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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致辞

2015 年，有你更精彩！

回首 2015 年，伊山伊水有许多收获：
一、团队更强大。伊山伊水由创建时的 1 人，
发展到如今的 11 人，团队成员背景多元化，能力互补，
优势凸显，新成员的加入为团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带
来了新的思想，大家通过思想的碰撞和项目的锤炼，
逐渐融为一体，团队的力量正在推动伊山伊水走向更
高的层次。
二、项目多元化。伊山伊水的项目由纯公益转变
为公益兼适当盈利。在扶贫、环保、救灾、能建传统项目的基础上，又拓展了咨询服务，资
助方不仅包括基金会，而且还包括政府、企业和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项目的实施，
显著提高了机构的影响力。
三、战略规划新定位。新的战略规划为机构发展确定了方向，民间智库、社区发展、能
力建设成为机构未来 5 年的发展方向。相信我们会沿着这个方向，做出喜人的成绩。
四、荣誉不断。2015 年，机构获得了“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提名奖”、
“2015 年度全国社科
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我个人获得了“2015 年度全国社科联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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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构能够同时获得同一部门授予的两项殊荣，非常罕见。同时，我还获得了“第五届全
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兰州大学 2015 年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感动甘肃·2015 十大陇人骄
子奖”等。这些荣誉的背后，有大家的辛勤耕耘和艰苦贡献！有了这些荣誉，我们的未来会
更加光明。但荣誉属于过去，明天还得从零开始。
五、受益人增加。伊山伊水在灾害管理、扶贫、环保、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付出，使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受益:贫困人口生计得到改善，灾民获得救助，儿童得到关爱，公益机构得到培
育…受益人数量的扩大，使伊山伊水倍感荣幸，我们的付出得到受益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每
位员工在尊重中成长，这比金钱更值得珍藏。
六、影响力扩大。因项目实施质量好，资助机构和管理机构支持力度大，伊山伊水得到
媒体报道的次数日益增长，特别是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对机构或人物的报道，显著提升了
机构的影响力。也许，从大家的视角，伊山伊水还可以总结出更精彩的内容。但我深深地感
谢大家的贡献和积极付出。
未来，衷心希望大家提升能力建设，凝聚共识，携手前进，共同勾画伊山伊水的美好蓝
图。伊山伊水，有你更精彩！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丁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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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山伊水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简称“伊山伊水”或“中心”）
，是依
托“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创立的公益发展与社会智库组织，于
2008 年 1 月经甘肃省民政厅批准成立。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社会责任
放在首位，以问题为导向，客观独立地反映广大社会成员最直接、最现实、最
紧迫的公共需求，面向未来，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思路性、前瞻性、战略性和
创造性的专业性智力咨询服务，确保中心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
向健康有序发展。
中心重点关注区域经济、环境生态、社会民生、公共服务、公益组织等领
域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并将社区综合发展、公共政策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在发挥着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同时，致力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
项目，包括灾害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善（扶贫）、公益机构能力建设、国
内外发展机构咨询、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及推动本土公益机构发展等，从而为
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社区发展提供成功案例，为科学研究提供证据。
目前，中心有专职工作人员 12 人、兼职工作人员 30 人、志愿者 500 余人。
中心工作人员的教育水平均在大专以上，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是兰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同时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
、
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担任项目管理专家和咨询专家；先后被民政部、环保
部、国家民委、科技部及甘肃省民政厅、减灾委、环保厅、科技厅等政府部门
聘请为项目管理或咨询专家，提供项目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中心副理事长张
宇博士，曾长期参与甘肃省政府《政府工作报告》和主要领导重要文稿的起草
工作，长期被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家机构和组织聘为特约政策研究员，并
多次受聘担任省委形势政策宣讲团成员、省社科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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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科技进步奖评委与奖励委员会委员，在业内赢得广泛认同。中心执行主
任虎孝君同志，具备十多年的公益发展与社会智库建设经验。
中心近年来先后获得国际机构、省部级政府部门和基金会的奖项荣誉 20 多
项。例如，2010 年 7 月，中心《生态环境政策与贫困危机研究—以甘肃陇中黄
土高原区退耕还林为例》项目荣获“甘肃省环境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0 年
12 月，中心《中国西北干旱区以社区为本的气候变化应对》 项目，荣获“2010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节能减排环保一等奖；2011 年 1 月，中心《自然—社会环
境与贫困危机研究—以甘肃为例》（专著）成果，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授予“甘
肃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 年 12 月，中心《利用创新模式
促进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获“第二届中国社会创新奖”；2012 年 12 月，
中心获得甘肃省民政厅授予的 4A 级社会组织；2014 年，中心被甘肃省委宣传部
和省民政厅评为“甘肃省优秀社会组织”；2015 年 3 月，中心被中国民间公益
透明指数网评估为“全国千家公益组织慈善透明排名第 12 位，全国环保领域
NGO 排名第 1 位，甘肃公益组织慈善透明排名第 1 位”；2015 年 11 月被全国
社科联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连续三年获得中央财政支
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经费支持。中心与国内基金会和有影响力的
NGO 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公益发展网络，发
起、协调和引领着西北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灾害救援团队“甘肃公益救灾联盟”。
中心还与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社科院、省委党校、省行
政学院、省发改委经济研究院、省科技厅科技战略研究院、中科院文献情报中
心、甘肃省环保厅、甘肃省民政厅民间局、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兰州大学
等本土高校以及省内相关的一些组织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旨在推动
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心实施的国内外发展机构资助的项目 100
多个，项目资金超过了 3000 多万元人民币，是省内乃至国内有影响力的公益发
展与社会智库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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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管理理念
中心始终坚持以 TAI（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Impact, 即透明、问责和
影响力）为管理理念。
透明：管理透明、财务透明、项目运作程序透明。
问责：向捐赠者负责、向受益人负<责、向中心的品牌负责。
生计影响力：以最小的公益成本，获得最大的项目产出，实施有影响力的
项目，示范推广可复制、有价值的项目机制和模式，搭建社区与各级政府和公
益发展机构良好沟通、有序发展的平台。
 使命
公平地满足脆弱社区的发展
 愿景
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社区善治

联系方式
联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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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项目概览

1.1 民间智库
1.1.1 新疆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监测评价项目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与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作
为联合体，通过竞争性招标，成功获得世
界银行资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持续
发展农业项目的监测评价项目和三个专
项监测项目，项目周期为 5 年。
该项目通过采取实际调研、典型农户
调查以及收集项目 MIS 系统数据等方式，
对项目中已确定的监测指标和典型农户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采集机井水水样

调查指标进行监测和分析，对项目做出全
面、准确的评价，为项目单位和世界银行
及时、准确地掌握项目实施情况，发现并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
级项目管理机构对项目进行正确的决策
和有效地监督；通过对有无项目、项目区
与非项目区、项目实施与评估目标值的对
比分析，评价项目实施质量及其所产生的
效果和影响。
该项目于 2015 年 5 月 17 日启动，我

监测评价人员采集土壤样品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带领团队成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世界银行贷款可持续发展农业项目
实施区阜康市、奇台县、焉耆县和博湖县，依据咨询服务合同书的要求，进行了基线调研，
并采集了地下水、土壤肥力和环境质量监测所需的样品。
1.1.2 世行贷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二期项目社会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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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于 2015 年 9 月 30 通过招标，获得了“世行贷款甘肃
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二期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编制工作。
伊山伊水项目团队在甘肃省发改委的领导下，组成了 12 人的调研团队，分组先后 3 次赴
六个项目县(区)开展工作，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的
方法，包括田野调研、参与式监测评估和文献资料研究等，获取社会影响评价编制的基础数
据和信息，对基础数据和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完成了本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报告的中
英文编制工作。
社会影响评价报告符合世界银行和财政部关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绩效评价操作指
南》的有关要求，并受到了世界银行好评。

官鹅沟景区小贩的半结构访谈

崆峒区崆峒镇西沟村民村座谈会

庄浪县石桥村参与式制图

官鹅沟景区游客问卷调研

1.1.3 白银区精准扶贫“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受甘肃省白银区委托实施《白银区精准扶贫“十三五”
发展规划》编制项目，项目周期为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项目内容为：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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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划编制：包括编制大纲、实地调研、现场踏勘的前期工作，资料汇总整理、初稿撰写等
中期工作，以及修改、完善、评审、定稿等后期工作；二是配合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完成视
频资料“陇原扶贫—白银区篇”的拍摄任务，并在甘肃电视台公共频道《发展甘肃》栏目播
出。
该项目按甲方要求已于 2015 年 11 月底形成了《白银区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送审
稿；摄制完成的“陇原扶贫话白银”专题片已于 2015 年 10 月 18、19、25、26 日在省台《发
展甘肃》栏目播出。
1.1.4 皋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受皋兰县发展和改革局委托实施《皋兰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项目，项目周期为 2015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2
月 15 日。项目在皋兰县发改局《初稿》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踏勘和专家论证等工
作，进一步汇总整理、修改完善、科学界定和统筹提升，以及修改、完善、评审、定稿。项
目于 2015 年 12 月底前完成了《纲要》终审稿，并已提请县人代会审议定稿。
1.1.5 兰州市动物卫生监督及检疫执法培训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受兰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委托实施兰州市动物卫生监
督及检疫执法第三方培训项目。截止目前已为甲方策划制定行政执法和屠宰检疫岗位练兵活
动方案一套、执法培训活动一期、依法行政工作效果评估一次；目前正在结合培训工作，策
划与拍摄供县区观摩学习的视频资料，以扩大培训效果。

1.2.社区发展
1.2.1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社区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扶贫和能力建设项目
由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执行的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
资助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社区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扶贫和能力建设项目”，在甘肃省平凉市崆
峒区大寨乡和上杨乡实施，该项目旨在通过推动当地养殖业，引导村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实现养殖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而提升当地经济收入的同时改变贫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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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为止，通过走访收取了 5 个村庄的 782 户信息资料，共计调查村名人数 4214 人。
发放基础母牛 151 头，种植苜蓿 392.9 亩、生炭林 751.6 亩，恢复植被面积 1144.5 亩。组织
开展了为期 6 天的以“青储饲料制作方法、肉牛疾病预防”等内容为主题的培训。

受益户领到心仪的母牛

项目组成员在油坊村召开村民座谈会

项目执行形成了 12 份简报，2 份项目进度报告，收集因项目而改善生活贫困现状的人物
故事 16 篇，并制定和印刷了《项目管理手册》发放给项目受益户。
项目实施后，显著提高了当地农户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当地农户“靠天吃饭”的困境，
同时也增加了当地植被覆盖面积。通过项目组和各社区妇女小组及村委会对生态养殖的宣传
倡导，提高了当地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1.2.2 西北少数民族绿色社区探索二期项目
“西北少数民族绿色社区探索二项目”在 SEE 资助的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对项目创建的
柳树洼及任家庄 2 个“绿色社区”的建设及运转中的 2 个“绿色社区基金”进行后续的运营
监测，利用参与式的讨论方式，协商制定出针对绿色社区建设和绿色社区基金的监测指标。
平凉众益农村社区发展协会及平凉伊邦牛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 家机构在 2015 年 1 月至 5 月
对柳树哇及任家庄 2 个社区进行走访，收集绿色社区建设和绿色社区基金的一整套监测数据，
并形成了 4 分报告初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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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一期项目开发的 4 套教材，与当地的 3 所阿拉伯语学校合作，推广环保教材，使
300 余名阿拉伯语学校的教师及学生受益。针对社区的环保教材和儿童环保教材推广方面，
组织 12 家环保公益组织在甘肃兰州、临夏、天水、平凉、陇南、白银 6 个地区统一开展有关
环境保护的环境教育倡导活动，共开展 12 个主题的特色环境教育倡导活动，受益人数达 5000
余人，参与志愿者人数 244 人，环境教育倡导活动受到当地社区、学校、清真寺、阿语学校
的欢迎并给予活动执行的大力支持。

老庄哇村小学环境教育倡导会

项目的执行形成了 1 份《绿色社区建设和绿色社区基金监测对比研究报告》，4 本环境教
材修订版，12 个 NGO 组织在 6 个社区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实践报告。通过参访基金会，将项
目成果进行翻译并对接密苏尔基金及嘉道理基金，宣传与倡导项目成果，扩大项目的知名度
及影响力，项目成果为米苏尔、嘉道理、老牛基金等认可。
1.2.2 岷县灾后重建
环境教育活动
2015 年继续在岷县实施灾后重建项目，项目在受灾严重 8 度区，建立 20 所音乐教室，
培养 10 名专业音乐教师，应用最新的教学理念服务灾区，使 10000 名儿童灾后心理健康恢复；
建立 5 个集运动和安全避险为一体的场地，使 4000 名儿童获得应对灾害能力的提升，并为他
们提供安全舒适的游戏场地；安装 25 个游乐设施，为 6000 名儿童提供安全多样的游戏场地；
安装 21 套净水设备，使 6000 名儿童安全饮水。
截止 2015 年 12 月，在甘肃公益救灾联盟 13 家网络伙伴的支持下，共完成安装 5 个避灾
运动场、20 间音乐教室、25 套游乐设施和 21 台净水设备。覆盖岷县 12 个乡镇的 44 所重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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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设备安装完毕后根据计划针对各项目学校共开展 60 场不同主题的倡导活动，直接受
益学生 20430 人次，直接受益教师 1243 人，培训指导音乐和体育教师 40 余名。

音乐教室给孩子们的音乐课带来了不一样的欢声笑语

那纯真的笑脸——使用中的游乐设施

孩子们在建成的运动场嬉闹
2015 年终于可以喝到干净的水了
7 月初由教育局与我中心项目负责人对安装设备进行验收。在验收过程中西江

中心小学宋校长对我们说：“自从有了壹基金的项目支持，我们西江中心的校园越
来越美丽，学生们的成长学习环境也越来越完善，我们会充分利用音乐教室开展教育，
学校计划从下学期开始调整 1 至 3 年级的音乐课程，使每个班的音乐课每周多上一节。”
1.2.3 壹基金净水项目和音乐教室
为了让农村儿童饮水安全问题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提升农村儿童音体美教育关注度，
2015 年壹基金推动壹乐园项目县计划和推进项目县思路，由伊山伊水作为项目督导方，督导
省内靖远、平凉两地伙伴机构执行壹基金净水项目和陇南市武都区音乐教室的安装。项目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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崆峒、靖远两区县 30 所学校安装 30 台净水设备，保障 9052 名学生、769 位教师的安全饮水。
并在 30 所学校安排 40 余名志愿者开展安全饮水知识宣讲，共计 3133 名儿童受益。在陇南市
武都区安装 10 间音乐教室，共计 17122 名学生受益。并培训专业音乐教师 10 名，在学校开
展音乐公开课，应用最新的音乐教学理念，旨在提高农村儿童音乐教育关注度。
1.2.4 壹基金温暖包
2015 年，由伊山伊水作为协调机构，管理 12 地市 72 家机构进行壹基金温暖包发放工作。
壹基金温暖包旨在缓解困境儿童过冬困难问题。此次在甘肃省投放温暖包 5100 个，覆盖全省
12 地市，2000 余名志愿者参与在其中。历时
近 2 月，为 5100 名儿童送去温暖。
壹基金温暖包公益项目是针对困境儿童生
活和心理需求，联合各省民间机构、志愿者、
媒体、爱心企业和社会公众，搭建社会力量参
与公益的平台，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通过发
放温暖包的方式，推动民间力量参与重大灾害

领到温暖包的孩子们

和中小型灾害救援，更好地回应受灾害影响儿
童的应急生活和心理关怀的需求，帮助儿童有尊严地、安全地度过灾后生活。自 2012 年起，
壹基金通过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协调甘肃民间公益组织为甘肃地区困境儿童发
放温暖包。温暖包内包含御寒过冬物
品：棉衣、帽子、围巾、手套、棉袜、
棉鞋；降低冻伤影响的物品：冻疮膏
和护手霜，另外还特别为孤儿准备了
壹基金减防灾儿童读本、书包、画笔
等三大类 11 样物品。截止目前已累计
在甘肃 地区为 困境儿童发 放温暖包

这个冬天不怕冷了

25310 余个，总价值超过 923.8 万元人
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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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临洮地震紧急救援
2015 年 4 月 15 日 15 时 08 分，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发生 4.5 级地震。临洮县 157 所学
校的 7.8 万平方米校舍受损；4 所乡镇卫生院
房屋墙体出现裂缝；6 个乡镇的供电所办公用
房出现不同程度受损；12 个村级阵地房屋受损；
地震共造成 1 名群众因山体滑坡死亡，7 名群
众受伤；累计有 179 户 526 间农村居民房屋倒
塌，10514 户 41978 间房屋受损；造成全县 18
个乡镇 1962 户 5719 人受灾，养殖圈舍倒塌 43

户 1661 平方米。

灾情发生后，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
发展中心秘书长、甘肃公益救灾联盟协调人
虎孝君立即与临洮县民政局取得联系，并前
往一线进行灾情评估。经过 4 个小时的走访
调查，确定了灾情严重的乡镇。中心秘书长虎孝君与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部关于临洮灾情
志愿者搬运物资
评估情况进行沟通，决定对临洮地震进行回应。
本次 4·15 临洮紧急救援行动，为 286 户受灾户提供防水所需的 143 匹彩条布，572 件
矿泉水和 286 个睡袋，帮助 1000 余名受灾人员渡过困难期。参加此次紧急救援机构 5 家。
1.2.6 肃南洪灾紧急响应
2015 年 7 月 4 日凌晨 2 时许，甘肃省酒泉市肃南县突降暴雨，暴雨造成县城和多个乡镇
出现山洪泥石流，肃南部分水渠道路和居民房受到泥石流损毁。灾情发生第一时间，甘肃公
益救灾联盟与壹基金协商后决定对此次泥石流灾害给予响应，7 月 4 日中午 12 点，紧急调动
兰州备灾仓库及各志愿团队进行救灾物资转运，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救灾专岗
周建强随肃南泥石流救灾物资车辆连夜出发。肃南县政府副县长巴玉霞带领团县委、县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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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共同参加了物资接收工作。在甘肃公益救灾联盟志愿者和团县委的统一组织下，裕蕾爱心
助学协会、裕固爱心家园、火麒麟户外俱乐部、良友旅游宾馆等当地多个公益社会组织和企
业积极响应，自发组织 50
多名爱心志愿者们参加了
物资搬运、清点和发放工
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
人公益”的精神。
此次行动为肃南县大
河乡 9 所村庄 100 户受灾
村民发放了 100 个睡袋、
400 件冰露水、50 条彩条
布，以及为当地 825 名师生发放急需的 1050 件冰露水，另为当地清淤排险官兵及志愿者 200
余人送去 550 件冰露水，共价值 4.95 万元的救灾物资。

1.3.公益机构培育与支持

志愿者发放救灾物资

为了促进甘肃公益组织多元化发展，满足脆弱社区多元化需求。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
会发展中心特别申请并执行《甘肃公益组织陪伴成长计划》项目，该项目为期 4 年，为甘肃
的公益组织提供草根机构孵化，能力建设及倡导服务。
2015 年 项目 累 计受益
机构 109 家，直接受益人 241
人，间接受益人 13560 余人。
项目新增受益机构 91 家，
新增受益人 215 人。在 2015
年间，组织实施了 6 场地县
沙龙，2 期中级能力建设培
训，1 期参与式农村发展评
价培训，1 期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研讨会，为 3 家机构制定了战略规划，为 13 家机构提供一对
一辅导，走访 23 家地县公益伙伴。为 38 家初创机构提供 15 个小额孵化基金，提升公益机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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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执行能力，组织了 5 名政府官员到平凉项
目点进行参观。编辑《甘肃公益》微信 21 篇，
《甘肃公益》电子期刊 1 期。
《甘肃公益组织陪伴成长计划》项目的实施
推动甘肃的 14 个市州 17 名公益领袖组建了 17
支公益团队，形成 17 家公益机构雏形，公益团
队的专业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组织运营步入规范
化和常态化，组织筹资渠道得到拓展，并且资源
相对稳定。
通过能力建设培训，一对一辅导等活动，增
加了 30 家初创机构的专业知识，提高了这些机
构的业务能力。通过 2 次能力建设培训，13 次一
对一辅导、6 次公益沙龙增加了 30 家初创机构管
理人员的管理经验，促进了各初创机构负责人之
间的交流，扩大了各公益机构的支持网络；提高
了他们的机构管理能力。通过组织孵化、公益机
构走访、注册辅导等活动，使这 30 家初创机构
初步建立了机构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并随着项
目的深入及机构的发展逐步完善。
项目执行依托甘肃公益网络促进了甘肃公
益机构的发展，甘肃公益网络已经覆盖了省内的
13 个市州，网络成员发展为 85 家公益机构。在
甘肃 13 个地州建立了 12 家地县协调机构，负责
各地县外部资源的对接及管理工作。这 85 家公益组织以伊山伊水为协调，以甘肃公益网络为
载体，以地县协调机构为基础，以物资对接、项目合作、人力支持、信息共享的方式开展合
作，甘肃公益纵横交错的网络雏形基本形成，网络结构逐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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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额孵化基金支持伙伴机构成长效果
初显，15 家机构在 7 个地区执行项目活动，累
计受益人数 5000 人次。通过小额孵化基金的支
持，促使这些公益机构开始思考机构自身存在
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开始规范机构自身的管
理，提升机构专业能力，一些机构开始创立自
己的公益品牌，组织开展慈善晚会，为机构的
可持续发展寻找外部支持，挖掘本土资源，建
立自己的资源库。
通过网站、微信、微博及电子期刊的宣传，
增加了公益机构在政府、学界和公众前的曝光
率，使他们认同草根公益机构存在的价值，甘
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作为唯一一家
民间组织，入选甘肃省民间智库名单，伊山伊
水执行的项目被评为“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最具
影响力慈善项目”提名奖，这些都表明政府等相关部门对民间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及对公益
活动的肯定。

二、倡导

2.1.环保要充分发挥中国少数民族传
统生态自然观的作用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2015 年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上以“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
观”为主题发表精彩演讲。并在论坛上倡导环
保要充分发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态自然观、
“灾害风险管理—生态恢复—生计改善耦合模
式”等理念，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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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提升报导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014 年至今，伊山伊水与甘肃广电总台公共频道合作策划
开播《发展甘肃》栏目，截止目前已播出“陇原扶贫”专题 26
期、
“百姓看交通”专题 15 期、
“专家访谈”专题 2 期、
“食药在
线”专题 3 期。2015 年 12 月 27 日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发
展甘肃》栏目年庆暨发展座谈会上，以《〈提升报导水平，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对扶贫工作建议及媒体宣传的重要性论述》做主题发言。

2.3.发挥社会组织独特作用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
中心副理事长张宇副教授在甘肃向西开放区域经济研讨会上，
作了题为“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进程”的主题演讲，认为我省应紧紧抓好用好这次机遇，充分发
挥丝绸之路的优势地位，同时，把兰州首先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陆路出口货物的集散中心，使之成为境内外客
商高度关注的热土，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

2.4.“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暨伊山伊水智库建设‘十三五’规划研讨会”
2015 年 09 月 02 日，“纪
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暨伊山伊
水智库建设‘十三五’规划研
讨会”在伊山伊水办公室成功
举行。甘肃省政协科教文委副
主任潘峰、甘肃省社科院副院
长刘进军研究员、省委宣传部
理论处副处长尚友俊、甘肃省
政府研究室社会处处长杜树旗、
甘肃省社科联学会部部长王钢、九三学社秘书长万代红、甘肃省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窦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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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教授等应邀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中心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伊山伊水近年来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就，副
理事长张宇介绍了伊山伊水的智库规划方案。与会领导一致认为，伊山伊水的智库建设规划
与时俱进，弥补了我省民间智库不足的空白，建议将伊山伊水纳入我省 20 个智库机构之一，
并建议伊山伊水今后紧密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共同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创新性决策建
议。

三、2015 年机构成果

3.1.获奖荣誉
3.1.1 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
2015 年 11 月 11 日，全国社科联第十六次学会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表彰了全国 93
家先进学会、82 家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和 92 位优秀学会工作者。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
会发展中心荣获“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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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壹基金温暖包最佳项目管理奖

3.1.3 理事长丁文广教授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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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理事长丁文广教授荣获全国社科联优秀学会工作者

3.1.5 理事长丁文广教授被聘为甘肃省青春扶贫导师团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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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著作出版
3.2.1《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正式出版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博士生导师丁文广
教授花费长达 6 年多的时间，通过人类社会学和环境
社会学综合研究方法，以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
间的关系为基线、以人类与自然耦合理论为基础、以
田野调研和案例分析为素材、以《古兰经》和“圣训”
中的生态自然观论据为依据，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调研
并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的生态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撰
写了专著《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这部著作近
日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知名学者、联合国工
发组织国际太阳能中心主任喜文华研究员为本著撰写
序言。
3.2.2《中国生态年报（2014 年版）》出版
由兰州大学、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理事长丁文广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生态年报》
（2014）近
日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中国生态
年报》（2013）之后的第二部生态年报。
《中国生态年报（2014 年版）》以“浓缩信息精华，
关注改革发展，梳理学术脉络，传播思想文化”为宗旨，
精选年度内各类正规媒体有关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
文章，以板块方式，关注我国当前生态的主要政策、主
要事件、主要观点和主要举措，综合反映我国经济建设
领域的现状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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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媒体报道
4.1．平凉日报
全省公益组织能力培训班在平开班
网址：http://pl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15/03/20/015443563.shtml

4.2.中国农业信息网
甘肃省兰州市专家“助阵”精准扶贫帮扶干部信心十足
网址：http://www.agri.cn/V20/ZX/qgxxlb_1/gs/201508/t20150828_4809406.htm

4.3.中国公益在线
甘肃公益救灾联盟三周年总结大会在兰州举行
网址：http://mt.sohu.com/20151007/n422669058.shtml

4.4.西部商报
壹基金温暖包甘肃地区发放启动仪式在兰州举行
网址：http://www.xbsb.com.cn/site1/XBSB/html/2015-12/06/content_141731.htm

4.5 . 兰州晨报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生合作论坛在兰召开
网址：http://www.lzcbnews.com/html/2015-12/09/content_351334.htm

4.6. 甘肃经济日报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记 2015 十大陇人骄子候选人丁文广
网址：http://szb.gsjb.com/jjrb/html/2015-12/30/content_172226.htm

4.7. 兰州晨报-每日甘肃
我省全国道德模范及代表载誉归来-欧阳坚在兰会见 10 位楷模并向他们致以热烈祝贺
网址： http://news.163.com/15/1016/09/B61NCTEL00014AEE.html

4.8.兰州晚报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公布 甘肃 5 位道德模范荣此殊荣
网址：http://gansu.gscn.com.cn/system/2015/10/14/011135889.shtml

4.9. 兰州大学新闻网
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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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news.lzu.edu.cn/c/201510/36776.html

4.10. 央视网—新闻直播间
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展播 ---丁文广：扎根山区的留洋博士
网址：http://news.cntv.cn/2015/07/21/VIDE1437451920421379.shtml

4.11.兰州日报
海归博士的扶贫情怀——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丁文广
网址：http://rb.lzbs.com.cn/html/2015-07/17/content_1408357.htm

4.12.科技文摘报
探索生态科学 维护民生安全
网址：
http://web.zgkjxww.com/?l=3&ref=www_iphone&order=1&dict=22&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cltj=cloud_ti
tle&src=http%3A%2F%2Fwww.zgkjxww.com%2Fhtml%2Ffront

4.13. 民族日报
《中国穆斯林生态自然观研究》出版发行
网址：http://lx.gansudaily.com.cn/system/2015/05/14/015522278.shtml

4.14 甘肃日报
甘肃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公示
网址：http://www.gscn.com.cn/province/system/2015/06/04/011029982.shtml

4.15.兰州日报
“兰州市道德模范好人代表与市民见面交流活动”举行
网址：http://www.godppgs.gov.cn/a/2015/1120/22175.html

五、机构动态
1. 2015 年 1 月 27 日—1 月 28 日，伊山伊水财务工作人员赛婵娟，在兰州参加了由甘肃
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举办的“2015 年第一期省属社会组织财务人员培训班”；
2. 2015 年 2 月 9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杨晓斌在兰州参加了由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主办的“社会组织如何运用新媒体技术培训会”；
3. 2015 年 3 月 9 日—3 月 14 日，伊山伊水执行主任虎孝君、项目官员周建强、杨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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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参加了由壹基金举办的“第一期灾害管理培训及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 2014 年项目总结
会”；
4. 2015 年 3 月 7 日，伊山伊水执行主任虎孝君在西安与西部阳光项目官员常江走访西
安两家西部阳光合作伙伴，并参与西部阳光对两家合作伙伴机构能力建设的参与式评估；
5. 2015 年 3 月 19 日—3 月 25 日，伊山伊水执行主任虎孝君、项目官员周建强、马会玲、
杨晓斌在平凉参加了“参与式农村评估培训（PRA）”本次培训师由兰州大学丁文广教授、博
士生导师和南昌工程学院陈炳贵副研究员担任，培训内容有：一、PRA 背景；二、PRA 理论和
工具介绍、案例分析；三、如何利用 PRA 设计发展项目内容；四、PRA 田野实习；五、PRA 田
野实习及项目设计汇报；
6.2015 年 3 月 31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马会玲参加了在兰州市由西固区政府召开的“家
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座谈会”。本次座谈会就社区开展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存在的问题做
了进行了探讨；
7.2015 年 3 月 29—4 月 3 日，伊山伊水执行主任虎孝君参见 WISPAD 在北京举办的“战
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研讨会”，系统性学习非盈利机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
8.2015 年 4 月 2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马会玲在兰州参加了由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举
办的“新公益 心世界”—公益人的新选择分享沙龙，来自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培训师、北京
组织力社会服务中心秘书长张博先生为大家分享了中国新公益领导力的发展现况、公益人保
障-益宝计划以及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微有爱基金会“手心手背”儿童安全教育项目；
9. 2015 年 4 月 13 日—4 月 17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马会玲在成都参加了 WISPAD 首届
成都 AT-PEb 110 项目评估研讨会；
10.2015 年 4 月 20 日—4 月 22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杨晓斌在兰州参加了由甘肃省社会
组织促进会主办、乐施会资助的“同舟计划”救灾组织能力建设暨参与式农村发展工作方法
工作坊；
11.2015 年 4 月 22 日—4 月 30 日，伊山伊水执行主任虎孝君在成都参加了由南都基金会
举办的“南都基金会灾后重建学习网络会议”；
12. 2015 年 5 月 26 日—5 月 30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杨晓斌在兰州参加由甘肃社会组
织促进会主办、乐施会资助的同舟计划第二期培训——人道救援与环球计划培训；
13.2015 年 6 月 26—28 日，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贵阳参加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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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2015 年年会——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议程、新常态、新行动，做了中国穆斯林生态
自然观研究专题发言；
14. 2015 年 7 月 5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杨晓斌在兰州参加了由甘肃鸿泽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举办的“农村社区工作方式反思沙龙”，沙龙探讨了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实务经
验；
15. 2015 年 7 月 20 日—7 月 23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杨晓斌、周建强参加在贵阳由壹
基金举办的“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第一期能力建设”。本次培训班针对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各
省网络的救灾专岗开展网络救灾业务、环球计划基础、国家应急管理、以及灾害脆弱性分析
等核心课程；
16.2015 年 8 月 3 日 “伊山伊水组织能力·沟通（OCAT）工作坊”在伊山伊水办公室举
行。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秘书长虎孝君及团队成员 7 人参加了本次工作坊。上海舜
益咨询项目经理陈泉、社会资源研究所高瑞作为本次工作坊协作者全程推进工作坊的各项内
容进程。通过举办“OCAT”工作坊，使伊山伊水的团队更加更清晰和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组织。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罕见病发展中心、广州市汉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甘肃兴邦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4 家机构共 9 人观摩了本次工作坊；
17.2015 年 9 月 28 日，上海舜益咨询委托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对我
中心执行的“甘肃公益组织陪伴成长计划”项目，2014 年 4 月 30 日-2015 年 6 月执行期间的
财务进行了审计；
18.2015 年 10 月 6 日，甘肃公益救灾联盟换届选举大会在兰州东金大酒店举行，伊山伊
水当选第二届常务理事机构，并连任第二届协调机构；
19.2015 年 10 月 19 日，藏人文化教育促进会索南秘书长和任秘书代表多识基金会拜访
了我中心，中心执行主任虎孝君介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运营情况，甘肃 NGO 能力建设情况，
以及甘肃农村社区存在的社会问题；
20.2015 年 10 月 29 日 -10 月 31 日，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湖南长沙参加了“世
界银行 TCC6 项目子项目《社会救助瞄准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体系研究》项目地区试点方
案研讨会”以“甘肃省社会救助瞄准与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体系研究方案”为题做了专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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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15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30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马会玲在北京参加了 WISPAD 应
用项目评估研讨会。研讨会是建立在初级项目评估研讨会的基础之上针对定量及定性评估项
目有效性的方法、技巧、技能和工具上，从需求评估、过程评估到不同的影响评估设计方案
和数据采集；
22.2015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28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周建强在成都，参加了由北川
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2015 壹基金净水计划培训”。培训内容：农村水问题概况、
农村儿童概况及其在水与卫生健康方面的需求分析、如何组织省内的“水宝”课程讨论、水
宝活动开展的记录与反馈、各省年内净水计划软件工作计划制定；
23.2015 年 10 月 28 日，壹基金委托第三方大信会计事务所对壹基金温暖包、洪灾温暖
包、能力建设项目进行了审计；
24.2015 年 10 月 30 日，深圳建辉基金会周坚老师拜访了我中心，与我中心执行主任虎
孝君就网络平台的重要性和战略性规划进行了深入探讨；
25.2015 年 10 月 31 日，伊山伊水项目官员周建强、杨晓斌，行政姜雪花在长沙参加了
壹基金举办的“为爱同行”徒步活动，并成功挑战 36 公里；
26. 2015 年 11 月 5 日—11 月 8 日，我中心执行主任虎孝君在广州参加了由南都公益基
金会、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及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资助，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
办的“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第四期聚会；
27.2015 年 11 月 12—11 月 13 日，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北京参加了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表彰大会；
28.2015 年 11 月 14-16 日，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兰州和平凉参加了世界银行贷
款甘肃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预评估会议；
29.2015 年 11 月 24—11 月 26 日，伊山伊水理事长丁文广教授在北京参加了 2015“福特
汽车环保奖”十五周年大会；
30. 2015 年 11 月 27 日—11 月 28 日，我中心筹资官员黑亮在昆明参加了“敦和公益
优才—壹基金网络伙伴筹资能力建设”初期培训交流会；
31.2015 年 12 月 5 日—12 日，我中心项目官员杨晓斌参加由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
乐施会资助的“同舟计划”成都公益机构参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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