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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4日，北京富平学校2008年度常务理

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林荣强、茅于轼、沈东曙、

汤敏、张维迎（以姓氏首字母拼音为序）五位常务理

事到会。茅于轼理事长主持了会议。 

经讨论，与会常务理事一致通过了以下内容： 

1. 《北京富平学校常务理事会工作条例》 

2. 第三次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会议议程 

3. 富平学校的核心业务和发展规划 

4.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筹备工作计划 

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功 

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平

创投）已于2008年9月22日在北京市工商局完成注册。

富平创投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股东包括北京市通州

区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信远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丁健先生、

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和个人。茅于轼

先生担任董事长，林荣强、任志强先生分别担任副董

事长，沈东曙先生担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董事分别

为（以姓氏首字母为序）茅于轼、林荣强、任志强、

丁健、唐旭东、沈东曙、王吉绯、邢文毅、郑冰。汤

敏先生任监事。 

富平创投的主要业务将聚焦于城乡小额贷款和

社会企业投资。未来两年内将投资并安排注册成立

4~5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四川、山西、北京、甘肃等地

开展工作。■ 

▲ 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北京富平学校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机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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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0~22日，富平学校约40名员工在北

京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员工交流会。本次员工交流会的

主题是“向创业者学习”，目标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下，帮助员工了解创业过程及创业者必备的素质和能

力，以进一步凝聚内部共识，达成共同而有区别的责

任。 

本次员工交流会邀请的主题演讲嘉宾包括：科

瑞集团董事长助理王晓勇先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

始人吕植女士、多背一公斤创始人余志海先生、亚信

科技中国公司董事长丁健先生、天创数码集团执行董

事周航先生。此外，富平理事长茅于轼先生，富平理

事资中筠先生、朱英璜先生、汤敏先生、张维迎先生，

以及富平之友张亚哲先生参加了与富平员工的交流

会。■ 

 
 

北京富平学校员工年度交流会举行 

▲ 年会邀请了NGO同行余志海先生（中立者）分享创业心得 

► 五位理事参加年会与

员工一起讨论富平的未

来 

▲ 团队寻宝游戏——促进部门间交流与合作 

机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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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5~6日，在人民银行和山西省及运城

市有关领导的安排下，富平投资公司董事长茅于轼、

董事总经理沈东曙、董事邢文毅及项目经理罗珩一行，

到山西太原、永济进行了考察交流，与山西省人民银

行郭副行长、山西省政协郭主席、麻选民常务副市长

等政府领导同志分别座谈了在永济发展小额贷款的

计划和发展前景。 

2008年12月，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发起人，与林荣强先生、丁健先生、田溯宁先生及

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达成了共同投资设立永济

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协议，拟设立的公司注册资

本3000万元。 

目前，永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中，预计2009年3月，完成公司注册及设立，并正式

开始公司运营。■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小
额
贷
款 

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进入注册筹备阶段 

▲ 2009年1月永济小额贷款工作团队参加培训 

▲  茅于轼先生一行与山西人民银行毛金明行长（中）、郭保民副

行长（左）、轧瑛主任（右）会谈 

▲ 茅于轼先生一行及山西人民银行领导在山西永济考察小额贷

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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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县小额贷款完成业务整合 
 

2008年11月30日~12月3日，临县小额贷款团队和

北京富平学校小额贷款事业部共17人在北京富平学校

会议室召开临县富平基金2009年工作会议。会上明确

了临县小额贷款2009年经营计划和目标，并组建了新

的工作团队。同时还调整了小额贷款的管理模式、人员

岗位和薪酬制度等内容，完善了《临县富平基金小额贷

款操作手册》、贷款和客户宣传等材料。■ 

 

北京富平学校从2007年1月就开始了农民工创业

者的小额贷款和创业服务工作，目前已累计发放贷款

100多万，共支持了22位农民工在北京成功创业。同

时，富平已经在SOHO现代城和东四街道建立了两个

农民工创业学习中心。 

2009年3月，北京富平学校将与中国红十字会李

连杰壹基金及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农民

工微型企业创业培训支持”项目，以100位在京农民工

创业者为目标人群，通过为其提供创业培训、行业导

师陪伴、小额贷款等方式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创业

中面临的问题，探索一套低成本、有效的创业服务机

制和办法，贷款资金总额为100万元。■ 

农民工创业培训及贷款项目即将启动 

▲  临县小额贷款团队2009年工作会议 

▲  茅于轼先生到会了解工作进展 

小
额
贷
款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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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8日，富平“创业在社区”城市农民工

创业交流会在北京SOHO现代城举行，本次交流会的

主题是“社区服务业中的新商机——社区回收和社

区养老”，邀请了英国著名社会企业TRACK2000的创

始人托尼·库洛克先生和中国天津鹤童老年人福利

协会副理事长方嘉珂先生进行主题发言。 

60余名在京微型企业创业者及社区服务工作者

参加了本次培训，交流了他们在社区服务业中的创业

想法，并得到了两位主讲嘉宾的现场咨询和指导。■ 

农
民
工
城
市
就
业
与
创
业 

家政女工互助支持网络项目于2005年6月启动，

致力于通过技能培训、休闲娱乐活动等形式，丰富家

政服务员的业余生活，提高北京市家政服务员的城市

生活能力。截至2008年12月，共组织各类活动144次，

惠及家政服务员近5400人次。其中2008年9月到12

月，共组织5次游园活动、5次观影活动、2期电脑班、

1次综合素质讲座，累计受益人数552人。■ 

“创业在社区”城市农民工创业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 参会创业者代表在交流会后合影 

▲  11月23日，第二期电脑培训班开课 
►  10月24日，参加奥运场馆游园的家政女 
      工在水立方前合影留念 

家政女工互助支持网络活动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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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紧急救助基金于2005年由富平家政服务中

心及创办人捐资设立，旨在帮助在京家政服务员缓解

因重大或突发性疾病给她们个人及家庭带来的困难。

目前捐赠总额达74,011.6元人民币，已资助6位家政女

工。 

2008年10月11日，70期家政服务员录银凤在工作

期间突发疾病，由客户送往医院后因抢救无效，不幸去

世。“农民工紧急救助基金”向其家属捐赠一万元，资

助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继续接受教育。■ 

农民工紧急救助基金救助家政女工 

2008年10月17日，甘肃省扶贫办沙拜主任、任燕

顺副主任、薛永东处长、陇南市扶贫办漆文忠主任等

一行五人，专程赴京到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看望并慰问

在京的“陇原妹”。 

 

 

 

 

 

 

 

 

 

 

 

在SOHO现代城的农民工创业学习中心，近百名

正在富平参加培训及已经上岗工作的富平“陇原妹”

与来自家乡的领导们亲切见面，向“娘家人”汇报自

己在北京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与亲身感受。华亭

县何晓芳向领导们汇报：2004年9月到富平参加培训

并上岗工作。四年多来，在工作之余参加了富平的电

脑、英语等培训班学习，2007年靠自学考上了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她现在正在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高台县邢晓梅汇报：2005年11月进入富平学习并上

岗工作，经过不懈努力，自己创办了“嘟嘟鱼”连锁

餐饮店，现在已初具规模。■ 

甘肃省扶贫办沙拜主任到富平家政服务中心  看望在京陇原妹 

▲  甘肃省扶贫办领导与“陇原妹”合影。第三排左起：陇南市扶

贫办漆文忠主任、甘肃省扶贫办任燕顺副主任、沙拜主任、北京富

平学校沈东曙校长 

▲ 沙拜主任代表家乡亲人向每一位参加活动的“陇原

妹”赠送礼物 

农
民
工
城
市
就
业
与
创
业 

▲  2005年10月，富平家政的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受捐助的家政

女工吴丽君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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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北京富平学校志愿者中心组织33位中国

惠普有限公司的员工志愿者和28位来自海淀区振兴学

校的小朋友，组成一个特殊的“乐水行”考察队伍。在

4个小时的考察中，志愿者代表配合环保专家讲解沿途

的知识点，让志愿者和孩子们了解北京水资源现状，培

养节约意识，同时，也让这些常年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孩

子们认识北京城，了解护城河历史。■ 

企
业
公
益 

富平志愿者中心组织惠普员工进行志愿服务 

流动课堂“乐水行”——亮马河边讲环保 

2008年12月21日，北京气温骤降，最高气温零下

7度，并伴随瞬间8级以上大风。但严寒并没有阻碍40余

位惠普员工志愿者的热情。他们在SOHO现代城流动

儿童电影院中，陪伴来自春蕾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

观看影片《功夫熊猫》，并为他们带来知识、信心和快

乐。■ 

流动儿童电影院开场——首场观看《功夫熊猫》 

“我希望，他能一直记着今天的理想，一直恪守今天这些

原则，无忧无虑地成长。分别的时候，他一再嘱咐我别忘

了给他邮寄照片，怎么会呢？他的一颦一笑都留在了我的

镜头里，留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但

是至少给了他一个还算快乐的周末。” 

——惠普志愿者 

孩子的心声 

“我很希望我们五年级下学期是你们来给我们上

课，因此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你们这样的人。” 

——廖波 五年级 

▲  惠普志愿者为流动儿童讲解河边的建筑物 

▲  第三组的小朋友何胜林举手发言，他记得乌龟大师的两句

话：“一切皆有可能”，“要相信”。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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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下半年，在富平学校志愿者中心的组

织下，LG公司员工志愿者进行了三次关爱流动儿

童的活动。经过三次志愿服务实践，36位LG员工参

与过志愿服务53人次，5位志愿者参加了全部三次

活动，另有7位志愿者参与过两次，重复参与率达到

1/3。LG员工志愿者共计奉献了约400小时，接受服

务的流动儿童142人。 

2008年12月18日LG志愿者联盟举行了年度

总结会，LG电子株式会社社长禹南均专程到会发

言并为优秀员工志愿者颁奖。■ 

富平志愿者中心组织LG员工进行志愿服务 

2008年11月9日，在京华小学的操场上，17名LG公司的

员工志愿者和学校五年级的52名同学一起举行趣味运动

会。事实证明，志愿者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在活动中得到了充

分发挥。这次“一起玩儿”趣味运动会，不仅给志愿者和同

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LG志愿者今后继续自主设计志

愿服务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信心。■ 

▲  LG电子株式会社社长禹南均（左四）为6名LG优秀员工志愿者颁奖 

LG志愿者与流动儿童“一起玩儿”趣味运动会 

▲  活动中，志愿者们引导同学们认识到，分数和名次不是

我们追逐的唯一目标，团队合作把游戏参与好，过程中互

相帮助、共同成功，才是最重要的 

◄  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庆祝真正的胜利——全心投入、自

信互助 

LG志愿者联盟年度总结 

企
业
公
益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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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1日，来自31家企业和17家媒体的

61位代表汇聚在企业公益伙伴网络项目组织的2008

冬季企业公益创新沙龙上，以“灾后重建，捐款之外

的企业公益”为主题，分享了微软、惠普、拜耳等公

司在灾后重建中，实物捐赠和员工志愿服务的成功案

例，探讨企业在公益创新中的有效方式。 

本期“企业公益创新沙龙”由微软（中国）有

限公司提供资助，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

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在沙龙上强调：在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结合社会热点问题选择公益项目的同时，

微软愿意支持建立一个公益合作伙伴生态圈。他

说：“企业间以沙龙的形式做交流，比任何其他的

形式都要好。微软支持沙龙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为企业研究创新公益项目，

并与其他NGO创造一个经验分享的平台，同时提供

有益的交流机会。” 

北京富平学校沈东曙校长说，“我们希望中国

的企业能够更好地来推动中国整个公民社会的成长

和公益创新。”北京富平学校用了三年的时间，通

过沙龙平台、内部交流刊物和网站来推动企业间的

相互交流，并从一些可行的实际小事开始做起，包

括志愿者活动和公益仓库。 

本期沙龙还提出了“企业公益的趋势和定位：

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创造未来”、“延伸和思考：

企业公益的自选动作成为中国未来公益的标志语”等

创新理念。■ 

2008冬季企业公益创新沙龙 

▲ 微软大中华区企业传播及企业公民事务总经理陈然峰在沙龙上

发言 

▲ 沙龙上还展出了企业员工参与灾后重建的服装与图片 

企
业
公
益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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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益》2008年冬季刊已正式出刊。《企业公益》

是由北京富平学校企业公益伙伴网络项目组编辑制作的内

部刊物，旨在引入国内外公益创新的先进理念与优秀案例，

通过热点问题与解决思路的探讨，促进企业间总结和交流

公益创新经验，推动企业公益的专业化发展。 

《企业公益》的主要读者包括中外企业家、企业CSR经

理、媒体、学术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目前季度发行量三千

册。■ 

◄  本期《企业公益》的封面

人物是拜耳大中华区CSR

副总裁华威濂先生 

《企业公益》冬季刊出版 

2008年9月，社会企业家学校乡土布艺班第一次

培训在山西永济举办，并计划通过18个月共四次培训

及交流活动，催生出3-5个可持续发展的乡土布艺社会

企业。 

共有七个乡土布艺团队参加了这次培训，学员通

过培训学习了建设农村团队的方法，同时深入了解乡

土布艺发展对乡村生活和文化的意义，并初步学习市

场和企业运营的基础知识，提高了商业能力。■ 

社
会
企
业
家
学
校 

第一期乡土布艺社会企业家培训在山西永济举办 

▲  培训者带领学员一起回顾传统手艺 

企
业
公
益 

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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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农
村
社
区
发
展 

永济富平农村社区发展学校于06年7月由北京富平学校

与永济农民协会共同创办，希望通过充分吸取本地以及其他

地区农村发展的经验，使社区学校成为培养农村社区发展人

才的基地，以及推广和传播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创新

实践的基地。 

5.12地震发生后，永济富平农村发展学校校长郑冰与富

平学校项目团队同赴甘肃武都，参与扶贫办的灾后重建与扶

贫开发调研，15名当地妇女代表当选为规划实施小组成员。

9月，社区学校派出一支村民骨干再赴唐坪，了解当地灾后重

建工作的进展，与唐坪的妇女代表交流她们在村里合作修

路、清理垃圾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以及克服困难的经验，鼓励

她们发挥妇女的带头作用，齐心协力搞好重建工作。■ 

与微软签定协议在甘肃四川等地建立社区学习中心 

2008年12月，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与富平学校

签订第二期（2009-2010年度）“潜力无限”社区学习

中心项目合作协议。富平将在甘肃和四川两省的农村

地区建立6个新的社区学习中心，分别位于甘肃陇南、

徽县、渭源和四川大邑、三江。其中，渭源县为国家

级贫困县，其他均为5.12灾后社区。新的社区学习中心

将致力于推动灾后重建和贫困社区的综合发展。 

乡村社区学习中心为无法充分接触现代科技并

缺少学习机会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提供系列技能

培训，支持他们参与社区管理，开展有机农业、乡村

手工艺、生态建筑等可持续发展实践，以激发村民潜

力，拓宽视野，改善生计。■ 

山西永济社区发展学校组建村民骨干团队参与甘肃灾后重建 

▲ 项目团队听取甘肃徽县栗亭村妇女代表对培训的意见 

◄ 唐坪村村民投票选举灾后重建优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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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村
社
区
发
展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亚洲基金会合作的 

辽阳社区清洁水项目完成基线调研 

社 会 创 新 

甘肃清洁水项目获得亚洲基金会批准 

2008年11月，甘肃清洁水项目得到了亚基会的

批准，将为甘肃陇南地震灾区13个村庄的约2600户

村民提供相关的水质检测及净水技术，改善当地村

民的饮用水水质并通过相关的培训和生态卫生设施

示范性建设，提高村民饮水安全意识及水资源综合

保护的意识。 

2008年11月和12月，富平项目团队和亚基会工

作人员两次前往陇南，与社区、当地民间组织、水

利、扶贫等职能部门以及乡镇村政府多方接洽，开

展项目前期调研。根据调研结果，确定项目活动将

在陇南市武都区白龙江沿川地区地震受灾村庄开

展。 

目前，富平已和武都当地环境保护组织——绿

源环保协会达成合作意向，共同实施此项目。■ 

▲  富平、亚基会项目团队与辽阳政府参与清洁水项目的工作人

员在见面会谈 

2008年9月，辽阳社区清洁水项目得到了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和亚基会的批准，将通过鼓励

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和民间机构等各利益相关方的

充分参与，提高当地社区水资源管理能力以及提供

合适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探索一套基于农村社区

的、有效的社区参与综合管理模式，以应对因水资

源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对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带来

的挑战。 

项目共分为4个阶段，即基线调研与指标体系研

究、社区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寻求并实施技术解

决方案和推广传播，富平承担其中除技术解决方案

外的三部分工作。 

目前，项目团队利用基线调研结果和收集到的

二手资料，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调研报告，确定了

相关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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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玩”图片展在湍水头中学展出 

与耐克合作的“让我玩”青少年体育创新项目 

在山西临县顺利开展 

◄ 湍水头中学的学生经过长时间徒步到达山顶 

2008 年 富 平 与 耐 克 体 育（中 国）有 限 公 司 合

作，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开展“乐山行 乐水行”—

—吕梁山区青少年体育创新快乐成长项目，以当地

初中生为主要目标群体，结合当地山区自然、人文

特点开展创新性的体育运动，以增加当地青少年参

加体育运动的机会，促进当地青少年在自信心、创

新力、团队协会、社会适应力等方面的成长。 

2008年8月，项目团队对当地教师进行了“如何

指导青少年参加体育创新活动”的培训。9月到11

月，先后组织当地教师和青少年参加了三次户外徒

步活动，在徒步中穿插社区调研、绘画、唱歌、朗

诵等任务，孩子们既获得了快乐，又锻炼了能力，

还认识了家乡的山水。2008年12月在学校和社区举

办了图片展，并组织了社区论坛，促进了青少年与

社 区 的 互 动。同 时，通 过 教 师 培 训和 实 地 带 队锻

炼，培养了一批指导青少年参加体育创新活动的当

地教师，为项目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保障。■ 

社会创新 

农
村
社
区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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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创
新 

“提高高校贫困生

能力”二期项目（PHEII）

于2008年8月31日结束。

PHEII项目2005年开始，

在云南、贵州、广西、青

海、宁夏、陕西、四川、

湖南八个省区启动实施,

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八

个省区教育厅建立合作

关系，支持了10所试点

院校以及17所推广院校

开展大量支持贫困生发

展、提高贫困生能力的创

新实践活动。PHEII项目

将社会发展领域的理念

和工作方法领域引入到

高校贫困生工作中，推动

了项目院校以及整个项

目省区的高校贫困生工

作。 

PHEII项目结束后，

PHE项目团队正在积极

进行“提高高校贫困生

能力”三期项目（PHEIII）

的申请筹备工作。PHE 

III将致力于通过创新实

践，推动倾向于贫困生发

展的高等教育政策改进，

使贫困生需求得到更好

的满足，实现中国高等教

育的公正与公平。■ 

“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二期项目”（PHEII）结束 

三期项目在申请筹备中 

为了深入开展惠普环保基金

项目，推动大学生环保社团在可

持续发展领域开展社会实践，中

国惠普有限公司投入拾贰万元人

民币奖励在“PHE—惠普环保社

团”的“寻找可持续发展企业家”

和“电子垃圾环保回收”中表现

优异的学生社团。四川师范大学、

宁夏大学、广西工学院、青海民族

学院、邵阳学院和吉首大学获得

了这个奖项。惠普奖励金将继续

鼓励这些院校的环保社团开展针

对各类可持续发展企业、环保回

收等相关类别的环保实践活动。

■ 

▲  2008年5月，PHEII总结推广会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 

▲ 湖南吉首大学的PHE—惠普自强网络服

务与学习中心 

PHE-惠普环保社团基金项目优秀环保社团评选揭晓 

社 会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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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持
续
发
展
创
新
领
导
人
培
养 (LEAD

) 

13期学员赴墨西哥参加LEAD国际培训并顺利毕业 

▼ 中国学员在闭幕式上合影 

2008年11月15日到22日，LEAD13期国际培训

在墨西哥城进行，主题是“Megacities &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C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学员

参加了这次培训。学员以世界第二大城市墨西哥城

为例，从水资源与环境、城市交通、能源消费以及

土地使用及城市发展等四个方面探讨巨型城市如何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10名来自中国的

学员参加了这次培训，通过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

青年领导人的交流以及实地访点，加深了对巨型城

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初步建立了

和其他国家学员未来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并顺利毕

业，获得LEAD国际研修员称号。 

2009年LEAD国际培训将于11月8日至14日在北

京进行，主题为Leadership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nov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项目

团队目前正在全力准备中，力争使2009年国际培训

不仅成为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更成为LEAD中国项

目新发展里程的一个起点。■ 

社 会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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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了 惠 普 电 脑 教

室，灾区的孩子终于可

以上网了 

灾 后 重 建  

富平志愿者中心协助拜耳在江油建立灾后重建员工志愿服务基地 

 

2008年6月，富平应甘肃扶贫

办邀请参与武都区汉林乡唐坪村

灾后重建试点项目调研，并与扶贫

办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探索一个社

区主导、政府与社会组织多方合作

的灾后重建模式，并在甘肃其他11

个县的试点村加以推广。 

唐坪村灾后重建项目已获得

中国红基会近200万元资金支持，

并于08年11月正式启动。迄今，项

目已完成以下活动： 

1.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缓减

村民不安和焦虑情绪，如元霄节期

间组织社火，支持唐坪小学建立网

络连接，方便村民上网查阅市场信

息及务工信息； 

2.房屋重建支持，2009年3月山西

永济招募一批匠工来支援唐坪的

房屋建设，组织农民自建房技术培

训等。■ 

▲  唐坪房屋重建的进展－已经砌好砖墙 

与甘肃省扶贫办合作的唐坪村灾后重建项目获得中国红基会资金支持 

北京富平学校志愿者中心与拜耳公司、四川省江

油市团市委合作，在江油市京江一社区开展灾后重建

员工志愿者活动，建立了拜耳志愿者办公室和活动室。 

2008年10月项目启动以来，已经有近90位拜耳员

工志愿者轮流到江油志愿服务基地工作，志愿服务时

间合计超过17,000个小时，获得了当地居民、社区干

部、政府领导的一致认可。拜耳员工志愿者团队也获得

了四川省“2008年杰出志愿服务集体奖”。■ 

▲ 拜耳作物科学大中国区总经理Frank Dietrich与板房区居民共舞 

北京富平学校志愿者中心协助中国

惠普有限公司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四

川、甘肃、陕西的地震灾区学校捐赠20所

惠普电脑教室，其中四川9间，甘肃4间，

陕西7间。 

富平志愿者中心协助惠普建立灾区希望电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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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外 交 流 

2008年7月28日至30日，邢文毅应邀参加了由

英国杨氏基金会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社会创新国际

夏令营，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60余位代表参加。 

邢文毅代表北京富平学校在会上做了发言“通

过社会创新探索中国的扶贫之路”，通过小额贷款、

职业培训与乡土布艺的案例，介绍富平创新理念与

工作方法。■ 

西班牙社会创新国际夏令营 

2008年11月20日至22日，邢文毅受香港理工大学邀

请，参加香港社会企业民间高峰会。■ 

▲  邢文毅（左二）与参会代表讨论如何通过社会创新解决本国的

社会问题 

2009年1月13日－19日，尹春涛应环球协力社邀

请，前往日本访问当地的社会企业。■ 

日本社会企业考察 

2008年10月28-30日，由韩国“共同劳动”基金会

（Work Together Foundation）主办的亚洲社会企业

家高峰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论坛上云集了来自亚洲各

国的社会企业家。沈东曙在大会上代表中国社会企业家

做了发言。■ 

韩国亚洲社会企业家峰会 

▼  香港社会企业家民间高峰会论坛 

香港社会企业家民间高峰会 

▲  尹春涛（第二排左二）和中国社会企业家代表一起与天鹅面

包房的员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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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日，富平学校获得北京市通州区民政

局颁发的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奖。■ 

11月1日晚，北京富平学校和其他国内六家优秀

公益组织，在壹基金与博鳌亚洲论坛共同主办的全球

公益慈善论坛上，共同获选为壹基金“典范工程”的

国内公益机构典范，每家机构分别获取100万的支持

资金。 

评委会给予富平学校的获选理由是“这是一个

具有社会企业雏形的，具有很强筹资能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非营利机构。其家政培训项目具有特色，而

且十分成功。其农村扶贫项目令人瞩目。该机构具有

企业运作的理念，工作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水

准很高。该机构有有效的治理结构，机构理事会有很

强的决策能力。”■ 

获 得 荣 誉 

通州区民政局向北京富平学校颁发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奖 

◄  富平学校的获奖证书 

北京富平学校获壹基金典范工程奖 

▲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韩三平先生为沈东曙校长颁奖 

电话：010-51319211 

电邮：stellaxing@fdi.ngo.cn  

网址：http://www.fdi.ngo.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园19号院鸿泰商务楼 

邮编：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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