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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业界

19家环境资助机构在2019年为
环保公益机构提供了3.41亿元的资
助。近日发布的《2019环境资助者网
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透露了这
一数据。

成立于2018年的环境资助者网
络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市企
业家环保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等多家基金会组成，依托于基金会
中心网运行，该网络已连续两年发布
报告。此次发布的报告包括11家成员
单位和8家非成员单位的资助数据，
并对155家环保公益机构进行调研，
其数据在环保公益领域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对比往年数据，中国环保公益领
域的规模在逐渐壮大，项目执行趋于
规范，成效日益显著。与此同时，环保
公益机构也面临着专业化和影响力的
考验，亟待“破圈”。

“生态保护”领域资助金额最多

2019年，环境资助者网络的11家
成员单位提供了约3.08亿元的资助
额，比 2018年的 2.87亿元增长了约
10%。其中，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的资助总额达1.04亿元，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的资助总额为7350万元。

获得资助最多的领域是“生态保
护”。2019年该领域的资助额约1.5亿
元，资助项目数量达311个，是排在第
二的“污染防治”领域的1.6倍还多。
非环境资助者网络成员单位的资助领
域中，“生态保护”领域的25个项目获
得 2544 万元资助，占资助总额的
77%；其次为“宣传教育”领域，13个
项目获得418.4万元资助，占资助总
额的13%。

11家成员单位提供了 839个项
目资助信息，较上年增长15%。从项
目平均资助金额来看，老牛基金会项
目的平均资助额较高，达到421.66万
元；其次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项
目平均资助金额为229.31万元；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为108.09万元，其他
基金会的项目平均资助金额均在100
万元以内。

细分领域资助金额和项目数量
中，“生态扶贫与可持续生计”方面的
资助金额最高，约为1646.5万元，占
该领域总额的25.6%。对此，报告编写
方代表、明善道总裁赵坤宁告诉记者：

“这与国家脱贫攻坚的大格局有关，是
一种民间协同。”

不少环保公益项目通过专业技术
促进了所在地环境的改善。例如，在贵
州省黎平县尚重镇洋洞村，千禾社区
基金会的“建立生态农业社区水安全
评估体系”引导当地人自发参与水环

境监测，并尝试将水质管理体系向更
多社区推广，为村民水安全意识提升
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项目资助的成效如何？《报告》透
露，近6成的项目评估为基金会自我
评估，第三方评估占13%，有108个。

赵坤宁说：“对于一些较重大的、
涉及面比较广的环保项目，我们建议
引入第三方评估。今年引入第三方评
估的项目数量有了较大的提升，这说
明基金会越来越注重资助的实效。”

环保公益机构规模偏小

作为一家环保公益组织，贵阳黔
仁生态公益发展中心尝试搭建以贵州
省级民间河长为核心的贵州水源守护
者支持与服务体系，助力贵州河流保
护，与政府、高校、媒体和市民良性互
动，推动当地环保问题得到解决。

此类环保公益机构共有多少？目
前尚未有权威统计。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近年来环保类社会组织的数量渐
增，但总量仍然不足。

2020年底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
展论坛年会平行论坛上，北京合一绿
色基金会秘书长吴昊亮指出，一方面，
中国日常活跃的环保机构数量较少，
且分布不均衡，资源方较难找到有合
作可能的一线环保机构；另一方面，一
线环保机构往往得不到资金青睐。“这
反映了环保公益领域现存的问题有
三：参与者少、能力不足、信息匮乏。”

《报告》透露，155家环保公益机
构中，半数左右的机构2019年年度收
入未超过50万元。其中收入在11万

元至 50 万元的机构占比最大，约为
32%。另有13%的机构收入在51万元至
100万元之间。17%的机构收入在101
万元至200万元之间。从机构人员情况
来看，67.74%的受访机构的全职人员数
量在5名或以下。

通过数据对比是否可以判断目前环
保公益机构生存较为艰难？赵坤宁的看
法却比较乐观：“这些规模较小的机构
中，有不少曾获得相关环保奖项，如果能
持续下去，生存是不难的。此外，通过数
据对比我们发现，年收入在1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环保公益机构，占比上升得
很快。”

此外，155家受访环保公益机构提
供了791个项目信息。其中，宣传教育领
域的项目数量为240个，占30%；其次
为生态保护领域，项目是 219 个，占
28%。污染防治和重大专项领域项目数
量基本相同，均占15%；机构涉及领域
最少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法治领域，各有
项目45个和54个。

将这些项目数据与资助方的数据进
行对比，报告团队认为：“可以初步看到，
环保公益领域供给方和需求方存在一些
差异。”

环保公益行业要“破圈”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壹基金等机构
发起的零废弃日公众倡导项目，在2019
年8月实施了垃圾分类主题大型公众倡
导活动，共有186家合作伙伴参与，在
28个省（市、区）的80多个城市开展倡
导活动，活动内容在新媒体端得到超
1300万人次的阅读。

该项目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取得的
成效，是当前环保公益机构较为看重的。
近两年，环保公益行业多次提及通过“破
圈”影响公众的话题。《报告》团队指出：

“在这个新媒体经常出现‘爆款’的时代，
环保公益机构触及公众的方式略显单
一，影响范围较小，对移动互联网的利用
尚且不足。”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负责人也认
为，环保公益机构离普通公众仍有一段
距离，影响力不足的原因是“发展较为缓
慢，门槛较高，且缺乏有效的传播手段”。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负责人认
为，当今环保公益领域对移动互联网带
来的巨大变革认识及回应不足。“原有解
决环境问题的‘捐赠人-专业基金会-专
业环保组织+志愿者’的结构将被打破，
有能力动员相关群体跨界进入环保公益
领域发挥作用的项目和机构，将有可能
为环保公益创造主要增量。”

《报告》指出，专业化已成为环保公
益组织的重要方向。从资金来源看，环保
公益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国内基金会
资助，其次分别为政府购买服务、个人捐
款、企业捐赠、企业购买服务，从机构收入
数据对比可以发现，在相关议题方面做得
比较好的、专业方向上能力较为突出的环
保公益组织，得到的资助明显更多。

赵坤宁认为，专业化程度其实还取
决于机构与项目的成效是否明显。“随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基金会未必会
继续扮演主要资助者的角色，公众捐赠
或将成为主要资金来源。如何让环境资
本向社会价值变现从而惠及更多人，如
何让机构的工作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这是环保公益组织面临的迫切挑战。”

《2019环境资助者网络报告》发布——

环保公益机构亟待“破圈”
本报记者 顾磊

残疾人罗龙桂在老家湖南省邵
阳市隆回县荷香桥镇开了3家“都来
连锁超市”，年销售额达 2000 多万
元。他安排了30多名残疾人就业，还
采用了弹性的按时计酬方式，保证了
残疾人员工的收入，并为他们缴纳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罗龙桂所在的
湖南省邵阳市，目前对处于就业年龄
段且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已做到就
业全覆盖。

2018 年，我国残疾人教育、就
业、文化体育指数分别为 68.5%、
76.5%、38.5%，分别比 2008 年提升
15.6%、2.9%、21.7%。日前，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等 机 构 举 办 的《残 疾 人 蓝 皮 书
（2020）》发布暨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
论坛上，主办方发布了《残疾人蓝皮
书 ：中 国 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报 告
（2020）》（以下简称《蓝皮书》）。

《蓝皮书》基于《中国残疾人事业
统计年鉴》和《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报告》相关数据，描述了中国残疾人
事业总体发展状况。数据显示，我国
残疾人事业发展指数由 2008 年的
44.9%提升到2018年的71.5%，10年
间提高26.6个百分点，呈现稳步上升
发展态势。

以康复为例，近年来不少基层残
疾人享受到了服务。在河北省南皮县
南皮镇侯九拨村，脑瘫儿小月在县残
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免费的康复服务

后，从近乎全瘫的状态逐渐恢复了部
分身体机能。随着小月逐渐长大，她可
以在家人陪同下，去离家不远的村级
康复点训练。在南皮县，当地的社区康
复服务体系日趋完备，服务供给正逐
步完善。

《蓝皮书》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
残疾人康复指数为78.5%，较2008年
的指数提升了38.4%。此外，2018年
残疾人社会保障指数为 76.3%，比
2008年提升了41.2%。我国残疾人服
务支撑指数由2005年的40.7%提升
到 2018 年的 72.3%，提升的幅度较
大。与2017年相比，2018年残疾人事
业发展指数上升幅度较大的省份是江
西、吉林、云南、黑龙江、湖北、河南等，
提升幅度在3%以上。

融合教育相关研究是本次发布

的《蓝皮书》的“重头
戏”。从随班就读来看，
融 合 教 育 发 展 得 很
快 。 2014 年 至 2019
年间，随班就读增长率
分别为：9.59%、14.59%、
13.02%、12.26%、9.34%
和18.62%。

在山东省青岛市，
有一家名为“幸福之
家”的融合幼儿园，通过
1比1的比例，让残疾幼
儿与健全孩子融合，达
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

果，并得到专家的肯定。“幸福之家”的融
合模式是园长刘树芹独自摸索出来的，
由于缺少可借鉴的经验，刘树芹克服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融合幼儿园
已在各地“开花”——《蓝皮书》披露，近
年来，北京、厦门、郑州、广州等多地开办
了融合幼儿园。

另据中国残联数据，2019年，全国
有 14415 名残疾大学生被录取，其中
12362 名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占比
85.76%；就读高校人数比上年度增长
10.83%。

“多项研究表明，随读生的学业成
就、自信心和社会交往能力状况良好；随
读生对普通学生产生更多积极影响：责
任心增强，交往能力得到提高，能换位思
考，自我为中心现象消减，包容心增强。”
《蓝皮书》团队负责人说。

自2014年以来，我国融合教育发展
具有3个基本特点：一是以义务教育发
展为重点，两头延伸、全覆盖；二是财政
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支持保障体系
有显著提升；三是融合教育从扩数量转
向提质量。

《蓝皮书》指出，我国融合教育以随
班就读为主要践行模式，进入质量提升
的内涵发展时期；学前阶段融合教育处
在积极探索和实践阶段，应给予特别重
视和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成为残疾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优先选择；高中教
育阶段融合教育总体上升，近年来呈现
不断加快的势头；高等教育阶段融合教
育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初步形成“残
疾人高等教育学院为骨干，以普通高校
为主体,成人高等教育和远程教育等方
式为辅”的高等融合教育发展格局。为了
建立相应的体系，近年来全国各地有不
少试点和探索。比如，2017年中国残联
和教育部在全国选取6所高校，开展高
等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在建设
无障碍环境、建立融合教育资源中心、为
残疾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开展创就业支
持等方面进行探索。

针对高等融合教育中当前存在的问
题，《蓝皮书》提出了建议：一是完善相
关的法律政策；二是扩大招生规模，提
升办学质量；三是完善支持体系，实现
全方位支持；四是促进残障学生社会融
合的发展。

残疾人蓝皮书发布——

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稳步上升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1月 7
日，山东省慈善总会与山东省消防
救援总队举行了“山东省慈善总会
消防救助基金”签约仪式。山东省
慈善总会与省消防救援总队共同签
订了《山东省慈善总会消防救助基
金协议书》，并向省消防救援总队颁
发了救助基金牌匾。

作为全省首个面向消防指战员
设立的省级专项基金，山东省慈善
总会消防救助基金由山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与山东省慈善总会共同约定
资金用途，由山东省慈善总会运营
监管，针对生活困难和伤残消防指
战员，常态化地进行救助；针对烈
士、因公牺牲消防指战员家属，定期
给予慰问帮扶；针对热心消防救援
事业的人民群众，及时给予奖励，激
发社会正能量。

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政委肖枭
表示，设立山东省慈善总会消防救
助基金是加强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职
业保障的重大举措，对于进一步拓
宽全省消防指战员优待抚恤渠道、
增强队伍职业荣誉感具有重要意
义。他希望双方能够常态化地开展
交流协作，完善落实联络员、业务处
室、主要领导等多个层级的互动机
制，定期开展慰问救助和困难帮扶，
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
的贡献。

山东省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宋
春表示，山东省慈善总会消防救助
基金是该会2021年度设立的第一
支冠名基金，将会为全省消防指战
员提供有力的慈善资金帮扶。他还
表示将做好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确
保基金运作规范、透明、公正。

山东设立首支省级消防救助基金

本报讯 江西省民政厅、省慈
善总会在全省开展2020年“慈善一
日捐”活动以来，捐款总额突破600
万元，筹款效率和筹款总额均创历
史新高。此次活动所募善款，全部
用于慈善公益事业。

据了解，2020年“慈善一日捐”
活动中，江西省慈善总会增设了线
上捐款渠道，各单位职工通过微信
扫码直接捐款，立即就能获得由江
西省慈善总会颁发的电子捐赠证
书。这种捐款渠道方便快捷，提高
了募捐工作效率，受到很多单位的
欢迎。

江西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年在江西省遭遇新冠肺炎
疫情和特大洪涝双重灾害后，“慈善

一日捐”活动筹款总额较去年增长
66%，充分反映了社会文明进步，公
众慈善意识逐步提高，慈善公益事
业社会影响力逐渐加深。

4年来，江西省慈善总会累计
在全省贫困地区投入扶贫资金1.82
亿元，开展了慈善教育扶贫、产业扶
贫、健康扶贫、关爱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和困难残疾人等慈善活动。在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
江西省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
出捐赠倡议，累计接收捐赠款物
1.35亿元用于抗疫一线。面对环鄱
阳湖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江西省
慈善总会筹集款物800多万元，资
助受灾严重地区进行灾后重建。

（杨阳）

江西“慈善一日捐”筹款超6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郭帅）由中国平
安、平安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共同主
办的2021年“让爱回家”公益项目
日前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今年活
动的主题为“赤子心，家国情”。“让
爱回家”这项由中国平安发起的公
益行动，至今已连续开展7年。

主办方联动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全国 45座城市，发动全国
50万名“平安志愿者”，积极寻找每
座城市的“赤子心”人物，挖掘他们
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声音。中国平
安在往年包车送票、关爱留守儿童
的基础上，汇聚更广泛的社会爱心
力量，在农历春节前夕，为城市务工
者们送上百万团圆金，温暖他们的
新年。

2021年“让爱回家”公益项目
注重线上互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
关怀城市务工群体。在“平安志愿
者”探寻访问并完成务工人员信息
收集后，公众可以线上“打榜”助力。

深圳是今年“让爱回家”公益项
目落地的首站。环卫工人、保洁、保
安、建筑工人……这些挥洒着汗水
和青春的广大来深务工者，正是建
设“民生幸福”的重要参与者。主办
方将寻找出100名来深务工者，感
恩他们为深圳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也让他们带着祝福回家。

活动启动当日至1月底，“平安
志愿者”将跨越 45 个城市，搜集
1200位基层务工劳动者的家乡方
言，记录下他们的声音，呈现背后的
故事。此外，除了“护送”基层务工
劳动者们返乡过年，今年的“让爱回
家”公益项目还首度携手青年艺术
家任哲，通过声音艺术的形式，向大
众展示“赤子心，家国情”这一主题
的内涵。

中国平安表示，城市高楼林立
的背后，是平凡赤子们的日夜守
护。希望汇聚越来越多的社会爱心
力量，共同参与到这一公益项目中
来。

中国平安启动
2021年“让爱回家”公益项目

本报讯（曾天泰 记者 照宁）
近日，由厦门市慈善总会、厦门市
佛教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1 年
慈悲心·翰墨情——厦门新年书画
慈善行”系列活动在福建省厦门市
南普陀寺启动。多位厦门市佛教
界人士、书画艺术家等爱心人士来
到南普陀寺，为困难群众举行书画
义卖。

据了解，“厦门新年书画慈善
行”活动举办至今已是第八届。本
届活动以“爱心厦门·四爱报恩”为
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倡导向善向上、知恩报恩、
与爱同行的理念，引导社会各界关
心帮助身边的困难群体，让爱心善

意传入千家万户。据悉，此次义卖
所得善款将被捐赠给厦门市部分困
难群体，为他们送上新年的暖意。
该活动已成为厦门市一年一度具有
影响力的爱心品牌，是建设“爱心厦
门”的生动实践。

在南普陀寺广场，来自佛教界
人士和书画界名家的佳作一一陈列
在百米展板上，其中书法作品339
幅，美术作品91幅，共430幅书画
义卖作品，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
观赏。书画义卖开始没多久，市民
赵敏就在“请‘福’回家”环节中认购
了一幅手书的“福”字。她高兴地
说：“很高兴献出一份爱心，为建设

‘爱心厦门’贡献力量。”

“厦门新年书画慈善行”系列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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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市民正在拍摄慈善书画作品一位市民正在拍摄慈善书画作品

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的队员们在守护江豚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的队员们在守护江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磊顾磊 摄摄

罗龙桂开办的超市中罗龙桂开办的超市中，，残疾人员工正在上班残疾人员工正在上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磊顾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