益项目发起人及政府、高校、基金会与公益组
织代表参加了此次公益论坛。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
处负责人肖艳红也应邀参加，与公益同行进行交流
学习。
南京大学公益学院是在今年 3 月成立的我国高校
首家公益学院，旨在探索以公益实践育人为目标，
以高校、政府、企业、NGO、社区基层全面参与
的公益实践课程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以综合网络
管理评估系统为管理平台，以对接社会、服务当下
为中心的青年公益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网上报道：http://tuanwei.nju.edu.cn/article/3151-2014-05-19-11-02-59
1

and Caring Through
Service

HUAQIAO FOUNDATION NANJING OFFICE

参加南京助残类 NGO 德鲁克管理培训 -– NGO 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
2014 年 5 月 20 至 21 日，南
京市红山残疾人托养服务中
心、爱德基金会、南京市玄武
区残联共同组织邀请北京德鲁
克管理学院，为南京市助残类
NGO 开展了为期两天的 NGO
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的培训，
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负责人
肖艳红与志愿者张云应邀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从“聚
焦贡献、掌握时间、用人之长、有效决策、着眼明日”
五个方面展开，学习如何在非盈利组织中进行卓有成
效的管理。
南京市红山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7 年，主
要为残疾人提供残障人群体能康复训练、就业技能培
训、生活自理等服务。中心每年组织活动不少于 100
余次， 自创品牌活动“蘑菇庄园”，“一米阳光 托起
希望”、“倾注爱心 浇灌希望” 等项目。

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筹建
华桥基金会南京成立办事处的想法始于 2013 年，源于华
桥基金会及会长叶守璋先生的支持，及原华桥基金会医
疗项目负责人个人经历变动。
2013 年 6 月现任负责人初次拜访了南京恩派公益孵化中
心，初步沟通了想法并多次交流。并且参加了南京恩派
第三期公益孵化项目宣讲会，与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政局
进行了沟通建立了联系，得到了大力支持，民政局提供
无偿办公室及办公设施给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
5 月初，恩派第三期公益孵化项目 NGO 入驻之后，民政
局及南京恩派为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腾出了一间办公
室，华桥南京办事处便开始了办公室的整理与设计。

走向西部项目宣传与初审
华桥基金会“走向西部”项目始于 2007 年，旨在通过对全国各大高校的暑期社
会实践资金赞助来改善广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条件、健康卫生条件及生活环境，以
此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华桥基金会“走向西部”项目始于 2007 年，旨在通过对全国各大高校的暑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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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资金赞助来改善广大西部地区的教育条件、健康卫生条件及生活
环境，以此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自 2007 年来，得到华桥基金会“走向西部”项目赞助的大学生实践团
队已超过 600 支，赞助金额达 225 万，队伍也从 2007 年赞助 3 支队
伍发展到 2013 年的 186 支队伍，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大高校学生及其
团队的成长，也看到了西部地区教育环境的逐渐改善，更看到了不少曾
经受到“走向西部”项目赞助的同学们从一颗嫩芽已然成长为能够独当
一面的大树，并回到西部、回到目前还处于困境的地区，为改善当地情
况做出贡献。
为了鼓励这种服务社会的意识在青年人中广泛传播，帮助大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逐步改善西部地区长期落后的现状，2014
年华桥基金会“走向西部”项目将于 4 月 1 日起正式启动。

徐谟奖学金
徐谟奖学金系上海扶轮社、华桥基金会为纪念南京扶

公益链接

轮社创社社员、前社长（1935-1936）徐谟博士而设

南大公益学院：

立，旨在通过奖励学习和实践活动中有优异表现和显
著成就的学生，向著名法学家、外交家、联合国国际

http://tuanwei.nju.edu.cn/component/tags/t

法庭首位中国籍大法官徐谟博士致意，希望发扬其服

ag/84

务至上、助人利人的扶轮精神以及专业精深、倡导正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义公平的理念。

www.gycsw.net.cn

目前，徐谟奖学金计划在南京大学和南京特殊教育职

善淘网：www.buy42.com

业技术学院各设 1 个名额，共 2 个名额，每个名额奖

美丽中国：www.tfchina.org

金 5000 元。南京大学的徐谟奖学金计划与南京大学

免费午餐：www.mianfeiwucan.org

公益学院合作，优先考虑在公益领域有卓越表现的学

Aha 社会创新学院：www.ahaschool.cn

生；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的徐谟奖学金计划与

NGO 发展交流网：www.ngocn.net

阳光学院合作，奖励给身残志坚表现优异的残疾学生。

华桥基金会医疗项目及其他
呼伦贝尔康复器材捐赠

太仓残疾人培训工作坊

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残疾人联合会的

Taicang Roundtable 是一家德国的 NGO，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

申请，华桥基金会向呼伦贝尔市鄂温克

职业技能培训，然后推荐到德国的公司工作，目前主要服务地点

旗社区康复站捐赠价值三万元的康复

在江苏太仓。

器材，用于支持鄂温克族残疾人朋友的

另外，他们现在招聘一名工作人员，具体要求请登录下面的网址

康复训练，康复器材已于 5 月 18 日全

查看：

国助残日之前抵达当地并投入使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2e5d51810101rz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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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光明的礼物项目

山东郯城新益民医院进展

5 月 26 日至 28 日，扶轮社“光明的礼

目前，新益民医院新农合验收过关，医院也租用了新的门诊楼，

物“项目捐赠的最后 100 例免费白内

共六层半，地址位于现在医院北面 350 米路东，总面积 5000

障手术由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开展，华

多平方。租赁期限是十五年。另外，医院改变了筛查模式，把全

桥基金会工作人员王文龙全程参与了

县 15 个乡镇分成三区，每个区有专人负责，每个乡镇建立一个

手术筛查，术前准备，手术，术后检查

筛查点，定期组织筛查队下去筛查，争取每个乡镇每月最少做白

的工作。目前正在整理后期的资料与报

内障 10 例；并在东海县桃林镇、山左口镇与两个卫生室建立了

告。

筛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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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1 元可注册社会组织 年检改为年度报告
南都讯

广州注册社会团体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今

后在广州 1 元即可注册社会团体。《广州市社会组织
管理办法》昨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管理
办法》明确，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资金
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目前，在广州区级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为 3 万
元注册资金，市级注册为 30 万元。
《管理办法》取消
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资金要求，成立
时不再需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具备资质的社会验
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注册资金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但基金会
的注册还执行“实缴制”
。此外，
《办法》仅要求社会
组织的场地是固定的、邮政通信可达的住所，这意味
着社会组织可用民宅办公，而对社会组织的年检也改
为年度报告。

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信息
新浪博客：

地址：

联系人：

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9 号阅

肖女士 Angela Xiao

城国际小区内悠然园 17 栋三楼

angelaxiaochina@out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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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huaq
iaofoundationnanjing
QQ 交流群：375351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