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思源·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年终总结报告 
     一、基金概况 
      
     2015 年，思源工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在广大新浪网友、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大力

支持和参与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项目重点开展了“扬帆捐书”、“扬帆夏令营”、“扬帆悦

读会”、“持续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扬帆暖冬行动”、“扬帆学校回访”、“思源方舟雅

安减防灾教育培训”、为干旱地区百姓解决饮水困难的“思源水窖”以及“扬帆公益助手

App”等项目。“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项目致力于创新公益项目，继开拓创办互联网公益

扬帆捐助平台之后，紧追移动互联网趋势，不断开发优化移动端自助捐赠公益捐赠平台，也积

极拓展其他公益平台募款捐书，2015 年相继与蚂蚁金服公益、淘宝公益宝贝项目、腾讯公益、

招行“小积分.微慈善”等其他公益渠道合作，并且公益款项收支透明，使得社会爱心企业和人

士参与“扬帆计划”的热情迅猛提高。 

 

     发展至今，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已覆盖全国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直接受

益人数累计达到数十万人，为帮助贫困地区及灾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思源工程·扬帆计划”正以“饮水思源，回馈社会”的理念和行为，为社会的公益事业

尽—份力量。 
      
     二、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劝募工作情况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思源工程新·浪扬帆公益基金通过扬帆

捐赠平台、扬帆公益助手 App、新浪微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淘宝公益宝贝项目、腾讯公益、

招行“小积分.微慈善”等发起募捐倡议号召、动员众多网友参与为偏远贫困地区学校孩子捐赠

助学物资活动，同时“扬帆计划”助学项目也获得新浪网、新浪厦门、科颜氏、国际纸业和名

模金大川等爱心企业和名人支持，共募集资金 6,147,160.46 元,公益支出 6,003,900.27 元（包

含思源方舟雅安减防灾项目、夏令营活动），管理费用 122,849.01 元，行政支出

1,074,568.86 元（用于网站维护、开发扬帆公益助手 App，均由新浪网捐助的专项资金支

持）。 

     （二）项目运作情况 

     1.扬帆捐书项目———为偏远地区中小学生“我要读书”的心愿开辟了第二课堂 

 

     “思源工程·扬帆计划”项目一直专注于帮助偏远地区学生可以阅读到与城市学生一

样的优秀课外图书，注重从精神层面的援助与心灵关爱，从而解决这些因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

因素导致的教育被忽视问题。项目所创建的第一家网络捐赠平台，每年挑选出近千余种最新出

版的课外畅销图书，结合农村学生知识欠缺和阅读特点，选出包含科技、自然、科幻、有声读

物（DVD）等。目前“思源工程·扬帆计划”网络捐赠平台在捐课外图书近 3000 种。 

随着近几年捐赠规模及网络影响力的扩大，扬帆计划也积极拓展了其他捐赠平台。2015 年，扬

帆计划相继在新浪微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支付宝 E 公益）捐赠平台、淘宝公益宝贝、腾讯乐



捐公益、招行“小积分·微慈善”等发起“扬帆捐书”项目。这些捐款形式依靠强大的网络平

台，倡导爱心人士，通过定额的、小额的捐款形式长期关注并支持优秀公益项目，充分汇聚各

平台上亿网友爱心力量，通过完善社会化参与、社会化激励、社会化传播、社会化监督等运营

机制，逐步培育用户定向捐赠、定额月捐的习惯，助力国内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 

 

 
蚂蚁金服公益链接：https://love.alipay.com/donate/itemDetail.htm?name=2015021314264588932 

公益店：https://shop111715513.taobao.com/p/rd817900.htm?spm=a1z10.1-c.w5002-8704696525.3.thopfs 

 

 
腾讯乐捐公益：http://gongyi.qq.com/succor/detail.htm?id=4623 

招商银行小积分.微慈善：http://market.cmbchina.com/ccard/xd/landeng.html 

 

     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扬帆计划网友在线捐款总额

2,869,360.58 元，其中，扬帆计划官网捐助平台：431,388.26 元、扬帆公益助手 APP：

99,451.02 元、微公益平台 158,152.00 元、蚂蚁金服公益（支付宝 E 公益）944,811.20 元、公

益宝贝 1,197,254.25 元、腾讯乐捐公益 13,342.85 元、招行积分兑换 24,961.00 元。 

 

     2015 年，“思源工程·扬帆计划”助学公益项目也获得了新浪网、科颜氏、国际纸

业、新浪厦门、名模金大川等爱心企业和名人倾情赞助捐赠金额共计 3,277,799.88 元。 



     2015 年公益支出共计为 29 个省的 500 余所扬帆项目受助学校捐助图书 190468 册、体

育用品 12029 件、航空模型 33296 件、有声读物 240 套、暖冬物资 785 包，以及文具包、课桌

椅、书架、乒乓球台、篮球架、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价值 25 万的其他助学物资捐赠，善款

总支出 3,146,133.49 元。 

     扬帆计划捐助平台自 2009 年 5 月正式上线运行至今，线上平台学校共计 933 所，得到

了近 17000 名网友、若干爱心企业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捐助。随着捐助持续，很多学校获捐的

物资也日渐饱和，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受益、捐赠物资被更需要的学校利用，项目组也根据实际

回访调查学校情况暂停部分学校，截止目前已有 388 所停捐，剩余线上捐赠学校 545 所。 

 

扬帆计划网站捐赠平台:http://yangfanbook.sina.com.cn/ 

 

     2. 扬帆夏令营项目——为贫困地区学生搭建通往理想的桥梁 

     扬帆夏令营在民建中央、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南京市委宣传部、北大附中、铁

道部等单位的关注与支持下，自 2007 年，“思源工程·扬帆计划”第一期实验性活动开展以

来，至今共开展了 9 期夏令营活动（2009 年暑期因全国 HIN1 疫情暂时中断），共使 13 个省贫

困山区的近 200 所学校的 5 千余名师生受益。 

     2015 年 7 月 28 日，来自四川凉山州地区品学兼优的山区学生和老师相聚在北京外国

语大学校园，开展第九届扬帆夏令营活动。本届活动由民建中央、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由中国骄子、新浪网、大阮府珠宝、宁远女士，四家

爱心企业及个人倾情资助。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南昌大学的大学生 15 名志愿者，一起陪伴学生们参观故宫、长城、国家博物馆、

科技馆等，新浪网志愿者放弃休息时间也参与到此次公益活动中。 

 

 
扬帆夏令营专题：http://gongyi.sina.com.cn/z/yf2015/index.shtml 

 

     夏令营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到城市的文明及进步，同时通过对民族意识、知识

意识、自醒意识、奋斗意识、竞争意识、沟通意识、规划意识、团队协作意识等相关课题的培

训，让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们正确认识城乡经济的差别，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 扬帆关爱留守儿童公益项目 
 

     为关爱因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长期与父母分离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

儿童。2015 年 8 月 23 日，扬帆计划在科颜氏赞助下发起“成长跨越之旅”游学活动，带领江

西及湖南地区的 20 余名留守儿童相聚上海，让留守儿童和在外务工的父母团聚，加强亲子沟

通；让留守儿童更多的了解他们父母所工作生活的城市、并了解这个城市发展背后的故事；通

过带领孩子参观上海书城、上海科技馆、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孩子父母工作的公

司，让这些留守儿童开阔眼界，在他们心中埋下梦的种子。了解父母工作与生活，并在孩子与

父母、志愿者们之间开展亲密互动。 

 



 
活动详情：http://yangfanbook.sina.com.cn/news/1317 

 

     关爱留守儿童项目为持续性公益项目，2015 年扬帆及志愿者团队在湖南、贵州、江

西、河南开展 16 场关爱留守儿童活动，通过开设手工课、电影欣赏课、心理辅导、音乐活动、

趣味英语、艺术欣赏课、阅读课、美术活动、图书导读等多项活动充实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

弥补成长过程中父母缺失的亲情关怀和教育。 
 

     4.“扬帆悦读会” 
 

     为了更好的呼吁全民公益，扬帆计划增设了扬帆悦读会活动，旨在汇聚爱心，将爱心

企业、志愿者、项目学校的力量进行完美融合，集聚多方力量，通过精致的文化与最直接学习

交流、对接，增进大家对公益参与感，体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扬帆悦读会是扬帆计划针对“互动”阅读及导读等主题发起的公益项目，活动对象为

山区学校及城乡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主题为阅读生活、公益有我，希望通过多方力量来帮助学

校，2015 年在国际纸业的赞助下，扬帆及志愿者团队在湖南、山东、上海、广东、湖北 5 个地

区学校开展了 5 场悦读会，为参与活动的项目学校及学生圆梦，志愿者引导孩子阅读，在互动

中体会学习的乐趣，促进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扬帆悦读会开展以来，受到孩子、学生、教师、

学校以及社会的一致好评。 
 

     5.“扬帆学校回访” 



 

     为了保证所捐图书能被切实有效地利用，扬帆项目组每年都进行回访活动。通过实地

考察，我们深入了解到学校现状、师生们的成长变化及实际需求，以不断地完善和优化扬帆计

划项目。 
 

     扬帆计划项目组在联系项目学校时，通常是通过电话与学校负责人进行详细沟通，这

样虽能方便及时地与学校取得联系，但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始终使两者之间有所隔阂。对于这些

情况扬帆专员有切身的体会，因此，扬帆计划坚持每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项目学校回访活动。

由于项目组精力有限，不可能将每所学校覆盖到，因此，志愿者回访是扬帆计划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 
 

     志愿者亲自到学校去，与老师、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所需、告知扬帆计

划之旨，既加强了扬帆计划和项目学校的联系，又能使大家能更直观地了解学校图书使用、学

校发展等的最新情况，可以说，志愿者的回访报告是扬帆计划下一步行动的重要参考。 
 

     2015 年扬帆计划回访活动启动以来，已有近 100 支志愿者队伍对扬帆学校进行了回

访，并完成了回访报告。回访遍布四川、西藏、江西、北京、贵州、山东、广东、青海、广

西、甘肃等十几个省份，回访扬帆学校百余所。 

 

 

志愿者回访扬帆学校专题：http://gongyi.sina.com.cn/z/2015yfhf/index.shtml 
 

     6.“思源方舟减防灾培训项目”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雅安发生 7.0 级地震之后，扬帆计划借助新浪微公益及新浪公

益平台，整合网络公益资源，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共筹得善款 13,979,413.00 元，所筹得善款专



项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对于这笔善款的使用，我们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力争把每一分捐赠

都用在刀刃上，款项分为四部分使用。1、应急物资(31.4613 万元－已发生并完成)；2、雅安

病患儿童医疗救助(预计 400 万元已发生并完成)；3、思源方舟（学校灾难紧急逃生、自救培训

课程和自救防护设备预计 800 万元）；4、援建学校（170 万元已发生并完成）； 
 

     思源方舟”校园科技减防灾公益项目打破以往灾区单一援建教学楼的思路，探索出科

学援建新模式：在雅安芦山、雨城、天全、名山、荥经、宝兴等 8 个县（区）100 所学校实施

“思源方舟”科技援建项目，帮助灾区学校和师生提升减灾防灾能力，开创了公益援建新方

向。经过 2 年多的实践，在 8 个县（区）初步构建了学校减灾防灾教育体系，建立了学生基础

信息系统，健全了应急救援的信息传输平台，有效提升了师生安全防范的意识和应急处置的能

力，探索总结出了一套可推广复制的学校减防灾工作新机制”，为全国校园安全教育树立了新

的标杆。 

 

     2015 年思源方舟雅安减防灾项目进展 

     完善思源方舟雅安项目一期 100 所学校设施，更换部分学校第一代头盔。 

 

 

 

     从 8 个区县一期项目 100 所学校当中，选出 20 所作为思源方舟雅安减防灾项目的示范

校。对 20 所学校的头盔电池、挂钩、图书、画册、逃生疏散图、安全指示牌信息统计，更换二

代头盔 6500 顶，5000 粒芯片电池，5000 个头盔挂钩，210 张教学楼逃生疏散图、400 张安全指

引牌，1000 本安全图书和 2000 张地震知识宣传漫画，每所学校制作地震安全宣传栏，手持终



端机完成程序升级，组织各校负责老师进行手持终端机使用和减防灾知识培训，同时各校陆续

进行安全疏散演练，完成卫星传输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接受雅安市和教育局领导的检查及第三方专家团队对项目实施的

评估。 

     2015 年 11 月 20 日，雅安市教育局、荥经县政府、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联合民

建雅安市委，在雅安市荥经县烈士乡中心校举办雅安灾后重建新模式，“思源方舟”校园科技

减防灾公益项目成果汇报会。 

 

 
思源方舟雅安项目成果汇报新闻链接:http://yangfanbook.sina.com.cn/news/1448 



 

     2015 年 12 月，思源方舟雅安减防灾项目陆续对 20 所示范校学校第二代芯片全面升级

为可拆卸的三代芯片。 

     7、 思源水窖项目—为旱灾地区群众捐建企盼的思源水窖，为百姓解决疾苦 

     针对我国南方地区发生旱情，2010 年 3 月，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与新浪网等网络

媒体共同发起了援建“思源水窖”行动，共 9277 人参与此行动，,共筹集 6,155,406.00 元，已

认捐水窖 2055 个。 

     2015 年 5 月，拨款 20 万为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湾罗乡冷水冲村修建水窖

（项目执行完毕）。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大湾罗乡冷水冲村 



 



 

     大罗湾乡系省级贫困乡，而冷水冲村是大罗湾乡的深度贫困村，2014 年人均收入仅

1260 元，多年来冷水冲村村民生活饮用水十分困难，饮用水源需要距离村寨 1.5 公里以上的地

方肩挑手提取水，山路崎岖艰难，取水十分不便，修建水窖愿望强烈，此次将援建 6 座蓄水

池，以改善全村 5 个村民小组 399 人的饮用水问题。 

     2015 年 10 月，由民建云南省委推荐，预拨款 10 万援建云南玉溪华宁县通红甸乡水窖

（项目 2016 年实施）。通红甸乡是一个集山区、贫困、缺水、交通不便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乡。

2010 年以来，通红甸乡由于持续高温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秋冬春连旱、大旱，严重地影响了全乡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调查表明：通红甸乡总体水资源较为贫乏，乡境内水利设施少且大多分

布在半山区，不能满足集中式集水、供水的要求,故需要建设水窖来调节和缓解人畜饮用水问

题。为切实帮助通红甸乡解决人畜饮用水不足的问题，预计将捐赠 10 万元援建 34 口水窖，以

缓解现通红甸乡人畜饮用水之急。 

     8.“扬帆公益助手”App 全新改版上线 

     随着全民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公益行动透明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同时，移动互联

网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些趋势， 2014 年 9 月 1 日，扬帆计划正式推出了国

内首款自助捐助 App——“扬帆公益助手”手机应用。捐赠用户通过手机就可以查看受助学校

详情并捐赠图书、体育用品、益智航模、有声读物等助学物资，捐赠去向也实时反馈公布，为

广大网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奉献爱心提供了更多便利，也更加公开透明。“扬帆公益助手”推

出后受到很多爱心人士关注与支持，扬帆技术团队也在 1.0 版本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改善。 

 

 
扬帆公益助手 APP 下载地址: http://yangfanbook.sina.com.cn/app/get 

 

     2015 年 2 月推出了全新改版的“扬帆公益助手”App2.0 版本，新版功能更加完善，操

作流程也更加便捷，更注重捐赠用户体验。 



     2016 年，团队也会不断优化升级扬帆捐赠平台，继续引领互联网创新公益模式。 

 

 
扫描二维码微信关注扬帆计划获取第一手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