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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介绍： 

 

1.1 基金会及项目简介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是以培养社会责任感、促进大学生就业、缩小城乡教 

育差距、促进青年交流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在北京市民政局下注册成立 

的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 200 万，来源于云南思益爱教育支持中心。 

本制度所称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 

美丽中国支教通过“两年轮换制”，输送多批项目老师进行两年长期服务。实现一岗多人，为教育

资源匮乏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师资力量；同时，两年项目体验，专业化的项目管理。辅以专业精炼

的培训体系支持，让项目老师积累扎实的基层教学实践，使提供优质教育、促进青年成长成为可

能，为中国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累积大批未来人才。 

 

1.2 基金会名称的由来 

立德，取义树立德业。《左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

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 希望通过农村基层的教育实践，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的 年轻人，树立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识。年轻人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希望

他 们能够关注基层、关注农村，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建功立业，成为各

行 各业的领军人物。 

 

1.3 理事成员 

廖杞南 先生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志宇 女士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邵庆晓 女士   泓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 

雍景欣 女士   前摩根斯坦利私人财富管理部门执行董事 

蔡金青 女士   法国开云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陈玉佳 女士   分众传媒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葛音 女士     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霍焱 先生     卡普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 

刘红宇 女士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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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映华 女士   北大山水环保公益组织理事 

楼云立 女士   麦顿投资董事总经理兼创始合伙人 

欧立飞 先生   蓝池投资集团管理合伙人 

盘红兰 女士   前亚洲电视台本港台新闻主播 

潘和平 先生   前杭州汉基国际学校总监 

吴春媛 女士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张彤 女士     北京顺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 

邢冬梅 女士（监事）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4 部门及岗位职责 

理事会 

制定、修改章程；  

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项目审核和审批；  

制定内部管理各项制度；  

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办事机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  

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理事会办公室）秘书长 

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项目审核和审批； 

拟定及执行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拟定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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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 

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人力资源与行政部 

根据基金会发展的需要，负责人力资源规划和调配，档案记录；  

负责员工的聘用，培训，调职，奖惩等各项工作； 

主持办理员工的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工作； 

制订员工考核、考察方案，主持考核、考察工作；  

挖掘、发现外部人才，基金会储备人力资源；  

负责执行机构日常行政和后勤支持工作；  

制定执行机构的行政制度并保证制度得以切实执行；  

负责执行机构的固定资产管理、文档资料室及 IT的管理和保密工作；  

管理执行机构办公室的工作设施和环境，负责安排会议及活动；  

秘书长授权委托的其他工作。 

 

财务部门 

确保基金会财务安全和财务公信力；  

起草并制定基金会财务制度，财务计划，会计报表等；  

实施基金会财务计划，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指导各项财务活动；  

对基金会重要理财项目，经济活动等项目及重要经济合同，提出评估意见；  

审核基金会项目和日常开支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负责资产核算，工资核算，往来结算和总账报表等；  

配合审计部门完成基会年度审计报告及年检相关工作。 

 

募资及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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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维护对外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捐赠、推广和品牌合作；  

策划和执行募款活动及拓展捐赠渠道； 

策划、执行和评估公关活动与媒体报道，撰写媒体稿件；  

深刻理解机构战略、品牌规划，撰写文案作品。 

 

信息技术部门 

官网建设、机构信息化平台规划及开发； 

OA办公系统及电子化办公支持； 

硬件、网络等管理及维护。 

 

项目运营部  

执行基金会项目的开展,负责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老师的管理和支持;  

保证基金会项目的项目质量和项目公信力； 

项目五省及各地区各做市的运营管理； 

项目老师综合管理； 

项目影响力监测与评估； 

起草和制定项目管理制度及管理工具并确保制度得以有效实施。 

 

教师教育与发展部 

为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提供系统花的师资培训和有针对性的教学支持； 

维护与教育教学专家团队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开展教学支持合作； 

探索基础教育个性化发展路径等。 

 

招募及长期影响力部门  

招募、选拔准项目老师； 

拓展深耕校园关系，组织策划校园市场活动； 

支持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老师及校友规划长远职业发展； 

与校友紧密互动，包括但不限于校友会及其他下上线下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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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及政府关系部 

机构及项目合法合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文件及项目审核； 

项目开展过程当中的风险控制及预设； 

政府关系拓展支持； 

党建工作建设及支持。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组织结构图 

 

 

 

 

 

 

 

 

 

2. 授权 

 

2.1 本基金会有授权的工作人员定义如下： 

法定代表人（理事长）、秘书长 

与任何一级授权相关的任何付款的合理性和数字，都要经财务部根据批准的预算和相

关程序、政策进行审核；如果付款是合理的但在一定限度之上没有预算支持，则需要

做预算调整；如果付款不符合基金会政策要求，此付款有可能被退回；授权的工作人

员不能批准自己的行政开支，而必须由其上一级主管批准。 

秘书长行政开支由理事会制定理事批准。 

理事会成员费用（除秘书长外）由秘书长批。 

 

2.2 项目相关费用的审批和合规监管： 

职位 各部门总监 秘书长 理事长 

理事会 

理事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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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RMB 5,000 以下（含） RMB 5,000 以上 RMB30,000 以上 

备注： 

行政费用包括办公用品、电话费、传真费、邮费、网费、员工培训、办公桌 椅等家

具类； 

行政费用不包括 固定资产、给公司所付款项、差费预借/清算、以及任何其 

它与工资和项目有关的费用； 

固定资产采购和处理需得到秘书长在其授权范围内的批准； 

常规项目相关直接支出如项目老师津贴，奖助金和补助由财务部统计制表， 秘书长

直接审批； 

和项目老师招募，选拔，培训支持相关的项目费用申请和审批，执行四层审 批制度，

申请人申请，直接部门主管审批，财务合规审批，秘书长审批； 

募资相关的项目经费申请执行四级审批制度，申请人申请，募资总监审批， 财务合

规审批，秘书长审批； 

特殊重大项目经费（单笔超过 5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申请）需经由理事长审批。 

 

3. 项目经费支出原则 

单笔金额超过人民币 4,000 元的采购，需做三家报价单；如有恰当理由说明三家报价

不可行，需注明理由，由财务总监审核，秘书长批准。对于常用物品和服务，行政部

门准备供应商列表，由财务总监和人力资源与行政总监批准，作为参考和支持文件。 

 

3.1 购物申请每个基金会员工都可以填写采购申请单，包含以下信息，由经授权的工

作人员审核： 

所需商品或服务的品种规格或具体描述 

预计单价 

数量 

申请人签字授权主管应： 

 书面批准购物申请； 

 将批准的购物申请递交至财务部； 

 有关信息技术方面的采购需经信息技术人员审核。  

财务总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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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批准的预算或实际需要核对购物申请并签字； 

 预算外合理的购物申请经过预算调整后方可签字认可； 

 预算外不合理的购物申请不予认可； 

将签字后的购物申请送交秘书长批准。 

 

3.2 三家报价单 

单笔超过 4000元人民币的物品和服务的采购需三家（含以上）报价单。 

三家报价单要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信息： 

 物品或服务的描述 

 三家供应商的联系信息 

 三家供应商各自的价格条款、运输和付款方式 

 选择原因 

 指定采购人和授权官员的签字 

指定采购人员需： 

 完成三家报价单，附上购物申请表； 

 将三家报价单和购物申请表递交授权主管书面批准； 

 经协商如果需要合同或协议，由授权主管审核并签署合同、协议； 

 下订单； 

将三家报价单和购物申请表提交至财务部，财务部复核后付款。 

 

4. 项目评估和验收 

 

4.1 项目财务评估和验收 

基金会运行的美丽中国项目严格遵守章程规定的范围和愿景。所有的项目收支，项 

目进展严格按照项目立项申请执行，并在年末由专业的审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 

和项目单项审计（一定金额的项目），同时聘请外部专家对所执行的项目进行评估给 

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4.2 项目评估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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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项目以区域为单位在云南、广东、广西、甘肃和福建 5 个省及自治区分别展

开，每个季度、年中和年末基金会 会展开全体支教老师交流和培训，进行项目的分

享，自评及邀请外部专家培训和评 估项目进展。在提高项目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项目的分享，影响力和能效。项目影响力报告和数据定期在理事会和官网上汇报

和公布。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 

2014 年 12月颁布 

2017 年 7月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