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基金季度总结报告 

专项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SEED 种子伙伴专项基金 

项目周期 

20201001-20201231 

年度项目预算 本期项目支出 

906,707.97CNY  137921.95CNY  

本期实施地点 本期受益人数 

线上为主 约 200 名青年社会创新从业者 

项目经理姓名 提交报告日期 

储丹 20200930 

 

1. 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1.1 项目执行情况 

 

▌第一层：个体赋能，点动成线。 

通过 Fellowship 种子培养计划及 Mentorship 师友计划为社创青年创造巅峰体验与定制化陪伴，共同营

造同辈学习之旅。关键词：社会问题认知、创新模式路径、青年领导力。项目更新如下： 

· Fellowship：搭建 2021 届项目团队，核心团队为往届种子：马晓璐-2016 级、储丹-2017 级、李赛

-2018 级。第四季度将进入项目升级及研发状态。 

· Mentorship：完成 26 位 mentee 的初选、访谈、配对及跟踪。第四季度将进行复盘、传播及评估，

阶段性地引入社区外导师力量。 

▌第二层：社群互助，线动成面。通过全年无休的社群活动与自组织机制建设，打通成员之间的信息、

经验和资源，互助支持彼此成长。关键词：基础运营、社群活动、机制文化。项目更新如下： 

· 通讯录：110 位社区成员填写，更新职业状态，内部连接约 50+次。 



 

· 周五小报：连续 21 周汇总社群成员供需信息，累计播放信息 200+条。 

· 开放麦：激活 16 位社群潜水成员，每周三晚 9 点开麦讲出自己的故事。 

· 森友会：以热点话题带动讨论，累计举办 10 期，平均参与人数 13 人/期。 

▌第三层：辐射生态圈，面动成体。联动社群成员，通过思想领导力与创新行动，调动更大跨界资源的

参与，实现 SEED 影响力集合。关键词：青年发声、创新行动。项目更新如下： 

· 社创思辨场：举办 3 期线上公众分享，后期内容入驻播客平台，完成 MVP 测试及团队组建。 

· Lab 影响力评估：推进聪明空气、绿色和平、合木残障、C 公益、阿拉善 SEE 的影响力评估咨询服

务。 

 

1.2 项目效果介绍 

 

第三季度最重要的成果是捋清了项目逻辑，如下所述：SEED 的核心定位为社区，一个聚集社会创新创业

青年的地方。围绕社区定位，以涟漪理论为变革框架，我们设计了三个逻辑层次的项目，如上述「项目执

行情况」所介绍。 

 

另外在项目传播上，也开始稳步推进：截止三季度 9 月底，本年度以来已完成总计 36 期推文推送，累计阅

读量 92623，累计被分享次数 7053，累计被收藏次数 1693。 



 

 

 

 

 

1.3 持续运营或改进意见 

 



 

反思团队管理。随着专业化进程和新的全职加入，也会让全职与志愿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发生变化。我们

需要寻找哪些工作更适合以志愿者模式推进，有哪些工作并不适合该如何解决，全职与志愿者的边界在

哪里。在此期间，给予到全职与志愿者好的工作体验及成长空间，是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机构可

持续发展的根本。 

 

2. 季度财务支出明细 

 

 

项目名称：

项目期间：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1,080.00

项目名称  项目产出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量  决算投入(元）

A.1.1 物资采购 0.00

A.1.2 服务采购 0.00

A.1.3 交通差旅 0.00

A.1.4 工作餐费 0.00

A.1.5 住宿费 0.00

A.1.6 邮寄费 0.00

A.1.7 物流费 0.00

A.1.8 通讯费 0.00

A.2.1 物资采购 0.00

A.2.2 服务采购 石墨文档升级服务 1,080.00 8月-A.2.2 执行机构报销

A.2.3 交通差旅 0.00

A.2.4 工作餐费 0.00

A.2.5 住宿费 0.00

A.2.6 邮寄费 0.00

A.2.7 物流费 0.00

A.2.8 通讯费 0.00

A.3.1 物资采购 0.00

0.00

0.00

A.3.3 交通差旅 0.00

A.3.4 工作餐费 0.00

A.3.5 住宿费 0.00

A.3.6 邮寄费 0.00

A.3.7 物流费 0.00

A.3.8 通讯费 0.00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117,802.24

项目岗位  人员姓名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量  决算投入(元）

B.1 秘书长 储丹 工资及社保 7-9月工资及社保 58,953.12 全职人力-B 执行机构报销

B.2 副秘书长 席蕊 工资及社保 7-9月工资及社保 58,053.12 全职人力-B 执行机构报销

B.3 志愿者 冉亚威 志愿者补贴 北京地区志愿者团建 796.00 8月-B.3 执行机构报销

品牌筹资支出费用 7,272.00

项目名称  产出（项目目标）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量  决算投入(元）

C.1 服务采购 服务首款        7,272.00  9月-C

C.2 /             -

C.3 /             -

··· /             -

D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5,200.00

D.1 行政人员费用

D.2 行政成本费用 / 公司注册地续费 中青租赁公司 5,200.00 8月-D.2 执行机构报销

E 税费 真爱管理费 5% / / / 6,567.71

总计 137,921.95

决算单项小计

B

C
决算单项小计

 多奇文化-品牌VI升级  升级SEED品牌VI视觉系统

决算单项小计

专项基金支出明细表
SEED 社会创新种子社区(乐种新知（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SEED种子伙伴专项基金

2020年7月01日-2020年9月30日

A
阶段决算单项小计

备注发票编号

服务采购A.3.2

编制预算机构/单位名称：

本期专项总体目标

物资采购，请说明：物资名称、使用方向；

交通费，请说明：何人、从何地到何地、参与何事；

住宿费，请说明：何人、男女性数量、参与何事；

餐饮费，请说明：具体用餐人姓名、人数、用餐活动

其他费用请尽可能描述清楚费用原因，相关标准参考专项基金执行规范

发票编号：本项目发票照片编号，如：A1.1-5

（如上：若发票过多，可单独建立文件夹，名称编号A1.1--5）

项目1:SEED

Fellowship

由于疫情爆发，线下活动无法开展，故2020年

Fellowship暂停一年

项目2:SEED  Community

1、启动Mentorship师友计划,面向所有已经加入

社区的成员，为在机构或个人发展中遇到挑战和

困惑的社区成员给予来自社区亦师亦友的支持和

陪伴。

2、启动森友会,每2周/期,SEED社区内部线上聚

会。目前已经连续开展了6期，每期参与人数在

10人左右。

项目3:SEED  Thought

1、启动社创思辨场，以对外输出和构建SEED在

社会创新领域的思想领导力为目标，目前已开展

4期围绕领域内热议话题的线上沙龙活动，并分

别产出了相应的公众号推文/音频内容，议题分

别为“如何看待和解决数字鸿沟”、“商业vs公

益的碰撞对谈”、“短视频与直播之于公益机构

”（本次仅开放社区内参与）、“数据科学vs社

创”，活动累计吸引入群人数约500+人，在线参

与人数约250+，累计推文阅读量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