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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丹姿基金会简介：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简称：丹姿基金会）是一家由广东丹姿集团捐资成立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募慈善基金会。 

2007 年创立于企业内部，2013 年注册成为非公募基金会，实现首次机构转型，并

通过不断完善的内部治理与制度建设，以专业视角融入落后地区教育帮扶、精准扶贫与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教育推广、灾害响应与灾后重建、社区弱势人士关怀等领域；2017

年成功申请公开募捐资格，实现二次专业转型；2018 年成立独立党支部，2019 年起正

式涉足公益慈善行业推动和乡村振兴领域，2021 年启动“碳中和生态公益林”项目。 

 

丹姿基金会始终坚持以国家政治、经济、民生、环境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态势，引

领企业社会慈善责任进程的发展，从焦点项目实操、资助热点事件等“1.0 传统慈善模

式”，逐步迈向行业发展、大数据、乡村振兴和双碳计划等战略性支持，并竭力追求项

目“品牌化/差异化/效能化”，最终形成企业基金会“2.0 现代公益模式”，实现机构

组织形态和公益项目结构的全新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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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姿基金会理事会组织架构 

 

 

二、 基金会使命与愿景： 

使命：让人类多一分美丽、幸福与平等。 

愿景：创造现代民营企业社会慈善责任效能最大化。 

 

三、 基金会基层党建成果简介： 

 

2018 年 8 月 23 日，中共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支部委员会（本刊简称：基金会党

支部）正式成立，宣布了丹姿基金会从此踏上“政治导向、党建引领”之路。自此，强

化基层党建工作也成就了机构在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的累累硕果。 

基金会党支部始终自觉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同频共振、与国家发展同向发力，以高

度的党性觉悟和严谨的工作方式为原则，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企业社会慈善责任精神

为准绳，积极推动丹姿基金会参与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城乡社区共治共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和“双碳计划”等中央战略之中，真正体现和发挥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和社

会关系中有效的协调作用。 

2020 年，基金会党支部接受《大社会》杂志专访，并形成《丹姿基金会让党旗在

理事会

（法人兼理事长：1人）

秘书处

（专职秘书人：1人）
理事（5人）

财务处

（集团财务中心托管）

监事会

（监事长：1人；监事：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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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慈善实践的大道上飘扬》专题报道；同年，被纳入“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 001

号党建工作站”。2021 年，在参加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开展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中荣获第三名；在同年“两优一先”表彰评比中，基金会党支部和

支部书记个人分别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四、 丹姿基金会行业资格： 

1. 独立法人资格 

2. 慈善组织资格 

3.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4. 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5.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五、 丹姿基金会行业角色： 

(一) 国家级 

1. 中国慈善联合会理事单位 

2. 中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救灾委员会委员单位 

3. 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战略合作单位 

(二) 省级 

1. 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001 号党建工作站”成员单位 

2. 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 常务副会长单位 

3. 广东省民营企业家联合会 副会长 

(三) 市级 

1. 广州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 成员单位 

2. 广州市社会服务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单位 

3. 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理事单位 



让人类多一分美丽、幸福与平等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 

4 
 

六、 丹姿基金会发展历程： 

 2007 年：在丹姿集团企业内部成立“丹姿人基金会”（非正式编制部门），发

起企业员工及亲属疾病关爱及合作伙伴困难互助等爱心活动。 

 2008 年：组织员工为“5.12”汶川地震捐款捐物，并将爱心物资直接运达灾

区，基金会公益行动也开始从企业内部走向社会\公众。 

 2009 年：通过企业高管（个人）捐资救助河南省信阳市失学孤儿兄妹，基金会

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开启扶贫济困活动。 

 2010 年：通过广东省红十字会为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捐款；同年，基金会更

名为“丹姿爱国者基金会”。 

 2011 年：基金会发起“四川二坪小学‛两个馒头′午餐支持项目”、“云南慧源

完小爱心食堂援建项目”，正式开启了基金会山区助学行动（其中：“四川二

坪小学‛两个馒头′午餐支持项目”更是有效持续了 10 年）。 

 2012 年：经过专业运作，基金会首批（100 口）“丹姿集雨水窖”在云南省曲

靖市陆良县龙海乡雨古村援建成功，首个“山区农村人畜饮水管网”工程也在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东山乡完工，“丹姿甘霖计划”正式开启品牌化打造。 

 2013 年：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在广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正式成为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实现了企业慈善部门的首次职业化转型。 

 同年，第一栋“丹姿教学楼”在广东省清远市连南县三排镇东芒小学竣工；第

一座“丹姿便民桥”也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汪洞乡池洞村建成通车；“4·20 雅

安地震”后，基金会首次以专业态度参与自然灾害响应。 

 2014 年：获聘为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第三届）常务副会长单位；第一个百万

元灾后重建项目——四川眉山市洪雅县东岳镇柳新中心小学教学楼、食堂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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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启动，次年投入使用（该校后更名为“柳新丹姿思源中心小学”）；同

年，发起首个灾后过渡安置阶段关怀项目——“昭通震后暖冬行动”。 

 2015 年：通过强化基金会内部治理（尤其是财务管理），首次取得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后每年均顺利办理延期）；同年，植入

知识产权保护概念，成功申请基金会 LOGO 和“丹姿甘霖计划”项目名称《商

标注册证》。 

 2016 年：通过严格执行慈善领域各相关法律法规，并取得良好成效，首次获得

基金会中心网上透明度指数（FTI）100 分，并列全国第一（后每年均名列前

茅）；同年，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及其救灾委员会会员单位，并在全国

“万企帮万村”战略部署下，捐资百万元完成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环县

500 口“丹姿·光彩水窖”援建工程。 

 2017 年：成功完成基金会内部治理“三部曲”：正式取得“慈善组织”资格认

定，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4A）标准审定，获得“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暂时属于目前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家“公募型”民企基金会）。同年，应邀加

入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人道救援网络。 

 2018 年：首次开展大型公开募捐活动，完成 250 多万元的“粤剧界扶危济困

筹款义演筹款活动”，开启了丹姿集团社会慈善事业的新阶段、新模式；同

年，发起“水密码·珠江水环保（百万行动）计划”，并开设“水密码—百名女

性公益人才培养计划”公益项目，正式涉足公益行业推动（组织培力与人才培

养）领域。 

 2019 年：继 2016 年度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会员单位后，于本年度被升级

为（第二届）理事单位。同年，首次发起“丹姿云南乡村振兴种子计划（三年

规划）”和“吾水地图﹒揭秘乡村水密码——中国水安全可视化信息平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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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项目，正式涉足乡村振兴和公益大数据领域；并再次开展大型公开募捐活

动，为青海省果洛州多杰旦民族学校筹集运营费用 140 多万元。 

 2020 年：获聘为公国慈善联合会乡村振兴委员会委员单位、广东省社会组织总

会（第四届）常务副会长单位；首次参与政府公益创投大赛，获得首笔政府购

买服务资金，发起“社区慈善组织培力与人才培养计划”，并首次参与系统编

撰公益行业培训教材《社区慈善组织培育发展工作指引手册》。同年，首次接

受外部企业大额捐赠，受托完成公益项目品牌全流程打造。 

 2021 年：发起“丹姿滋禾计划——公益慈善教育战略支持项目”，并成立“丹

姿公益学者工作室”，正式涉足公益慈善学术高端教育领域。同年，首次应外

省民政厅邀请，参与“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正式启动

“丹姿集团碳中和生态公益林”项目。 

 2022 年：正式获批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丹姿基金会支部委员会”。 

 

七、 丹姿基金会社会影响力： 

 2015  推进丹姿集团 CSR 入编《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 

 2016 

1. 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组织”称号； 

2. “丹姿甘霖计划”荣获“中国水环保公益人物奖”、“广东省社会组织服务国

家战略优秀项目奖”。 

 2017 

1. 推进丹姿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入编《金蜜蜂 2017 责任竞争力案例集》； 

2. 成为全日制高校——广东省岭南公益慈善学院实践实习教学基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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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丹姿集团总裁——张楚标（Pilot）获聘中华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中华全

国工商业联合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委员； 

2. 与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社会工作协会共建“社会创新中心”，并成立“环保

专委会”，发起“丹姿百善计划——水密码·珠江水环保计划项目”； 

3. 与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慈善总会共同推动成立广州市首个社区基金会——广

州善城社区慈善基金会。 

 2019 

1. “丹姿甘霖计划”被广东省人大列入“内参”报告提交给全国人大； 

2. 广东省第十二届省委委员李森同志亲赴丹姿乡村振兴（云南）项目基地视察，

并组织志愿力量在广州开展街头公众筹款，为“丹姿乡村振兴”助力； 

3. 推动丹姿集团荣获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大奖。 

 2020 

1. 基金会党支部应邀入驻中共广东省社会组织委员会“001 号党建工作站”； 

2. “丹姿甘霖计划”入编《新时代慈善大格局：慈善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中国

社会出版社）； 

3. “丹姿甘霖计划”和“丹姿乡村振兴项目”联袂获“南方公益传播·创新奖”。 

 2021 

1. 出版公益慈善行业培训教材《社区慈善工作者手册（升级版）》； 

2. “丹姿乡村振兴项目”荣获“2021CSR 环球创新榜·优秀项目奖”。 

 

八、 丹姿基金会现代项目模型： 

(一) 丹姿甘霖计划 

选择因自然条件恶劣、水质不达标、改水难度大的地区发起“偏远农牧山区村居\学

校供水及饮水安全系统援建”项目，通过援建人畜供饮水管网工程、捐赠直饮水设施设

备，解决当地社群及学校日常用水需求和饮水安全问题，并开办教育小课堂，向农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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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师生传播饮水安全及常见病卫生预防知识。同时，与专业机构共建“中国水安全可

视化信息平台”，以大数据导向链接公共资源，延伸并推动解决方案的落地。 

 

(二) 丹姿百善计划 

一是积极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通过与政府、高校、

研究机构、资深 NGO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公益慈善教育、社会组织培力与行

业人才培养计划，推动公益行业发展。二是结合中央政策倡导和国家战略部署，开展“乡

村振兴”与“双碳目标”项目的实践与探索，并通过联动社会各界，搭建并推动城乡政

社校企多元合作网络。 

 

(三) 丹姿传统慈善 

旨在传承中华传统慈善精神，配合企业基层党团建设、新员工培训、企业文化活动

需求，联手政府部门、社工机构、社区社会组织、慈善会等机构，开展企业传统慈善活

动（含：集团基层党建和企业文化模型共建，协助组织扶老、恤孤、助残、济困、助学、

赈灾等）。 同时，以专业态度和系统运营方式参与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专业应急协同系

统共建。 

丹姿甘霖计划

偏远农牧山区村居\学校

供水及饮水安全系统援建

“水密码”数字公益平台共建、

城乡水环境教育推动

丹姿百善计划

行业推动

（公益慈善教育与社会组织培力）

国策协同

（乡村振兴与双碳目标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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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社会公益项目成果汇总 

(一)  为有效协助解决山区农村 / 学校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设施管网年久

失修等原因造成的严重缺水状况，自 2012~2021 年（10 年）内基金会在云南

（丽江、楚雄、昭通）、贵州（罗甸）、江西（九江）、新疆（喀什）及广东（梅

州、云浮）等地发起援建农村/学校饮水管网工程 30 多项，修建水池 50 多个，总

容积超过 1200m³，铺设管道近 100Km。 

在云南（昆明、曲靖、楚雄）及甘肃（定西、庆阳）等地援建多达 1000 口集

雨水窖及集流场约 50000 ㎡，水窖容积共 25000 余 m³。 

 

(二)  从 2015 起，基金会在粤、桂、湘、甘、宁、新、云、贵、川、藏等饮用

水不达标地区发起 30 多个“偏远农牧山区村居\学校饮水安全系统援建”项目，

通过捐赠直饮水设施设备近 2000 台\套，解决当地社群农牧民及学校师生日常用

水需求和饮水安全问题，并开办教育小课堂，向农牧民、在校师生传播饮水安全及

丹姿传统慈善

企业传统慈善

（扶老、恤孤、助残、济困、赈灾等）

灾害应急响应

（灾害救援与协同系统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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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病卫生预防知识。同时，与专业机构共建“中国水安全可视化信息平台”，以

大数据导向链接公共资源，延伸并推动解决方案的落地。 

 

(三)  历年来，基金会在广东清远、广西柳州、四川眉山、贵州罗甸等地共新建

及修缮小学教学楼 9 栋，面积超过 10000 ㎡，其中正式命名“丹姿爱心小学”2 

所、“丹姿楼”4 栋；新建及援建图书室 2 间、师生食堂及就餐场所 2 处、爱心厨

房 4 间、学生浴室及卫生间各 2 间。并通过开设贫困生资助、爱心午餐、卫生小

课堂、后进生奖学金等项目，有效改善贫困山区学子基本学习、健康和生活标准。 

 

(四)  在 2013 雅安地震、2014 昭通地震、2015 湛江风灾、2016 安徽水灾、

2017 九寨沟地震、2018 多省洪灾、2019 玉树雪灾、2020 新冠疫情以及 2021

河南水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中，基金会通过开展专业实地

灾情排查、发放救灾物资、参与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项目援助等方式，取得了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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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创新性成效。同时更是持续多年积极推动国际化“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救

援响应最低标准”培训，为国内应急领域培养大批专业人才。 

 

(五)  自 2013 年起，基金会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投身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战略部署，在广东河源、广西融水、贵州罗甸等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山区援建

丹姿便民桥 2 座、扶贫路（1 条），为当地百姓解决出行难、脱贫难问题。在云

南宁蒗地区持续多年开展“丹姿乡村振兴种子计划”，通过运用农村社会工作手

法，以“硬件开路+乡建导入”的切入方式，开展环境、生态、人文、农耕、产业

实践，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创新之路。 

同时，在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含：东西部协作）的

各个阶段，积极配合中华全国工商联、广东省市区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主动

参与多个对口帮扶地区的基础设施援建、困难群众慰问以及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事

件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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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从 2017 年起，基金会开始参与\发起涵盖社会组织培力及公益慈善专业

人才培养的行业推动计划，通过与专业机构合作，联合开设“水密码·她计划”、

“菁英计划”、“ 善知学园”、“CPU 计划”以及“MPS 领军人物研修班”等课

程，为广东乃至全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和核心骨干成长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平台。 

 2020~2021 年度，基金会还参与编撰出版公益慈善行业培训教材《社区慈

善工作者手册》。 

 

 

广东省丹姿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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