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福建慈善奖”优秀慈善组织奖申报表

一、基本信息

候选慈善组织基本信息

慈善组织名称：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 组织成立时间：2016年 1月 15日

登记或认定慈善组织时间：2017年 4月 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50000MJB600160D

慈善组织类别：基金会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3A

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格：是 是否具有税前扣除资格：是

是否具有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是 登记管理机关：福建省民政厅

业务主管单位：无 组织人员规模：30人（现在基金会发工资人员）

组织法定代表人：杨美琴 法定代表人电话：1526022165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350429198802266021

主要服务领域 教育助学领域

2019年至 2021年度慈善募捐总额（万元）：

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 5586.3 万元，物资折价 万元

2019年至 2021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万元）：

其中：现金及有价证券 4420.26 万元，物资折价 万元

2019年至 2021年度实施项目受益数（人次）：330万 上年末净资产为（万元）：492.14

近三年年报情况 2019年：按时年报 2020年：按时年报 2021年：按时年报

慈善组织简介（字数不超过 500字）：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

多年扎根乡村一线，以阅读教育为切入点，深入开展“班班有个图书角”阅读助学项目，以“让每

个乡村孩子都能享有高品质阅读”为宗旨，在全国首创班级图书角公益助学模式，打造“优质童书

+阅读活动+师资培养+课程研发”的“1+N”全方位阅读教育支持体系，聚焦乡村教育短板弱项，

致力于缩小城乡教育鸿沟、促进教育公平。

截至 2021 年底，担当者行动共筹资超过 1.6亿元，项目覆盖全国 31个省份、575个县，累计

为 7577所乡村小学建设 59923个班级图书角、401个美育教室阅读专区、21个少儿阅读活动中心，

捐赠图书 450多万册，服务乡村儿童 330多万人，获得社会广泛好评。专业评估显示，该公益行动

显著改善乡村儿童阅读环境，有效提升乡村儿童阅读能力与学业水平。担当者行动曾获美好社会咨



询社（ABC）“美好公益领先机构”、醴陵市人民政府“教育特别贡献奖”、2022年度林格伦纪念奖

提名奖、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评为“生态共建.千里马机构”等荣誉。核心项目“班班有个图

书角”曾获首届华文领读者大奖、福建省第三届“善行八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一等奖、中国好公

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中国互联网公益年度案例推荐-“活力慈善奖”等荣誉；



慈善组织所属领域：（请在对应的选项中划“√”，可多选）

√扶贫济困 √ 教育 □ 医疗 □ 科技 √ 文化 □ 体育 □ 人权 □ 社区

发展

□ 国际交流 □ 志愿服务 □ 人类服务 □ 生态环境 □ 宗教事务

□ 民族发展 □ 就业服务 □ 法律援助 □ 公用事业 □ 人口与性别

□ 减灾与救灾 □ 公益慈善行业发展 □ 其他 （请注明）

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覃树勇 联系人职务：基金会秘书长

联系人电话：18620095947 联系人手机： 18620095947

联系人电子邮箱：qsy@dandang.org 联系人邮编： 361001

联系人通信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268号远洋大厦 18楼 C-F

注：1.“慈善组织类别”选填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

2. 直接登记的慈善组织，在“业务主管单位”栏填直接登记；

3.“组织人员规模”含聘用人员；

4.“近三年年报情况”选填“按时年报”、“超时年报”、“未年报”。

二、慈善组织介绍

慈善组织详述（可从组织活动领域、影响力、贡献度、创新性、持续性、透明度、资金规模等多方面

介绍，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教育的重要性，深刻指出发展乡村

教育对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决策和部署，福建省担当

者行动教育基金会聚焦乡村教育短板，直面乡村教育资源不足问题，以阅读教育为切入口，深入乡村一

线，开展以“班班有个图书角”为起点的体系化阅读助学项目，全面助力乡村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一、直击社会痛点，切入问题本源

当前，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依旧突出。与城市儿童相比，全国一亿多乡村儿童的各种教育资

源特别是阅读资源仍有不足，乡村儿童缺乏良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指导，难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深

度阅读能力不足，制约认知能力发展，不利于其学业表现和人格完善。研究显示，缺乏课外读物、精神

生活匮乏是许多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担当者行动秉持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聚焦乡村儿童阅读教育领域痛点

问题，深度挖掘乡村教育振兴的基础性、先导性、内源性因素，以阅读“小切口”引领教育“大变化”。

以“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享有高品质阅读”为宗旨，通过提升乡村儿童阅读素养带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以“班班有个图书角”阅读助学项目为起点，建立起“优质童书+阅读活动+师资培养+课程研发”一体

贯通的“1+N”阅读助学整体服务体系，全方位改善乡村儿童阅读环境，助力广大乡村儿童成长为会阅

读、爱探究、有自信的终身学习者。



二、从捐赠到赋能，从空间转置到观念“转置”

打造图书角“1”的核心品牌。化整为零，空间转置，将传统图书馆转化为班级里的图书角，方便

孩子无障碍借阅、随借随还、自主管理，让开放式阅读环境融入日常生活。秉持标准化、规模化、科学

化理念，每个图书角包含一套 70 册经典图书、一个标准化书架、一套借阅管理手册和一本阅读教育指

南。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坚持分级阅读理念，为不同学段孩子量身定制“书籍套餐”，所有图书均经国

家权威书目审定委员会审定，涵盖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三大类。

创新构建“N”的运营支持体系。担当者行动从事的不是简单的图书捐赠，而是以打造整体乡村阅

读教育生态为目的，赋能一批种子校长、教师，使其成为当地教育发展、自我造血的核心力量。围绕“有

书读、读得多、读得好”的项目层级，在图书角建成后，持续跟踪问效，推进图书角的充分开放管理；

依托数字化平台，组织一线阅读名师，通过“橡果课堂直播课”直达教室，线上线下协同推进项目；打

造乡村教师成长平台“橡果书院”，研发面向乡村教师的“阅读指导师认证课”，组织线上教师共读会，

为乡村教师提供晨诵、读写绘、整本书共读、自由写作等课程资源和教学指导，赋能乡村教师成为孩子

们的“阅读领航员”，真正为当地构建起长期、可持续的阅读教育生态。

三、根植福建，服务全国，项目影响广泛深刻

自 2009 年“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创立以来，担当者行动已持续深耕乡村儿童阅读领域 13 年。

目前为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龙岩市等 9 个市 73 个县的 1001 所乡村小学建设了 10955 个班级图书角，

为当地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深层的推力。

从福建出发，目前担当者行动的足迹已遍布全国 31 个省份，实现大陆省份全覆盖，获得学生、教

师、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截至 2021 年底，共筹集善款超过 1.6 亿元，累计为全国 575

个县 7577 所乡村小学建设 59923 个班级图书角、401 个美育教室阅读专区、21 个少儿阅读活动中心，

捐赠图书 450 多万册，服务乡村儿童 330 多万人。

2018 年，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 Free-man Spogli 国际问题研究所、

西北大学西安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组（REAP），以“班班有个图书角”

项目为重点对象，历时三年完成乡村儿童阅读项目影响评估。评估显示，为乡村儿童提供图书角和教师

阅读培训，可以显著改善乡村儿童阅读环境，有效提升乡村儿童阅读能力与学业水平（史耀疆等，2018）。

四、完善运行机制，坚实政社协同的合作共创模式

在不断发展中，担当者行动项目运行机制不断完善，2010 年就组建引入现代公益治理机制，理事

会、监事会、现 30 人全职团队，五大部门各司其职，高效协同。

坚持项目执行透明，连续三年位列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排行榜（GTI）TOP10，连续

四年荣获中基透明指数（FTI）满分基金会，位列福建省第一。筹款来源与规模稳定，与全国上百家央

企、国企、基金会、教育局、教育专家团队等建立起长期稳定合作，2021 年单年筹款规模突破四千万

元，。如今，担当者行动已成为中国乡村儿童阅读公益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坚持政社协同理念，加强政策学习研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特色优势。与福建省莆田市、三明市

宁化县、建宁县、龙岩市上杭县乃至全国上百个县域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共青团福建省委员会、共青

团厦门市委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福建办事处、福建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等深度合作，主动融

入各级政府乡村教育发展规划，结合不同县域实际教育生态和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阅读项目服务。

在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下，参与“乡村振兴”“援疆援藏”“闽宁协作”“山海童阅”“临夏精准扶贫”等计

划，项目推进不断提质增速，形成持续稳定创新的政社协同乡村助学模式。

所获主要荣誉（按照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填写；如 2019年至今，曾获各级政府颁发的慈善奖项，请列

明所获奖项和主办部门）



2021年，担当者行动作为提名候选机构入围 2022年度林格伦纪念奖；

2021年，担当者行动“橡果科学”项目获得凤凰网行动者联盟 2021年公益盛典“年度十大公益项目”；

2021年，担当者行动被福建省莆田市教育局授予“校园阅读优秀服务合作伙伴”；

2021年，担当者行动被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教育局授予“突出贡献奖”；

2021年，担当者行动被宁夏彭阳县教育局授予“爱心点燃希望 书香浸润未来”奖；

2021年，“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获得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中国互联网公益年度案例推荐-活力慈善

奖”；

2020年，“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获福建省第三届“善行八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一等奖；

2020年，担当者行动被中共醴陵市委、醴陵市人民政府授予“教育特别贡献奖”；

2020年，担当者行动被中共临夏州委、临夏州人民政府授予“2020年度助推临夏州脱贫攻坚-爱心集体”；

2020年，担当者行动被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评为“生态共建.千里马机构”；

2019-2021年，担当者行动连续三年被美好社会咨询社（ABC）评为“美好公益领先机构”；

2018年，“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入选中国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

2018-2021年，担当者行动连续四年获得中基透明指数（FTI）满分基金会；

2017年，担当者行动被中共邢台县委、邢台县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公益组织”；

2015年，在由中国教育新闻网、亲近母语公益、新教育基金会、春桃慈善基金会和心平公益基金会联

合发起的第二届 “阅读改变中国”年度评选中，担当者行动荣获“年度阅读推广机构”，“班班有个图

书角”荣获“华文领读者大奖.阅读项目奖”；

相关新闻报道链接（报道链接不超过 10 条，此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加页或另附文件。）

世界读书日丨“核”苗计划邀你众筹 为乡村孩子“书”送爱心【腾讯网】

https://new.qq.com/omn/20200423/20200423A0RV4400.html?pc

科学公益：班班有个图书角真的有用吗？【财新网】

https://opinion.caixin.com/2019-12-17/101494942.html

六一节专题：乡村儿童阅读观察【新京报周刊】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6/01/node_87.htm

让书香浸润乡村学校【新华社】

http://www.gov.cn/xinwen/2017-03/01/content_5172230.htm

“童书界诺奖”林格伦纪念奖提名名单公布，国内公益机构担当者行动成功入围【 CCTV公益之声】

https://new.qq.com/omn/20200423/20200423A0RV4400.html?pc
https://opinion.caixin.com/2019-12-17/101494942.html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6/01/node_8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3/01/content_5172230.htm


http://www.cctv-gy.cn/show_12_19908_1.html

第二届方演慈善音乐会在厦举行 用爱与相信支持乡村孩子阅读梦想【东南网】

http://www.fj.chinanews.com/news/2021/2021-01-04/478744.html

世界阅读日：500万码洋儿童图书 捐给 100所乡村小学【新浪厦门】

http://mn.sina.com.cn/news/s/2017-04-23/detail-ifyepsch2720289.shtml?from=mn_cnxh

《金砖视角》栏目整版专题报道：担当者行动:向 60万乡村孩子传递阅读的力量【厦门日报】

http://www.taihainet.com/news/xmnews/whjy/2017-05-03/2004580.html

上官文宾：10年时间，600万孩子的梦想【中国经济网】

http://district.ce.cn/zg/201307/09/t20130709_24556117.shtml

爱心图书角：传递阅读的力量【东南网】

http://fjnews.fjsen.com/2017-12/14/content_20495569.htm

三、推荐单位评语

注：字数控制在 500字之内。

四、证明材料清单

1.必须提供：有关照片和 Logo。其中，照片不少于 5张，格式为 JPEG 格式，单张照片大于 1M；Logo

请提供矢量图格式；慈善组织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2．可选提供：社会公众评价材料、表彰证明、媒体报道、所获荣誉、音像资料（光盘或视频文件）

等。

以上证明材料，提供纸质材料及电子版本。电子版压缩包按照“候选组织+名字”命名打包。

五、在单位内部公示情况

http://www.cctv-gy.cn/show_12_19908_1.html
http://www.fj.chinanews.com/news/2021/2021-01-04/478744.html
http://mn.sina.com.cn/news/s/2017-04-23/detail-ifyepsch2720289.shtml?from=mn_cnxh
http://www.taihainet.com/news/xmnews/whjy/2017-05-03/2004580.html
http://district.ce.cn/zg/201307/09/t20130709_24556117.shtml
http://fjnews.fjsen.com/2017-12/14/content_20495569.htm


包括公示时间、公示范围、公示结果等情况（请提供公示的照片或官网链接）。

六、承诺、意见

申报组织

承 诺

本组织自愿参加“福建慈善奖”评选，保证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法人代表签名：杨美琴

慈善组织公章：

2022 年 6 月 20 日

推荐单位

意 见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级人民政府

/省级推荐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