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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

“和美社区计划”2019年资助公告

一、机构简介

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德胜基金会”）成

立于 2017 年 5月 16 日，是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的慈善组织。本

基金会定位于资助型、支持性的社区慈善基金会，具有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和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基金会以“关注顺德公

益慈善事业，回应顺德社区发展需求，推动顺德和谐社会建设”

为宗旨，致力于支持教育、养老、扶贫、济困、文化建设、社区

发展以及其他综合性的公益慈善项目。努力成为顺德社会问题的

回应者、社会议题的倡导者、慈善资源的联动者和公益生态的推

动者，促进顺德建设成为更具人文性和富有吸引力的美好社区。

二、项目背景

“和美社区计划”以“和美社区，幸福家园”为主题，以顺

德205个村居的社区问题和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在教育发展、社

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和行业支持等五个领域开展公益行

动。旨在通过公益项目、资助和支持公益机构，提升公益伙伴服

务能力和水平，回应社区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发展；

充分发挥德胜基金会慈善资金的撬动作用，联动社区多元主体和

资源共同参与，推动公益体系的发展，逐步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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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态；提升人的素质，促进顺德成为人民满意的有活力的社区，

实现乡村振兴。

三、资助领域

（一）教育发展

1．资助范围：区内相对薄弱的村（居）幼儿园的提升改造，

包括但不限于申请园舍环境提升、硬件设备设施改善、教具玩具

添置和教研经费；与相关教育部门合作举办提升幼师素质的培

训、参观、分享交流等。

2．申请主体：顺德区内合法举办的村（居）幼儿园。

3．申请条件

（1）认同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及目标。

（2）因入园需求大，有改（扩）建、修缮等迫切需求。

（3）能联动社会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社会组织、乡贤、

居民等）参与。

（二）社区照顾

1．资助范围

（1）长者社区照顾服务

 长者助餐服务：联动社会资源，为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

长者提供就餐助餐服务。

 长者照顾服务优化：优化村（居）养老服务，包括改善养

老空间设备设施、完善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受

益人数、提升服务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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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神残障病患社区照顾服务

资助有经济困难的精神残障病患接受社区康复服务，包括但不

限于生活自理训练、心理辅导、社会交往、家属支援等专业服务。

2．申请主体：顺德区内的村（居）委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3．申请条件

（1）认同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及目标。

（2）社区照顾需求大但资源相对缺乏；项目所在地政府或其

相关职能部门有意愿积极推动和发展社区照顾服务。

（3）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在顺德区内开展服务；已登记注册不

少于1年且有稳定的业务内容；具有开展社区照顾服务的资质和经

验，核心团队稳定，能直接负责项目的设计、筹备、管理和实施；

在社区中有相对稳定服务空间，且运营权或使用权超过1年。

（4）优先考虑：服务覆盖面广、受惠人数多，且在资源相对

匮乏的村居开展的项目；能联动社会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企业、

社会组织、乡贤、居民等）参与的项目。

（三）文化保育

1．资助范围

（1）古旧建筑修缮：基于开展社区文化的保育和居民喜闻乐

见的社区文化活动的需要，而进行社区古旧建筑空间的修缮。

（2）社区文化保育：支持社区积极组建文化保育组织、团队，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具有社区文化特色的活动，凝聚社区居民。

2．申请主体：顺德区内的村（居）委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4

3．申请条件

（1）项目能够挖掘、传承社区的文化特色；能够凝聚社区居

民共同参与；缺乏开展文化保育工作所需资源；项目所在地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重视社区本土文化保育，有意愿积极推动社区文化

建设。

（2）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在顺德区内开展服务；已登记注册

不少于 1 年且有稳定的业务内容；具有开展文化保育服务的经验

和背景，能直接负责项目的设计、筹备、管理和实施。

（3）优先考虑：服务覆盖面广、受惠人数多，且在资源相对

匮乏的村居开展的项目；能联动社会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企业、

社会组织、乡贤、居民等）参与的项目。

（四）社区发展

1．资助范围：资助村（居）委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在顺德

推动的社区发展、社区营造、基层治理等相关项目，例如培育社

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议事协商、推动参与式社区规划等项目，

以便于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强社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2．申请主体：顺德区内的村（居）委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3．申请条件

（1）认同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及目标。

（2）项目能够回应社区发展性需求的。

（3）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在顺德区内开展服务；已登记注册

不少于 1 年且有稳定的业务内容；具有开展相关服务的经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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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团队稳定，能直接负责项目的设计、筹备、管理和实施。

（4）优先考虑：能联动多元主体（如社会组织、企业、乡贤、

居民等）参与，撬动更多社区资源的项目。

（五）行业支持

1．资助范围：非限定性资助，资金用于机构运营、发展及

能力提升等，帮助解决发展过程的困难。

2．申请主体：服务于顺德且在顺德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3．申请条件

（1）认同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的宗旨及目标，符合基

金会发展方向。

（2）成立时间不少于 1 年，有强烈认同感和相对稳定的核心

团队。

（3）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内容，且社会需求大。

（4）组织正面临发展困难，且团队有改变的强烈意愿、较清

晰方向和目标。

四、资助金额及周期

（一）资助金额：教育发展、社区照顾、文化保育及社区发展

领域，单个项目原则上最高金额50万/年；社会组织非限定性资

助，单个机构最高20万/年。

（二）资助周期：每次申请项目执行周期为1年。项目结项评

估优秀者，可考虑连续资助。原则上资助不超过3年。

五、资金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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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发展领域

1.园舍环境提升：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场地、休息环境、洗手

间改造，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达到场地安全、明亮及干净，有

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及成长。

2.硬件设施添置：户外设施如滑梯、平衡木、钻爬类玩具；

室内设施如睡床、电视或多媒体仪器、桌椅、储物柜、音响等。

3.图书、教具及玩具添置：选择适合3-6岁幼儿发展的图书

及益智类玩具。

4.教学质量提高：开展提升教学质量的教学研究活动的所必

要费用，包括课程建设、课题研究、教研项目、教学成果交流和

激励等；建设师资队伍；优化启蒙教育课程等。

5.幼教素质提升：与相关教育部门商议，通过培训、参观、

分享交流等形式，选取合适的教育机构、培训内容，不断提升幼

师素质。

（二）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领域

1．人员劳务成本：为实施项目所必需承担的人员劳务费用，

例如项目人员薪酬、外聘专家或人员的劳务费用等。

2．服务/活动成本：为实施项目所必需发生的执行费用，举

办活动、培训、会议等所需的物资或服务费用；交通、差旅费用；

临时参与者的保险、补贴等费用；项目宣传及知识产品制作费用

（包括编写、印刷宣传物料，建立数据库，编写印刷研究报告、

图书等）；以及其他合理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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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修缮与维护成本：因实施社区公益项目需要公共空

间建设而进行的古旧建筑修缮、必要的设备设施添置及完善，包

括但不限于无障碍环境改造、消防安全改造、功能场室维护等合

理开支。

4．管理费用：机构运营成本可合理摊分，包括资产折旧及

摊销、行政人员成本摊分、日常办公耗材、税费等日常行政费用。

原则上不超过项目预算的 10%。

5．不支持的费用包括：聚餐、饮酒、娱乐消遣、大额礼品

以及其他非项目实施必须的费用；不可预见费用。

（三）行业支持领域

社会组织发展的非限定性资金，用于机构运营、发展及能力

提升，包括但不限于团队建设、人力资源体系、战略规划、筹款

管理、品牌传播、运营管理、知识生产、伙伴关系及网络建设等

组织发展方面。

六、申请方式

（一）仔细阅读资助公告及相关附件，按要求填写完整，并

重新命名。

项目申请资料下载地址：

1．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官网：http://www.shundecf.org

2．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微信公众号，点击“和美社区”

（二）打开以下对应的提交链接，填写并上传附件，全部完

成后点击提交，显示成功提交提示，即完成项目申请。须上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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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请使用电脑操作。

1．教育发展：http://lxi.me/euqyl

2．社区照顾、文化保育及社区发展：http://lxi.me/s3sec

3．行业支持：http://lxi.me/qlerq

七、申请时间

本资助计划常年开放接受申请，以季度为周期，分批评审。

2019年安排时间如下：

1．春季：3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5月中旬公布

结果。

2．夏季：6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8月中旬公布

结果。

3．秋季：9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11月中旬公布

结果。

4．冬季：12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2020年2月中

旬公布结果。

八、资助流程

（一）项目申请：符合申请条件，提交简单的意向申请，保

证信息真实、完整。通过基金会初步筛选后，再通知入围项目提

交详细申请资料。

（二）考察评审：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实地走访项目点，

与项目申请方、合作方、项目所在镇（街道）或其相关职能部门、

村（居）委会等利益相关方进行面谈沟通；获评审委员会三分之

http://lxi.me/qle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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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评委推荐的项目，将提交理事会审议。

（三）公告拨款：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评审结果，签订

资助协议及拨款。

（四）监测评估：日常持续沟通，定期提交项目执行报告；

项目结项评估。

九、联系方式

（一）申请咨询

1．教育发展及社区发展：李小姐，0757-22385092，

lixingting@shundecf.org

2．社区照顾及文化保育：刘小姐，0757-22385091，

liuqianwei@shundecf.org

3．行业支持：谢小姐，0757-22385090,

xieguihua@shundecf.org

（二）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基三路22号新桂

楼二层德胜基金会

十、附件

请根据申请领域选择合适的申请意向书/申请书、预算表。

附件1.《项目申请意向书》（适用于教育发展领域）

附件2.《项目申请意向书》（适用于社区照顾、文化保育及

社区发展领域）

附件3.《项目申请书》（适用于行业支持领域）

附件4.《项目预算表》（适用于行业支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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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 年 1 月版）

和美社区计划 教育发展 项目申请意向书
（请如实且完整的填写以下内容，如存在资料与事实不符等情况，将取消申请资格。）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幼儿园全称

项目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街镇及社区 镇（街道） 社区

园舍地址

办园性质
公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 村居自主经营幼儿园

村居对外承包幼儿园

办园等级  未评定  规范化  区一级  市一级  省一级

在园幼儿数 预计未来三年幼儿数

幼儿园情况概述

（500 字以内）

包括但不限于幼儿园发展历史、发展目标、师资情况、教学设备设施配备、

社区参与管理情况【村居或家长参与度】、取得成果等。

二、项目概述

1.请简要列出提升改造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规模、规格、数量、用途等。金额：万元）

类别 内容 预计金额

 园舍环境提升

 硬件设施添置

 图书、教玩具添置

 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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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预计金额合计

3.项目资金来源

拟申请基金会

资助金额

镇（街道）

拟配套资金

村居

拟筹集资金
其他资金

4.预期效果

三、其他

选填，可补充与项目申请相关的其他信息。

提交说明：

1、填写字体请设置为小四、微软雅黑体，行距为单倍行距；如表格行次不足，

请自行添加。

2、请提供反映幼儿园现状、需改造内容照片若干（照片资料：10 张以内，照片

格式为.jpg、jpeg。请勿放在 word 文档里，整理成压缩文件并上传至指定链接）。

即附件 2。

3、文件命名格式：附件 1.项目申请意向书-教育发展-机构名称-申请金额

附件 2.其他-教育发展-机构名称

4、提交链接：http://lxi.me/euqyl

http://lxi.me/euq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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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 1 月版）

和美社区计划 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
项目申请意向书

（请如实且完整的填写以下内容，如存在资料与事实不符等情况，将取消申请资格。）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全称

联合申报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选填。

项目预算金额

（万元）

项目预算总金额 拟申请基金会资助总金额 其他资金来源

预算主要用途
请简要描述本次申请资金计划用于哪些方面的支出，各部分金额分别

是多少。

项目领域
 社区照顾（ 社区养老  精神残障照顾）

 文化保育  社区发展

实施地点 镇（街道） 社区

项目背景及

发起原因

（300 字以内）

请以精炼的文字，简要描述项目针对的具体社区问题是什么？问题产

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必要解决？

项目简介

（300 字以内）
请以精炼的文字，简要描述主要活动内容、预期成效。

受益群体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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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单位基本信息

项目负责人姓名 电话 邮箱

机构简介

（300 字以内）

请简要介绍机构成立时间、宗旨、主要业务和团队基本情况。

最近三年相关

项目经验简介

项目名称 内容及成效 经费来源及金额

财务信息

2018 年收入 万元

2018 年支出 万元

年末净资产结余 万元

三、其他

选填，可补充与项目申请相关的其他信息。可以附件提交，即附件 2.

提交说明：

1、填写字体请设置为小四、微软雅黑体，行距为单倍行距；如表格行次不足，

请自行添加。

2、文件命名格式：附件 1.项目申请意向书-XX 领域-机构名称-项目名称-申请金额

附件 2.其他-XX 领域-机构名称-项目名称

3、提交链接：http://lxi.me/s3sec

http://lxi.me/s3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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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 1 月版）

和美社区计划 行业支持
项目申请书

（请如实且完整的填写以下内容，如存在资料与事实不符等情况，将取消申请资格。）

第一部分 项目详细信息

一、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注册时间 注册形式
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

社会团体 基金会

机构简介

（300 字以内）

请简要介绍机构宗旨、定位和主要业务。

项目预算金额

（万元）

项目预算总金额 拟申请基金会资助总金额 其他资金来源

二、项目概述

未来三年发展预

期目标

目标应清晰明确，能实现，可衡量。

发展面临的问题
为实现以上目标，希望通过本期资助解决机构发展哪方面的问题？

应对问题的策略/

工作方法

针对以上问题的应对策略是什么？计划开展哪些工作？请简要列明。

三、具体计划（针对发展瓶颈的行动方案。可按需要自行添加行数。）

时间 活动内容/工作方法 预期成效 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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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机构详细信息

一、联系信息

机构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电话

机构负责人姓名 电话 邮箱

项目负责人姓名 电话 邮箱

二、核心业务

核心业务 该业务的核心利益相关方 资源来源及可持续性 人力资源投入

三、财务管理

会计制度 正在使用的会计制度；财务软件/手工记账

财务人员配备 出纳、会计的人员投入方式、专业资质情况

四、近三年收支情况（所填写数据请与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类别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总收入

总支出

年末净资产余额

五、团队情况

全职员工总数 理事会人数

其中：不满 1 年的员工数 兼职员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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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的员工数 志愿者人数

3 年以上的员工数

六、薪酬情况（含税/五险一金/各项福利待遇。金额单位：万元/年）

最高薪酬 最低薪酬 平均薪酬

第三部分 附件

相关资料

1、请提交机构上一年度年检（度）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或

最近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即附件 3。

2、如有相关资料，请列明清单，并以附件形式提交。即附件 4。

提交说明：

1、填写字体请设置为小四、微软雅黑体，行距为单倍行距；如表格行次不足，

请自行添加。

2、文件命名格式：附件 1.项目申请书-行业支持-机构名称-申请金额

附件 2.项目预算表-行业支持-机构名称-申请金额

附件 3.年检/审计/财务报告-行业支持-机构名称

附件 4.其他-行业支持-机构名称

3、提交链接：http://lxi.me/qlerq

http://lxi.me/qle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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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预算明细表

申请单位： 项目周期：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申请金额： 资助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具体开支
预 算 明 细 拟申请

资助金额

基金会

审批金额
详细说明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1.活动/费项 ：支出合计 0.00 0.00 0.00

1.1 0.00

1.2 0.00

2.活动/费项 ：支出合计 0.00 0.00 0.00

2.1 0.00

2.2 0.00

3.活动/费项 ：支出合计 0.00 0.00 0.00

3.1 0.00

3.2 0.00

4.活动/费项 ：支出合计 0.00 0.00 0.00

4.1 0.00

4.2 0.00

总 计 0.00 0.00 0.00

备注：如表格行数不足可自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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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社区计划”项目评审标准

一、评审主体

评审委员会主要由基金会理事会、秘书处、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人员以及行业和领域专家组成。

二、评审标准

基金会对所申请项目的评审围绕以下标准，并根据各领域具

体项目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序号 标准 详细内容

1 问题分析
有清晰准确的背景及问题成因分析，以及相对应的解

决办法

2 目标 有明确的目标人群和预期影响

3 方案 制定合适的策略，且设计能达成目标的活动

4 公平 活动/服务有充分照顾到利益相关群体

5 预算 预算清晰及合理，投入产出比高

6 资源
能充分动员社区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场地、人力、资

金支持等）

7 监测管理 对活动/服务的进度和质量，有科学的监测和管理机制

8 成效 具有明显的成果与社会影响力

9 可持续 项目结束后，可以把相关的活动继续下去，形成机制

10 宜推广 可以总结出有效的模式，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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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019 年“和美社区计划”项目申请 Q&A

Q1：哪些单位可以申请项目？

A：1.教育发展领域:顺德区内的村居幼儿园，包括公办、民

办、村居自主经营以及对外承包的幼儿园；

2.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领域:顺德区内的村（居）

委会;服务于顺德的公益性非营利机构，登记注册形式可包括社

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

3.行业支持-非限定性资助:仅面向已在顺德登记注册的社

会组织。

Q2：顺德区以外的单位能否申请？如能申请，需要符合哪些条

件？

A：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三个领域接受顺德区以

外登记注册的单位申请，但所申请项目的服务地域范围限于顺德

区内。教育发展和行业支持-非限定性资助不接受顺德区外单位

申请。

Q3：同一单位可以申请多少个项目？

A：申请项目应综合考虑社区真实需求、机构自身服务能力

和资源缺口情况等因素，结合本计划的资助范围、申请主体及申

请条件，理性申请。基金会原则上暂不设申请数限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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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两个或以上单位联合申报，该如何写申请主体？

A：本计划鼓励多元主体合作开展项目。在填写项目申请意

向书时，应由项目的主要执行方填写，其他联合单位可以在“联

合申报单位”一栏中填写。

Q5：如果所申请项目已获得其他资源方支持，还能申请 2019 年

“和美社区计划”的资金吗？

A：可以。但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如实列明已获资金情况，即本计划的项目资金要与其他

资源方的区别开；

2. 不能是同一个项目重复申请，即执行内容及指标不作重

复资助；秘书处将对资助信息进行核查，向其他资源方了解项目

情况；

3. 确保所申请项目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开展执行。

Q6：项目资金是否允许购买固定资产，如办公设备、场地修缮？

A：1.教育发展领域资助范围包括支持村居幼儿园园舍环境

提升及硬件设施添置。

2.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领域资助范围包括支持因

实施社区公益项目需要公共空间建设而进行的旧建筑修缮、必要

的设备设施添置及完善，包括但不限于无障碍环境改造、消防安

全改造、功能场室维护等合理开支。

Q7：项目预算可以包括人员费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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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教育发展领域不支持人员薪酬费用；

2.社区照顾、文化保育、社区发展及行业支持领域可以支

持人员费用，必须是为实施项目所必需承担的人员劳务费用，例

如项目人员薪酬、外聘专家或人员的劳务费用等。

Q8：项目周期如何规定？

A：每次申请项目执行周期为 1 年。

Q9：资金拨付和管理是怎样的？

A：依据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结合《项目资助协议》和项

目实际进展情况，分批向受资助机构拨付项目资金。具体拨付情

况以资助协议约定为准。

Q10：申请流程包括哪些步骤？

A：为减少申请方的工作量，2019 年资助申请试行简化申报。

即针对教育发展、社区照顾、文化保育和社区发展四个领域，申

请方只需要先提交一份简单的《项目申请意向书》，通过初筛后，

再进一步提交详细的申请资料。

Q11：申请截止时间？

A：本资助计划常年开放接受申请，以季度为周期，分批进

行评审。2019年安排时间如下：

春季：3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5月中旬公布结果。

夏季：6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8月中旬公布结果。

秋季：9月20日中午12：00截止申请。预计11月中旬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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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12 月 20 日中午 12：00 截止申请。预计 2020 年 2 月中

旬公布结果。

温馨提醒：本计划年度预算有限，先申请先评审，用完即止。

Q12：项目评审方式是怎样的？

A：本计划的评审工作由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结合进行：

1. 申请材料查核。对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2. 面谈沟通。与项目申请方、合作方、项目所在镇（街道）

或其相关职能部门、村（居）委会等利益相关方进行面谈沟通。

3. 实地走访。根据实际需要，实地走访项目实施点。

Q13：申请资料在哪里可以获得？

A：资助公告及申请资料下载地址：

1．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官网：http://www.shundecf.org

2．广东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微信公众号，点击“和美社区”

Q14：如何提交申请材料？

A：打开以下对应的提交链接，填写并上传附件，全部完成

后点击提交，显示成功提交提示，即完成项目申请。须上传

附件，请使用电脑操作。

1．教育发展：http://lxi.me/euqyl

2．社区照顾、文化保育及社区发展：http://lxi.me/s3sec

3．行业支持：http://lxi.me/qle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