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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主要工作报告 
 
 

1 北京代表处 
 
重 

点 

工 

作 

登 记 事 项 变 

更 

业务主管单位顺利转隶中国侨联  

年 度 活 动 计 2019 年度活动计划：成功备案  

划备案 2019 年度计划变更：顺利完成（188 条）  

2020 年度活动计划：登记管理机关初审（330 条）  

年 度 工 作 报 2018 年度年检：合格  

告 （ 含 审 2019 年度工作报告：材料准备中（感谢项目部门支持）  

计）和年检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材料准备中（感谢财务部门支持）  

与中央政府单位 4 月，拜会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内司司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基层建设部部长张毅  

相关活动 7 月，业务主管单位已正式由国侨办转为中国侨联，中国侨联正式发函通知北京代表处  

7 月，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副部长刘景春来访北京代表处，商谈中国侨联定点扶贫县江西省上饶市 

广信区教育扶贫工作  

10 月，拜会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了解农村教育扶贫工作最新政策方向  

10 月，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副部长出席第五届国内义工工作会议，并发表大会讲话  

10 月，拜会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和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  

10 月，公安部邀请欣欣参与贵州省普安县、兴仁市教育扶贫工作，北京代表处撰写 16 页可行性调 

查报告  

12 月，参加登记管理机关举办的 2020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驻京代表机构业务培训会  

12 月，参加中国侨联在北京召开的 2019 年度涉侨基金会（代表处）工作会议  

与地方政府单位 2 月，拜会陕西义工团队和省政府单位，开始筹备第五届义工大会工作，获得陕西义工团队支持  

相关活动 3 月，与四川省侨办沟通，协调捐款人 CINDY YU（周幸，财务部义工）访问四川省欣欣小学事项  

3 月，与四川省侨办沟通，协调教育专案部 2019 年校长拓展研修工作坊项目  

3 月，与四川省侨办沟通，协调会长 4 月 14 日~19 日访问四川省侨办、教育厅及宜宾欣欣学校事宜  

3 月，与福建省地方政府沟通，沟通福建省侨联基层建设部对接欣欣四月份访问福建欣欣学校事宜  

3 月，与甘肃省委统战部沟通，协调 4 月访问甘肃欣欣小学事宜  

3 月，经由安徽省代表余新丽反馈，代表处与安徽省侨办联络，协助捐款人访问安徽欣欣小学一事  

4 月，参加甘肃省统战部侨务处处长尹清敏，并在省委统战部推荐下考察陇南市文县五所农村小学  

5 月，与湖南省侨办沟通，协调会长在永州、新宁、平江地区访校工作  

5 月，与湖北省侨联沟通，协调理事长、会长一行前往湖北访校工作  

5 月，与安徽省侨办沟通，调查安徽一所欣欣小学校长在参加四月份在四川广元的校长培训活动 

中，未按照当地教育局要求履行请假手续，并在外出期间安排私事被地方教育单位出示警告并伴 

以相应惩罚一事  

6 月~10 月，与宁夏侨联沟通，协调宁夏一所欣欣小学在年初申请了欣欣电子化教学项目中学校微 

机室的捐赠项目，在项目即将落地期间，学校校长以上级教育单位行政命令、不允许接受境外非 

政府组织捐赠为由，无法使项目正常的实施和落地事项  

6 月，与山东侨联、四川侨办、安徽侨办沟通报备“手牵手”中美学生文化交流活动，与江苏侨联 

沟通欣欣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南京营）一事  

7 月~10 月，与贵州省公安厅沟通#349 学校校名和微机室捐赠问题  



 

 
 7 月，与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沟通青年部空中互动项目开展情况  

8 月，与吉林侨办沟通参加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大会事项  

8 月，与四川侨办沟通参加第五届四川省华侨华人社团大会事项  

8 月~9 月，联合联络部义工同事邀请各省侨联/侨办参加国内义工工作会议  

9 月，协助联络部国内义工加强与宁夏侨联、广西侨联联络工作  

9 月，与山东省侨联、济宁市侨联沟通基金会 9 月访校事宜  

9 月，参加第五届四川华侨华人社团大会和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大会事项  

10 月，17 位政府嘉宾出席欣欣第五届国内义工工作会议，陕西省侨联、公安厅、教育厅均前来参 

会和支持  

10 月，与湖北省侨联、甘肃省侨办沟通 2019 年新建校项目  

10 月，与陕西省侨联沟通陕西访校事宜   

战略合作伙伴— 4 月，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向荣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丁永庆夫妇、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孙人 

—北京市向荣公 舟理事夫妇来访向荣公益基金会办公室，听取了向荣公益基金会专业的执行团队同事的工作汇 

益基金会 报，对于自 2017 年开始逐步扩大至今天的八人团队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赞扬和支持  

4 月，欣欣和向荣与 Google 中国办公室的同事会面商谈合作可能性，后续 6 月份向荣顺利举办并 

邀请北京谷歌团队前往北京朝阳流动儿童学校-同心实验学校，改造闲置教室，参与到社区公益服 

务中来  

5 月，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向荣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丁永庆夫妇访问向荣项目区湖南湘西州 

访问四所欣欣小学  

5 月，欣欣义工和向荣团队在北京市进行了为期两天一夜的“手拉手，心连心，欣欣和向荣”团建 

活动  

5 月，欣欣与北京市向荣公益基金会、首都师范大学、微软及斯坦福大学 REAP 计算机辅助学习项 

目会面并商谈合作事宜  

7 月，向荣公益基金会和欣欣教育基金会及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于江西省新余 

市联合举办了“2019 年暑期小学教师培训”，来自 16 个省份的 190 余名教师参与此次暑期培训  

9 月，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丁永庆访问山东曲阜欣欣小学，并作为向荣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参 

加向荣理事会  

9 月，向荣公益基金会联手 3 家公益机构（欣欣教育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 

扶贫基金会）有 2 个项目参与活动，【为山里娃圆阅读梦】【向荣助力乡村娃上好学】，共有旭创科 

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及员工助力爱心加倍，组织了 6 场线下活动，数百位乡村教师及爱心人士发 

起一起捐，共获得 7274 人次爱心捐赠，累计筹款 1,293,906.45 元（总筹款金额包含腾讯公益配捐 

和合作伙伴配捐，最终以腾讯公益公布数据为准）  

10 月，在向荣公益基金会年会/爱心晚宴上，欣欣教育基金会与北京市向荣公益基金会、东北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书  

10  月，云桥学院共同体项目中期调研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北二区顺利召开，来自中央电教馆、北京 

市教委，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信息工程学院，以及欣欣教育基金会、向荣公益基金会等单位的 

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10  月，河南省芝田镇人民政府镇长王守刚、芝田镇中心校校长李振东、芝田镇教育督学宋建军来 

到了河南省巩义市芝田镇中心小学，与学校的师生代表共同带领着捐赠人刘叶元双女士亲属袁保 

瑛女士和刘乃祥先生，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向荣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丁永庆、副理事长刘士 

力、秘书长丁广泉等参观变“废”为宝的阅览室，并进行揭牌  

11 月，在谷歌（Google）一年一度的 Giving  week（谷歌捐赠周），美中两地义工、欣欣、向荣共 

同参与了 2019 年 Google Giving Week 活动  

其他合作伙伴— 2  月、4  月，与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邬志辉教授/顾问会议商讨 



 

 
—国内优秀师范 2019 年欣欣教育基金会与东北师法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斯坦福大学  SCALE 中心（The  

院校、企业、媒 Stanford Center for Assessment, Learning and Equity (SCALE)）合作对欣欣师资培训进行评 

体、公益伙伴 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3 月，欣欣教育基金会作为共同体成员单位，在首都师范大学参加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 

共同体项目“云桥学院”开题会，6 月，共同体项目牵头单位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孙众副教授，带 

领项目组成员研究生温兴森、邓路遥，进行共同体成员单位访校考察。在山东省烟台市张格庄镇 

张格庄中小学校和山东省曲阜市王庄镇辛庄小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实地调研  

4 月，参加清华大学三农讲坛听取美国斯坦福大学罗斯高教授关于《农村人力资本：一个中国中长 

期发展的挑战》的报告  

5 月，前往北京文华扶轮社参加扶轮社例会，并跟进和落实暑期师资培训纪录片拍摄事宜  

5 月，安排与谷歌北京办公室及向荣公益基金会在北京见面，此外，丁理事长/首席代表亦会见了 

真爱梦想（理事长和执行团队）、赠与亚洲（Give   to  Asia)（秘书长）、威睿信息技术(VMware)  

（大中华区总裁）、首都师范大学（院长/云桥学院）、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倍能 

公益（执行主任）等合作伙伴  

8 月，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斯坦福大学 SCALE 团队沟通项目在吉林的考察事 

项  

9 月，参加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多维视野下的乡村儿童发展”国际学术 

研讨会  

10 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立人数字化教育研究所所长张文兰教授受邀在陕西西安开 

办第五届国内义工工作会议发表关于“混合式学习与在线学习”的专题报告。  

10 月，与斯坦福大学评价、学习和公平中心（SCALE）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 

共同访问了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坦途第二中心欣欣小学、通榆县向海乡高氏欣欣小学、通榆县开 

通镇欣欣小学 ，寄希望于为研发出一套适用于欣欣农村小学的教师表现性评价标准做出相应的参 

考价值  

12 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立人数字化教育研究所所长张文兰教授就其正在研究的 

《乡村振兴战略下西部农村  教学点学生数字化学习适应性研究》课题，正在与欣欣沟通在西部欣 

欣农村小学“教学点”开展调研可行性  

奖项申报 （2018 年 12 月）提交申报资料、入围并在 2019 年 1 月荣获中新社 2018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奖  

8 月，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发出的关于征集社会扶贫典型案例的通知 

的要求，完成 2019 年度社会组织扶贫案例征集材料的撰写工作，并于截止日期前顺利递送至国务 

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参与评选  

8 月，面向四川省政府递送第一届“汇侨兴川”贡献奖申请材料，经评选，入围并荣获四川省第一 

届“汇侨兴川”贡献奖  

人事和行政 义工沟通：为中美义工、部门间义工的沟通和协调提供必要支持，包括学生活动部中美学生文化 

交流项目负责人赵健、甘肃省代表/市场与筹款委员会主任沃佳、江苏省代表乐玉鸿来访北京代 

表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与北京代表处全体工作团队召开线上会议；1 月/2 月组织北京义工线下 

聚会；4 月召开了欣欣 2019 年度上半年北京义工工作会议；  

协办国内义工工作会议：10 月，协助 HR 部门开办第五届“不忘初心，踏梦前行”国内义工大会 

（西安），总参会人数 96 人，41 位义工超过 16 小时以会议、讨论、聚会、自动自发形式进行交 

流、沟通  

会议：及时记录和发放会议记录，制作和发放了 6 个节日贺卡给政府部门及密切联系的国内合作单 

位、撰写公函 84 次  

预算与报告：完成 2020 年北京代表处工作预算，每月第一周正式提交代表处月度工作报告  

更新北京代表处部门工作手册  
 
 
 
 
 
  



 

 

2 国内 HR 部门 
 

2.1 国内义工团队建设 
 
 

义工数量变化（2017 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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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举办第五届“不忘初心、踏梦前行”国内义工工作会议 
 

总参会人员：96 人；财务指标：＄7294（预算为＄7600，下降 4%） 
 

分层 目标 达成情况 

政府 邀请西北五省（尤 在完成目标同时，本届大会共有 40 位社会各界嘉宾出席会议，其 

关系 其是陕西省）侨 中，17  位为政府单位嘉宾，并且中央政府单位也派遣人员参加， 

层面 联、公安厅、教育 显示出国内政府单位对欣欣工作的重视，和北京代表处及各部门 

厅等政府单位嘉宾 在与国内政府单位接触后所获得的积极反响 

出席会议 

义工 国内义工工作沟通 41 位义工超过 16 小时以会议、讨论、聚会、自动自发形式进行交 

层面 与感情交流 流、沟通 

组织 总结经验、反思教 具体见分模块报告，内容组“小组讨论”部分 

层面 训，共同书写基金 

会发展篇章 



 

 
文化 

层面 

探索创新工作机 

制，凝聚中美义工 

大家庭，传承欣欣 

文化 

具体见分模块报告，议程组“议程”部分 

 

大会普遍关注的议题： 

1.  如何发挥欣欣义工自身优势，激励义工以成为欣欣义工为荣？ 

2.  中国义工如何能为欣欣在国内的公益慈善事业做更多贡献？ 

3.  如何加强中美义工的沟通、交流、协作，建立大家庭？ 

4.  传播与影响力建设：项目传播、机构传播、品牌传播 

5.  如何更好实施和落实欣欣的项目？  

讨论结果： 

 

①  针对议题一：招募义工要有针对性，要为义工提供培训和必要支持；分析现有义工 自身优

势，定向分配工作；新老义工专业方向培训；提高部门间的沟通效率； 
 

②  针对议题三：中美义工联结亟待加强。可通过互相介绍中美两地义工；向义工清 楚介绍项

目、捐赠人历史；使义工了解组织架构、岗位职责、汇报关系；丰富沟通 方式并提高沟通

效率；发挥中美两地义工各自独特价值等实现； 
 

③  针对议题二、四、五：基金会要重视宣传与传播工作。欣欣应在认知和战略层面 向传播倾

斜，人力不足并且缺乏专业公益从业人员，在具体项目设计上应全面加入 传播设计。 

2.3 2019 年进展 
 

五大部门在国内任命了九位项目负责人，在 2020 年负责基金会在国内具体项目与活 动的开

展及沟通，具体名单详见后文； 

继续巩固 2018 年工作成果 

• 招聘-Orientation，依据岗位空缺，当月第一个周六下午 3 点举办国内 Orientation 

• 招聘-入职，制作国内新义工入职引导核查清单和工作流程，已进入实施阶段 

• 招聘-岗位需求，搜集部门对国内义工的岗位需求，更新岗位空缺列表 
 

• 招聘-国内岗位任职资格说明书（即 playbook），更新北京代表处、国内 HR、国 内文宣

部人员规划 

• 综合-修订 Orientation 文件，保持中美 HR 同步，Orientation PPT 

 

3 国内文宣部 
 

2019 年微信主动传播 26 次，最高阅读人数 906人次  



 

跨部门协作：鼓励部门投稿，并为部门投稿提供反馈意见；配合北京代表处/国内 

HR 安排制作国内义工工作会议相关物料；配合市场及筹资委员会提供国内可面向捐款人/ 

欣欣支持者宣传的事项 
 

内容分析报告（以微信平台为主，标题后数字为阅读人次，也可按方框大小判断

阅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