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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慈善基金会年度工作总结
2020 年

基金会运作项目

01｜【爱心驰援 共抗疫情】

面对中国成立新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4 亿华夏儿女众志成城，举国上下患难

与共，国际友人倾力相助。

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基金会就迅速做出反应，连夜召开会议研

究和部署抗击疫情工作，时刻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于 1 月 24 日立

即成立了“抗击疫情应急工作小组”。1 月 28 日众安集团携手众安慈善

基金会设立 1000 万元抗击疫情专项基金， 在全球范围内募集物资，为

抗疫前线提供“弹药”。

本次“爱心驰援 抗击疫情”从 1月 24 日至-3 月 30 日历时，将近 2个月

时间，众安集团携手众安慈善基金会共计 77 人参加本次爱心驰援抗疫活动，共

成交 12 供应商进行采购，涉及被捐赠单位遍布湖北武汉、浙江杭州、温州、

宁波、嘉兴、义乌、丽水、山东青岛、昆明、台州、上海、安徽淮北等 12 个市

区，共 44 家单位包括医院、公安部门、社区街道、城管办、住建局、公路交警

部门等政府部门，共捐赠物资涉及医用隔离衣、防护衣、口罩、护目镜、消毒液

等 7个品种，累计捐赠物资及善款共计 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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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暖包 ，助力助学】

2019 年 12 月 17 日，基金会相继走访了建德市大同二小和李家

中心小学数名留守儿童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学习情况。面对着

2020 年春节突如其来的疫情，基金会也一直心系这些留守儿童如何

做好复学后的防疫工作，以保证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迎接开学。于

是，基金会的小伙伴们为 16 位孩子们每人精心采购了一份防疫暖心

包，内有洗手凝胶、洗手液、消毒湿巾、口罩、保温杯等，并为每

个孩子准备了一份贺卡，叮嘱他们平时勤洗手、讲卫生、多喝水、

锻炼身体，携手同行坚持到疫情真正胜利的那一天。

2020 年 4 月 20 日，当孩子们收到防疫暖心包时，通过学校老

师纷纷表达了感谢之意，表示他们会勤洗手，戴口罩，保护好自己。

通过镜头看到他们一双双真挚的眼神，相信有我们的爱心助力，孩

子们定能拥抱希望，快乐成长，度过一个充满爱意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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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GNVKsXXbBx4uexeu2tN84w

【众安慈善基金会“爱心驰援 共抗疫情”表彰大会顺利举行】

2020 年 6 月 5 日下午，众安慈善基金会召开“爱心驰援 共抗疫情”

表彰大会，众安集团总裁张坚钢，副总裁沈条娟、金尼、金建荣，众安

控股办公室主任方彬等多位在抗击疫情期间给予基金会莫大支持的集

团领导，基金会成员以及数十名众安慈善基金会志愿者代表共同出席此

次会议。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在抗击疫情行

动中，众之翼们用最美的逆行，温暖人心，守望生命。大会对于叶辉、

尤葵葵等 77 位众之翼进行了表彰，向他们颁发了“众安爱心抗疫使者”

荣誉证书和一枚沉甸甸的奖章，奖章上刻着的“众心向善 爱行天下”，

充分诠释了众安公益慈善事业的美好愿景，也彰显了每一位志愿者的善

行，这不仅是一次表彰，更是对众之翼们继续践行公益慈善理念的一种

激励。

https://mp.weixin.qq.com/s/DV1v0-lcJdLh8ZoF9ZcA-A

【众之翼成立一周年活动暨携手壹基金救灾公益活动】

在众之翼志愿者联盟成立一周年之际，2020 年 8 月 8 日，众安将携手壹基

金为公益事业再献一份力量。此次活动将以线上公益摆摊形式展开公益摊位所得

“爱心值”将由众安慈善基金会转换成等额善款以你的名义捐赠给壹基金用于儿

童温暖包等救灾物资的采买送往灾区现场为灾区群众的安置增添一层保障你的

每一次转发、互动都将化作真实的力量将爱进行，羽翼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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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898 人参与此次活动，共计爱心值 569400。此次活动累积的爱心值已

由众安慈善基金会转换为 10 万元善款，以参与者的名义捐赠给壹基金，为灾区

的孩子送上一份及时可靠的援助。

新闻稿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B999GuUk0KE5fYA2QmIBNQ

https://mp.weixin.qq.com/s/yPcLhrLPIOpP9J_kjuiYbQ

参与活动证书截图

https://mp.weixin.qq.com/s/B999GuUk0KE5fYA2QmIBNQ
https://mp.weixin.qq.com/s/yPcLhrLPIOpP9J_kjuiY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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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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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20 榜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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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花蕊计划 | 众安慈善守童心，有爱陪伴不孤单】

众安慈善基金会发起的花蕊计划专为这群留守儿童提供爱与帮助，从 2018

年暑期走进建德市，参与“同在蓝天下·我们共成长”留守儿童关爱行主题活动，

到如今已经第三年了，这个夏天，2020 年 8 月 18 日，我们又如约来到建德市，

这一次，我们走进了李家镇，在李家镇关工委的大力支持下，联合杭州求是眼科

医院与这里的留守儿童一同邂逅美好。

此次活动中，我们为留守儿童带去学习文具礼包，一起做小游戏；陪伴 7-8

月生日孩子庆生分享蛋糕；杭州求是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了义诊服务，为孩

子们检测视力，并暖心地给他们讲解了保护眼睛的重要性；并且在领导和爱心人

士的陪同下，走访困难家庭送去慰问和温暖。

一路走来，我们愈发相信

公益，不是一家企业、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而是一群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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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Dgmm7P5QmM8xmHMiwqSKg

此次活动，明珠电视台进行现场跟踪报道

新闻报道链接：

https://v.qq.com/x/page/n3138hf9dpl.html

3|【明确基金会组织架构及岗位配置】

2020 年 8 月 27 日，根据基金会战略发展需要，经研究决定，下发浙江众安

慈善基金会组织架构，并明确基金会各岗位配置及主要岗位职责

4｜【青藤计划 |我们奔波千里、跋山涉水，为了圆一群孩子们的读

书梦】

众安与贵州台江县孩子们的缘分，始于 2019 年冬天的一场捐助

活动。彼时，众安为大山里的孩子送上了过冬物资，为寒冬增添了暖

意。而今年为了帮助更多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学子们减轻经济压

力，众安决定在台江县民族中学设立“众安班”，招收家庭贫困但成

绩优异、品行优良的初中毕业生，帮助他们继续高中学业，每学年给

https://mp.weixin.qq.com/s/HDgmm7P5QmM8xmHMiwqSKg
https://v.qq.com/x/page/n3138hf9dp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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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费，直到他们完成高中学业。而 9 月 6 日这天，

正是“众安班”的开班日。

时隔一年，带着一份祝福与喜悦，众安慈善基金会又重新回到这

里，带去属于众安的温暖和爱，也承继起大山深处的朝气与希望。

如果说，“温暖包”的存在，温暖了山区孩子们的身体，那么，

优质的教育支持，将武装他们的头脑与心灵，知识改变命运，对于他

们来说更加可贵。这就是“众安青藤计划”发起的初衷。

众安慈善基金会，不仅旨在解决当下问题，更着眼于未来，“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唯有教育才是根除问题的良药，唯有接受

教育，大山里的孩子们才能走出大山，走向美好未来。

从“救济”到“造血”，带有众安风格的公益体系已然成型。这

也符合众安慈善基金会“众心向善 爱行天下”的理念。

面向贫困学子的青藤计划，正用一次次的公益慈善行动向这世界

传播爱和善意。而此次众安班的落地，是众安慈善基金会公益路途上

的又一次美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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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链接：

https: / /mp.weixin.qq.com/s/1_SCZEtFcJ7eByoeLtVBwQ

5｜【“99 公益”致谢 | 公益路上，我们携手并进】

2020 年“99 公益日”活动圆满结束。这些善款将由壹基金购买

“儿童温暖包”帮助贫困地区的儿童度过上学路途的严寒让孩子们拥

有一个温暖的冬天在往后的路途中点燃信心与希望。

https://mp.weixin.qq.com/s/1_SCZEtFcJ7eByoeLtVB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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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链接：

https: / /mp.weixin.qq.com/s/RGZopD7xAEFdtU76N-0vpg

6|【浙江众安慈善基金会网站开通了！】

为了加大基金会的宣传力度，规范基金会的管理，2020 年 9 月 23 日，浙江

众安慈善基金会网站 http://www.zjzacf.com/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开通

了。

7|【喜报|众安慈善基金会被评为杭州市抗疫先进集体】

12 月 1 日，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结表彰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表彰我市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和

先进集体。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和全国、全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精神，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凝聚强大奋进力

量，以更坚定的信念、更顽强的斗志，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奋力夺取“两战全胜”。

大会共表彰了 500 名“杭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https://mp.weixin.qq.com/s/RGZopD7xAEFdtU76N-0vpg
http://www.zjzac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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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个“杭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50 名“杭州市优秀共

产党员”、60 个“杭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众安慈善基金会作为“杭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接

受表彰并上台领奖。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X4LXhzjZIYpMNqMy3z0KA

8|【喜报|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

根据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7〕127

号)、《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39 号)和浙江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社会组织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浙民民〔2014〕142 号)等规定，浙江

省众安慈善基金会被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

2020 年 8 月 11 日，众安慈善基金会召开了基金会评估等级专题会议，会

上商议决定成立了等级评估工作小组，并明确各成员分工、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

经过评估机构的现场初审、资料提交复审等环节，在工作小组的通力合作下，浙

江众安慈善基金会经浙江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被评为 4A 级社会组织。

https://mp.weixin.qq.com/s/nX4LXhzjZIYpMNqMy3z0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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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分原因：1、无党支部以及党建工作；2、每年的捐赠收入和支出与浙江

省和最大值比还差比较多。

有效期是 5年，评估满两年后可申请复评。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8WMI5FPdo1MLumpOztSMQ

9|众行致远 WELL 更好 | 一起公益一起行

12 月 26 日，是众安集团成立 23 周年，以“众行致远 WELL 更好”为主题

的二十三周年益起行活动开启，众安集团、众安慈善基金会联动壹基金一起，通

过乐活运动、爱心公益等一系列活动，记录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12 月 26 日，众安集团总部及旗下各板块各产业公司共计 1500 余人在各自

所在城市同步开展活动，而杭州大本营，集团总部联合地产、商业、服务三大业

务板块 300 余名员工齐聚湘湖，携着冬日微茫的日光，开启公益徒步之旅。

徒步过程中，还有形式多样的个人挑战赛。“合力精筑、众安音浪、使命

必达……”在次第到来的挑战活动中，全体众安人协同合作，以饱满的热情为这

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丝丝暖意。

最暖心的环节莫过于众安“温暖包”的绘制。众安慈善基金会与壹基金合

作开启了此次温暖包活动，共有 23 支队伍参与其中，队员们精心绘制涂鸦专属

爱心温暖包，并在明信片上写下祝福，彩绘后的温暖包将通过壹基金，捐赠给贫

困山区的儿童，温暖孩子们的冬天。

不仅如此，本次活动共积累了 8043178 步数，所积累的步数将全数转化为

爱心善款，捐助给壹基金。众安集团及众安慈善基金会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社

会公益贡献一份力，在冬日里分享一份温暖。

https://mp.weixin.qq.com/s/g8WMI5FPdo1MLumpOztS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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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培训学习

评估工作培训班 沙龙 会议

1|【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培训班】

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能力提升，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

序发展，浙江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举办全省性社会组织评

估培训班。会议主要开展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指标解读及评估准备工作辅导。全省

51 家基金会、41 家民非单位和 147 家社会团体参加此次培训。浙江众安慈善基

金会积极报名参加此次培训。干事丁佳雯参加此次培训会议。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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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第十八期共享沙龙】

疫情未消，洪灾又至，公益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了帮助会

员冲破疫情和洪灾带来的阴霾，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组织的发展前景，切实提升发

展能力，以“后疫情时代的社会组织筹款”为主题的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第十八

期共享沙龙在杭州应时 2020 年 7 月 28 日举办。此次活动由浙江省社会组织总会

基金会委员会主办，总会 2020 年度执行会长单位浙江千训爱心慈善基金会，总

会副会长单位、总会基金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总会会员

单位浙江慈航抗癌基金会联合承办。干事丁佳雯参加此次沙龙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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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S8ImkQR_N1_TvWnJJs_IQ

3|【第一财经·中国企业基金会秘书长培训会】

2020年 8月 6日—8月7日两天由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顾问善商业

论坛发起的企业基金会秘书长培训会在杭州、德清两地举行。原中国银监会非银

司司长高传捷对慈善信托理论与实务进行讲解。光信公益基金理事长翟亮、秘书

长乔方亮和项目经理马国新进行案例分享与实践分析。舜益咨询执行总监谢进关

于捐赠人建议基金（DAF）进行介绍。两天课程干货满满，众安慈善基金会理事

长金霞女士、基金会干事丁佳雯参加此次培训会。

https://mp.weixin.qq.com/s/PS8ImkQR_N1_TvWnJJs_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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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金霞女士与高传捷老师合影

4|【2020 年中国公益新势力大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2020 中国公益新势力大会在苏州日航酒店盛大召开。

此次大会历时 2天，以“反思批判再出发”为主题，直面行业存在的问题，探讨

未来三十年社会发展潮流。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公益界从业者，

汇聚于此前来参加此次盛会。大会现场，24 位国内慈善公益机构负责人、行业

领袖专家、公益达人、慈善公益媒体等行业知名人士莅临现场，发表精彩演讲。

他们以自身实践经验分享了在公益路上的创新之举，并就中国公益创新现状与未

来，就公益组织的价值和意义，专业化人才替代与和组织文化建设，透明的财务

管理和严谨的财务预算，公益人的职业操守与伦理等进行深度反思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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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七届“西湖论善”论坛|构建慈善发展新格局，众安慈善与时

代同行】

金秋逢盛会，八方聚鉴湖，2020 年 11 月 5 日-6 日，由浙江省民政厅、浙江

省文明办指导，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在绍兴召开第七届“西湖论善”论坛，接连

两天，来自政府、慈善届、商界、学界等行业大咖及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加论坛，

众多专家学者围绕“慈善”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研讨，共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和

进步。浙江众安慈善基金会受邀出席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持续两天，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慈善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紧扣

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强化担当和使命，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涵括主论

坛、成果展示、全省慈善年终工作经验交流会、圆桌对话及主题分享等环节，精

彩纷呈。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时代主题，聚焦第三次分配、社会治

理现代化、慈善指数研究、脱贫攻坚决胜 2020、互联网+慈善、探索跨界合作，

深入剖析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慈善跨界互融赋能的新路径，

实现地域优势互补、推动创新协同发展，呈现了浙江慈善深刻挖掘高质量发展内

涵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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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fL1jjw_dlI7iXOaIeHZlA

6|【项目讨论会】

2020 年 7 月 14 日基金会成员与营销客服中心成员、鑫略案组成员一起头脑

风暴，关于基金会下阶段的核心理念和主要品牌推广方案、现有项目落地方案等

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将基金会项目与集团主营业务相结合，提出“美好”的核

心理念，与集团品牌口号相结合，借力打力，打响众安品牌，营造众安集团和众

安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与物业公司合作，了解业主需求，展开“儿童之家”等

更好的帮扶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ofL1jjw_dlI7iXOaIeHZ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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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喜报|众安慈善基金会被评为杭州市抗疫先进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