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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针对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薄弱、资源动员不足的问

题，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 2020 年发起活水计划项目。活水

计划项目通过机构赋能、项目实施和资源平台搭建，专项支

持欠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资源引入，助力欠发达

地区建立起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二、项目收支情况

2022年 1月1日—12月 31日，活水计划收入70460109.4

元，支出 61192623.5 元。

三、项目工作进展

1. 扩大项目规模

2022 年，通过申报评选，确定甘肃省渭源县、贵州省赫

章县、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等 12 省（自治区、直辖

市）88 县（市、区、旗）基层社会组织，其中 80 个为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2.强化能力建设，搭建全方位能力建设支持体系

2022 年，活水计划组建能力建设支持专家团队，搭建起

全方位能力建设支持体系，持续组织开展 23 余场包括项目设

计、项目管理、筹款动员、财务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的能力建

设培训。同时，引入 4 家专业督导机构支持，实地开展一对

一陪伴工作，不断提升协同合作水平和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



有力推动了合作伙伴专职人员专业队伍的形成，工作实施体

系的完善。

3.抓实项目运作，打造一批服务乡村振兴的公益品牌

形成活水计划项目四大领域，支持基层社会组织在当地

党委政府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需求，进行专业项目设计，

设计出 104 个包括产业扶持、特殊人群关爱以及搬迁安置社

区服务等符合本地实际需求的公益项目，助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同时，健全项目管理工作机制，形成一套项目管理的节

点动作及管理工具，从项目立项、启动、计划、执行、结项，

深度参与伙伴项目管理全流程，确保伙伴机构在项目周期和

预算范围内高效执行项目，保证项目质量。



4.搭建资源拓展平台，广泛拓展社会帮扶资源

联合 104 个项目县，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展了“活水计划

乡村振兴专场”“活水计划乡村振兴志愿者日联合行动”等

活动，积极链接和汇聚更广泛的社会帮扶资源。



四、项目活动

(一) 中国乡村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启动仪式

2022 年 1 月 12 日，中国乡村振兴创业者支持计划启动仪

式在北京和四川分会场顺利举行。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

司副司长刘胜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中国

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雅安市委常委李蓉、

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等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参加

了启动仪式。

(二) 活水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层社会组织赋

能行动启动仪式

2022 年 4 月 8 日，“活水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

层社会组织赋能行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国家乡村振兴局

副局长洪天云，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



志强，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副司长刘胜安，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腾讯公司副总裁、腾讯可持续社

会价值事业部负责人陈菊红等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参加了启

动仪式。《中国日报》、《中国网》、《中国乡村振兴》等

媒体杂志发布活动相关报道。

(三) 活水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层社会组织赋

能行动 2022 年度工作会议

2022 年 7 月 20 日，“活水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

层社会组织赋能行动 2022 年度工作会议”顺利召开。国家乡

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副司长刘胜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郑文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陈红涛、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公共事务总监张海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项目

总监张帆等相关领导及嘉宾在主会场出席会议。



(四) “2022 年活水计划乡村振兴专场”活动

2022 年 9 月 4 日-6 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与腾讯公益

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2022 年活水计划乡村振兴专场”活动。

活动期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以“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

好家乡”为主题，在全国区域内投放各渠道户外广告，进一

步提升活动品牌影响力，营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

社会氛围。活动邀请韩庚、胡兵、马天宇、万茜及吴昕作为

本次专场活动的公益传播官，联合近百家媒体联合发声等多

种形式，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五) 活水计划乡村振兴志愿者日联合行动

2022 年 12 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腾讯公益、泡泡

玛特公益、志愿汇等合作单位，联合甘肃、广西、贵州等 12

省（直辖市）近 70 家县域社会组织共同开展 2022 活水计划

乡村振兴志愿者日联合行动。活动通过线上及线下的公益倡

导，动员公众成为爱心志愿者，带动更多身边的人关注并助

力家乡公益项目，营造社会全民公益的良好氛围，汇聚志愿

力量，共建美好家乡。





附件

附件说明：

1. 该项目年度总结的主要用途在于：进行全会工作总结；

编制我会年度报告；此外，各部门可以以此为基础，编制用

于在官网等渠道披露的“项目年度报告”。上述格式谨供参

考，欢迎深度总结分析。

2. 收支数据经财务确认；受益人数据自 OA 系统查询；

3. 项目提交图片的要求请参见附件2品牌部的年报资料

提交要求。

4. 须提交项目年度总结和计划的项目参见下表（跨部门

子项目的提交要求不在此表）：

方向 序号
信息公开责任部

门
项目名称

1 产业发展

1 百美村宿项目部 百美村庄项目

2 产业发展项目部 产业助农项目

3 产业发展项目部 乡村产业发展项目

2 人才发展

4 产业发展项目部 能工计划项目

5 产业发展项目部 乡村能力培训项目

6 产业发展项目部 新农人合作社理事长培训项目

3 社会动员

7 活水计划工作组 活水计划项目

8 监测研究部 公益倡导项目

9 项目合作部 公益同行项目



10 项目合作部 人人公益项目

4 乡村建设

11 乡村建设项目部 生态林建设项目

12 乡村建设项目部 宜居家园项目

13 灾害救援项目部 河南水灾救援项目

14 灾害救援项目部 减防灾项目

15 灾害救援项目部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6 灾害救援项目部 新冠肺炎抗击疫情项目

17 灾害救援项目部 灾害救援项目

5 乡村社会事业

18 儿童发展项目部 0-3 岁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19 儿童发展项目部 爱加餐项目

20 儿童发展项目部 儿童赋能计划项目

21 儿童发展项目部 童伴妈妈项目

22 公众互动部 大学生发展项目

23 健康发展项目部 大病救助项目

24 健康发展项目部 顶梁柱健康公益保险项目

25 健康发展项目部 儿童健康保障项目

26 健康发展项目部 天使工程项目

27 健康发展项目部 乡村健康卫生项目

28 健康发展项目部 养老项目

29 教育发展项目部 爱心包裹项目

30 教育发展项目部 加油未来项目

31 教育发展项目部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

32 教育发展项目部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33 教育发展项目部 新长城职教赋能项目

34 项目合作部 光明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

35 项目合作部 社会事业合作项目

36 项目合作部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6 国际援助 37 国际发展部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



38 国际发展部 国际微笑儿童供餐项目

39 国际发展部 国际项目

4. 须提交重要活动总结（请附上活动内容、活动照片，总结报

告）

序号 重大活动 责任部门

1 举办基金会更名大会 品牌传播部

2 举办乡村阅读教育主题交流会 乡村振兴协作部

3 举办国际爱心包裹三周年总结会 国际发展部

4 举办社会力量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典型 乡村振兴协作部

5 举办百县百品助农计划启动会 产业发展项目部

6 举办 2022 年（上海、兰考、天津、北京）善行者系列活动 公众互动部

7 举办百美村宿乡村振兴大会 百美村宿项目部

8 举办社会力量助力应急救援研讨会 灾害救援项目部

9 举办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 产业发展项目部

10 举办第二届乡村儿童发展论坛 儿童发展项目部

11 举办善行 100 十周年 公众互动部

12 参与 2022 年阿里巴巴 95 公益周活动 移动互联网部

13 举办乡村教育交流会暨新长城助学项目 20 周年活动 教育发展项目部

14 参与腾讯 99 公益日活动 移动互联网部

15 举行 2022 年活水计划启动仪式 活水计划工作组

16 与外交部共同举办第十四届大爱无国界活动 资源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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