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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概况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Wenya Foundation，简称“文和至雅基金会”）成立于 2019 年 6 月，基金

会的定位是 资助型基金会 和 行业支持机构，设立的宗旨是支持公益行业发展，发展教育事业，关注人类健康，

促进社会和谐。基金会在公益行业支持、教育、医疗救助等领域开展资助。
教育领域

奖学金

- 文雅高考中考奖学金项目

- 文雅高中奖学金项目

助养金

- 文雅少年成长计划

人才培养

- 文雅 EMP 奖学金项目

- 文雅 MPS 奖学金项目

机构支持

- 文雅种子基金项目

项目支持

- 凉山州文雅班——
特殊困难儿童陪伴成长项目

- 布拖县补莫小学综合管理
能力提升项目

- 旺苍县阅读教育项目

- 中国资助机构组织管理指南
研发项目

- 《中国非营利评论》编辑出版
项目

-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甘肃）支教与联赛项目

公益支持

项目类型及分布

理事长
郭宏伟 天水文雅爱心基金会秘书长

副理事长
王 羽 北京环球中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监事
李素雪 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理事（按姓名拼音排序）

蒋能三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 弘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 文
刘丽波
孙 晋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深圳市羲辰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深圳寰球众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理事 / 监事会
教育领域：

· 奖学金项目在甘肃的天水、武威、陇南、庆阳、平凉、定西 6 市
和宁夏的固原市实施

· 文雅少年成长计划项目在甘肃 10 市州实施，其中天水、武威、
陇南、白银、临夏、兰州、甘南、平凉和定西等 9 市州学生由本
基金会支持

公益支持：

· 文雅 EMP 奖学金项目和文雅 MPS 奖学金项目均面向全国招募，
目前 31 名学员分布在四川、浙江、甘肃、广东、湖南、陕西、北京、
云南、内蒙古、湖北、贵州、西藏、江苏、青海、山东、江西、
宁夏等地

· “项目支持”类型项目分别在北京、甘肃、深圳、四川旺苍县和
四川凉山州落地

· 文雅种子基金支持的机构分布在上海、广州和南宁

基金会概况

基金会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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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概况

2021 年度项目数据 2021 年大事记

教 育 领 域

公 益 支 持

年度收入支出

2,781,000 元 2,781 人

发放奖学金

5,552,900 元 1,951 人

发放助养金

10 人 6 个

支持公益人才 支持公益项目

5 家

支持公益机构

捐赠收入 98.42 % 其他收入 1.58 %
15,314,894 元

年度收入

11,792,240 元

年度支出

业务互动成本支出 97.76 % 管理支出 2.24 %

文雅高中奖学金项目活动
启动实施

基金会
官方网站上线

项目在甘肃、宁夏七市举办奖学金 活动，为
2,781 名中学生发放奖学金 278.1 万元

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

审议基金会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 年工
作计划，完成基金会理事增补，理事长（法人）
和副理事长变更，以及章程变更。

03日
4
月

27日
5
月

2021 姚基
金希望小学
篮球赛甘肃
赛区省级联
赛举行

比赛在临夏广河县举行，16 所学校参加比赛

26日
7
月

四川布拖县补莫小学综合管理
能力提升项目开始实施

项目招聘的生活老师入驻学校，结合基础生
活物资，从卫生干预入手，改善学生行为习惯，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18日
9
月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甘肃）
支教活动启动

西北民族大学派出 65 名志愿者分赴甘肃皋
兰、礼县和广河三县，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体
育支教活动

14日
5
月

09日
3
月

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召开

通报了基金会法人治理自查自纠工作结果，
通过了基金会地址变更事宜

02日
6
月

获 2020-2022 年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资格 03日

12
月

凉山州文雅班项目再开新班

项目在凉山州民族中学开设 新班，支持 60
名 2021 级初中生学习成长

9
月

23日
9
月

文雅 MPS 奖
学金首届获
奖者入学

四名学员获得奖学金

文雅少年成长计划
资助学生回访工作启动

回访从天水地区开始，对象为
项目在资助中学生

08日
10
月

第六期文雅 EMP 奖学金
获得者入学

六名学员获得奖学金

24日
12
月

项目支持的《中
国非营利评论》
第二十七卷出版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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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

本年度，基金会奖、助学项目在甘肃、宁夏持续推展。项目实施过程中，

基金会与合作单位深度互动，逐步完善项目流程和制度，并不断优化、丰

富项目内容，为文雅学子们提供更多元、更精准的支持。

受疫情影响暂停了一年的文雅高中奖学金项目本年再次实施。本次

项目实施地区新增甘肃武威、定西两市，覆盖学校扩展至 87 所，规模创

新高。在励志演讲环节，基金会邀请到多名不同领域的杰出人士担任演

讲嘉宾，以“自立、立人”为题，与同学们展开生动有趣的分享和讨论，参

与师生均表示收获颇丰，支持基金会多组织这种形式的互动活动。

文雅少年成长计划自 2020 年 11 月确定所有资助学生名单后，资助

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本年度，项目着重加强对资助学生的关怀

和陪伴：甘肃各级团委在暑假期间组织多场不同主题的营会活动，丰富

学生们的假期生活，增强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基金会开始学生回访工作，

了解其生活、学习近况。

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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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域

文雅高中
奖学金项目

合作单位：

- 甘肃：甘谷县教育局 / 武山县教育局 / 清水县教育局 / 张家川县教育局 / 

陇南团市委 / 平凉团市委 / 庆阳团市委 / 武威团市委 / 定西团市委

- 宁夏：泾源团县委 / 隆德团县委

项目由基金会发起成立，通过为欠发达地区品学兼优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和励志演讲，旨在激励孩子们

坚定读书改变命运的志向，引导文雅学子们建立“反哺家乡、传承公益”的信念。

项目扎根欠发达地区，面向中小学生，通过为入选计划的学生提供持续资助，支持文雅少年们完成从小学

到普通高中阶段的学业，陪伴他们成长成才。项目在甘肃省 10 个市州开展。其中，武威、天水、陇南、白银、临夏、

兰州、甘南、平凉和定西等 9 个市州由我基金会支持，庆阳市由天水文雅爱心基金会支持。

文雅少年成长计划
合作单位：甘肃团省委 / 天水文雅爱心基金会

19 场

励志演讲 继承“故事换故事”的演讲传统，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李素雪律师、姚基金

叶大伟秘书长和甘肃蓝天救援队於若飞队长，以“自立、立人”为题，给同学们分享各自的成

长历程和公益路上的见闻感悟，激励同学们找准人生目标，并为之奋斗努力。

10 月起，项目率先在天水市启动资助学

生回访工作。志愿者在团委的陪同下，走访在

资助的中学生，耐心聆听他们的生活近况和

成长困惑，派 发文具和课外读物，为同学们

送上鼓励和支持。其他 9 市州的回访工作在

来年将继续推进。

87 所

项目学校

分布于甘肃武威、定西、庆阳、

平凉、天水、陇南和宁夏固原

等 7 市 39 区县

发放证书及奖学金

奖励项目学校高一、高二及初三各级前 15-40 名， 每人奖励 1,000 元

2,781 人 2,781,000 元

入选项目学生

2,335 人

学生回访

项目累计发放助养金

我基金会累计发放 9,711,900 元，本年度发放 

5,552,900 元

持续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将获资助至高中毕业

11,718,300 元

- 小学阶段 -
每年资助 2,000 元

分上下半年发放

- 中学阶段 -
每年资助 3,600 元

按月发放

现正资助学生：

1,919 人（      小学生 479 人 /      中学生 1,440 人）

完成资助学生：

416 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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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在公益支持领域，基金会持续开拓新项目，进行多项尝试和探索。

在实施文雅 EMP 奖学金项目的基础上，基金会继续以“课程奖学金”

的形式，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合作开展文雅 MPS 奖学金项目，为 MPS

公益慈善领军人才研修班的优秀学员提供全额学费奖学金，支持公益人

才全人发展，提升业务能力。

凉山文雅班——特殊困难儿童陪伴项目再添新班，支持更多困境学子

健康成长，项目辐射当地数百个学生家庭。

此外，基金会尝试支持更多不同类型的公益项目，其中包括：支持《中

国非营利评论》期刊的编辑出版，从学术领域推动公益行业发展；支持姚

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项目落地甘肃，为当地小学创造“以体育人”的教育

土壤；支持四川布拖县补莫小学综合管理能力提升，探索少数民族地区

乡村学校提升管理水平的路径和方法。

公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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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文雅EMP奖学金项目 文雅MPS奖学金项目
合作单位：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 天水文雅爱心基金会 合作单位：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项目由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捐资支持，基金会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共同发起。旨在专项支持深耕

一线，深具领导力潜质和行业担当精神的优秀公益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就读 MPS 公益慈善领军人才研修班。

项目通过书院公益慈善全人教育的培养模式，陪伴和助力优秀的公益慈善从业人员创新卓越成长。

项目由基金会捐资支持，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共同发起，旨在定向资助长期专职从事公益慈善实践的优秀

领导者和公益创业青年就读国际慈善管理 EMP 课程，支持优秀公益从业者和青年公益人才专业成长。项目已

开展六期，前两期由天水文雅爱心基金会支持，自第三期开始由我基金会支持。

4,456,000 元

六期项目捐资

31 名

累计支持优秀公益人

优秀公益机构、项目发起人或主要负责人

同等条件下，来自欠发达地区一线机构申请者优先

提供 EMP 课程学费支持

邀请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团对申请者进行层层严格筛选

培养 高端公益慈善管理人才及领袖

4 名

首期项目支持优秀学员

深耕一线的优秀公益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

同等条件下，来自欠发达地区申请者优先

提供 MPS 课程学费支持

通过实地考察与集中面试评选出获奖学员

重点培育学员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公益慈善实践能力

肖威
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

刘纪（清昭）
烟台爱力罕见病公益中心

谈际震
南昌彩虹健康咨询公益服务中心

孙建涛
山东省泗水县微公益协会

俄项（阿旺美久）
青海省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

王湘妮
云南省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第六期奖学金获奖名单

吉曙光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肖林
吴忠市至善社会工作发展
服务中心

郑雪敏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
服务中心

王旭
兰州市安宁区爱源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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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凉山文雅班
——特殊困难儿童陪伴成长项目

布拖县补莫小学
综合管理能力提升项目

合作单位：凉山州玛薇社工发展中心 合作单位：广东省百蹊教育基金会

基金会资助玛薇社工发展中心在四川凉山开设文雅班，为项目帮扶的特殊困难儿童提供持续的生活、学

习基本支持，并通过专业社工陪伴及素养教育课程，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基金会资助百蹊教育基金会在布拖县补莫小学推行整校综合管理提升项目，探索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

提升管理水平的路径和方法。项目从卫生干预切入，为在读学生提供物资支持和学习激励，设立生活老师，与

学校联合推行、引导，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及行为习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800 名

直接惠及学生

180 名

资助中学生

— 生活补助 — — 陪伴成长 —

餐食补助 生活用品 学习用品 个案辅导 素养教育 营会活动

缩短城市适应期 / 培养良好学习生活习惯 / 助力控辍保学 / 提升高中升学率

物资补助支持 + 生活老师引导

校服 毛毯 洗衣机 收纳箱 教辅材料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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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旺苍县阅读教育项目 中国资助机构
组织管理指南研发项目合作单位：杭州市上城区六和青少年阅读服务中心

基金会资助六和青少年阅读服务中心在四川旺苍县实施阅读教育项目，改善当地 17 所城乡小学图书资源

不足的问题。项目通过公益组织、教育部门和项目学校三方合作，提高当地学生的阅读学习能力。

合作单位：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

项目由基金会捐资，支持资助者圆桌论坛开

展资助机构组织管理机制研究，研发中国资助机构

的组织管理框架指南，协助中国资助机构建立规范、

专业、高效的组织管理机制，以期更加有力地支持

中国公益部门的发展，推动社会问题解决。

项目产出：

· 《高效理事会》手册

· 《理事会绩效——来自秘书长的观察》

刊物定位为中国非营利研究最具影响力之期

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非营利部门最重要的学术窗

口。基金会为期刊的编辑出版提供资金支持，希望

推进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力与学术影响力，打造公益

慈善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权、中国理论，更好地发

出中国声音。

11,320 册

配置优质图书

《中国非营利评论》编辑出版项目
合作单位：明德公益研究中心

160 个

班级阅读角

7,040 名

受益学生 捐建图书角
科学选购学生

适读图书

教师培训
提升阅读教学

能力

校长培训
创造良好阅读

环境

覆盖旺苍县 17 所城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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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

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甘肃）
支教与联赛项目
合作单位：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

项目以篮球为载体，通过硬件捐

赠、师资支持、篮球集训和联赛，定向

支持甘肃兰州市皋兰县的 12 所乡村

学校，弥补当地体育教学落后、体育活

动缺失的现状，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

了解篮球、感受体育精神，身心全面发

展。项目组织了高规格、高水平的县级

比赛、省级联赛和全国大赛，让更多乡

村孩子有机会在更高的舞台展示他们

的篮球技艺和自信风采。

项目面向有成熟公益项目的机构，为其提供长期非限定资金、能力建设等支持，助力机构能力提升，协助

其扩大项目和社会影响力。2021 年，多个种子基金项目顺利完结，受助机构渡过疫情后的运营困境，筹资及其

他专业服务能力均获得显著提升。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在项目执行期内支持了四名麻风康复村大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编辑出版了一套麻风

康复者故事丛书，帮助大众对麻风康复者群体建立正确认知，推动麻风康复者支持活动发展。

南宁市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一系列线下活动，发掘更多项目支持者，建立起月捐筹资模式，打破

机构过往资金来源单一的劣势。在困境儿童帮扶服务中，机构整理了 30 多个案例，梳理出各个关联的部门的

工作程序、要求和政策文件，支持当地其他困境儿童帮扶机构开展工作。2022 年，种子基金将继续支持该机构

开展第二期项目。

文雅种子基金项目

南宁市西乡塘区安琪之家
康复教育活动中心

安琪之家机构发展
支持项目（第二期）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

麻风历史保护
及助学项目

上海闵行区吴泾朴质公益
儿童关爱服务中心

朴质 2.0 成长计划
广州市海珠区满天星
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阅读马拉松项目

已完结项目

南宁市同心源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同心源机构能力建
设项目（第二期）

正在实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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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产 1 6,174,330.83 76,889.94 短期借款 62

短期投资 2 9,616,073.52 应付款项 63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5

其他应收款 4 应交税金 66 2,446.08 3,424.97

预付账款 8 预收账款 71

存货 9 其他应付款 72

待摊费用 15 5,000.00 预提费用 73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投资

18 预计负债 74

其他流动资产 2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5

流动资产合计 6,174,330.83 9,697,963.46 其他流动负债 80

流动负债合计 2,446.08 3,424.97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减：累计折旧 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负债合计 2,446.08 3,424.97

文物文化资产 35

固定资产清理 38 净资产：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6,171,884.75 9,694,538.49

限定性净资产 105

无形资产： 净资产合计 6,171,884.75 9,694,538.49

无形资产 41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6,174,330.83 9,697,963.4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6,171,884.75 9,694,538.49

资 产 负 债 表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2,900,000.00 800,000.00 13,700,000.00 15,000,000.00 73,209.19 15,073,209.19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235,828.28 235,828.28

其他收入 9 14,977.61 14,977.61 5,856.52 5,856.52

收入合计 11 12,914,977.61 800,000.00 13,714,977.61 15,241,684.80 73,209.19 15,314,893.99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9,401,549.70 9,401,549.70 11,528,612.30 11,528,612.30

（二）管理费用 21 167,986.62 167,986.62 263,627.95 263,627.95

（三）筹资费用 24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9,569,536.32 0.00 9,569,536.32 11,792,240.25 0.00 11,792,240.2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800,000.00 -800,000.00 0.00 73,209.19 -73,209.19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4,145,441.29 0.00 4,145,441.29 3,522,653.74 0.00 3,522,653.74

业 务 活 动 表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2021 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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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15,073,209.19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5,856.52

现金流入小计 15,079,065.7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0,819,054.6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638,746.71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182,792.28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55,667.70

现金流出小计 11,796,261.3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282,804.3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3,183,926.48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235,828.28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13,419,754.76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无能力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22,8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入小计 22,8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9,380,245.2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值净增加额 61 -6,097,440.89

现 金 流 量 表
深圳市文和至雅公益基金会

2021 年 单位：人民币元

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