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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伙伴项目主要针对这样的一些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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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伙伴项目是明日中国基金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 
“明日公益计划”的重要项目之一。它的目标是发现、选择和
鼓励已经从事、并有志于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社会工作和其它
积极社会事务的潜在青年领袖，为他们提供综合性的支持方案，
以鼓励那些能够清晰把握社会需求、能采用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并有恒心和能力逐步实施的青年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扩大
社会效应，以便在整体上推进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促进
公益活动和志愿精神的普及。

培养中国未来的公益领袖

认同公益事业价值观，有志于通过公益项目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立足中国
实际，但追求专业化、国际化的工作作风；愿意通过提升自身工作能力和效
率再来更好的服务中国公益;

已经在较为成熟、并富有社会影响的公益机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正在带
领团队解决具体社会问题；或正在寻求新建公益项目；

已经在中国公益实践中有了至少2-3年的工作经验和认识；志愿将公益和公共
服务部门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证明具有潜力成为能领导解决某一或某一些具体社会问题；

有一定英语水平（可以看懂英语邮件，文件，基本口语沟通）

有较强沟通能力，能与政府部门、公益同行、媒体、学术界等有效沟通
和交流;
有较强学习自主性和学习能力，善于思考问题，总结经验;
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 

2. 

3. 

4. 

5. 

a. 

b. 
c. 

明日伙伴项目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支持项目，看重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公
益人才，以期通过一批优秀的公益人才促进中国民间社会的健康生长，促
进和谐社会的实现。我们将不为任何具体的公益项目提供项目资金，而是
相信明日伙伴们的成长，可以在充满机会的中国社会为项目寻找资金支持。
在《英国慈善法2011》规定的12类公益领域框架下，明日伙伴可以是任
何公益领域（环境、教育、扶贫等）的全职从业人员，也可以是“公益创
业者”、志愿者。



 
 

 

 

 

E

我们的原则是不让任何一
个优秀的伙伴因经济原因
而离开公益工作，然后再
寻求各种灵活的方式，以
期最大化地提高他们工作
的效果和效率。

 

申请加入明日伙伴项目的青年人在推荐、严格考察和面试通过
后，将与明日基金的甄选委员会一起制定个人化的支持和成长
方案。我们的原则首先是不让任何一个明日伙伴因经济原因而
离开公益工作，然后再寻求各种灵活的方式，以期最大化地提
高他们工作的效果和效率。

一般来说，在制定方案时，我们会综合考虑潜在伙伴们所从事
的公益事业、个人情况、收入情况、学习提升的需要和发展计
划。我们的方案菜单通常会包括下述一部或全部内容：

生活补助（以保证明日伙伴正常生活为标准）；

以进行培训、交流和其它能力建设为目标的自由支配额度；

针对明日伙伴拟从事的公益活动制定的培训和推广方案；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其它明日伙伴认为合适的资助项目（例如写书、拍纪录片等）

如果申请人的志向是创办社会企业或其他项目，我们将另行沟通。

1.

2.

3.

4.

5.

6.

明日中国基金会
ChinaNext  Foundation

明日伙伴的权利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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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明日伙伴承担以下责任：

明日伙伴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明日伙伴需要全职从事公益工作。伙伴们需要向基金会持续地证明，他们在全职从事英
国《2011慈善法》所规定的，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目标的12类公益工作之一或更多。
伙伴们将不能从事以获得报酬为目的、与社会公益的目标无关的工作（比如企业工作）；
如果伙伴们选择进行了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工作，将被认为是自动退出明日伙伴项目。

明日伙伴需要致力于用最高的标准检视和提高自己的公益工作质量。他们将致力于提高
所在机构的财务透明程度、提高机构的项目执行效率、提高捐赠人资金的使用水平。他
们将致力于唤醒其他人的公益意识、鼓励其他人的公益行动。对于为所在机构主要领导
的明日伙伴，我们将以所在公益机构的运行效率和透明程度来评估明日伙伴的工作质量。
对于并非主要领导的明日伙伴，我们期望看到他们努力推动改变的证据。

明日伙伴们有责任发现、培训、鼓励更多的未来的明日伙伴。并在不影响前述工作的情
况下，配合明日中国基金会的公关与宣传活动。我们欢迎更多的有潜力的年青人通过明
日伙伴项目得到实现梦想的机会，明日伙伴们也将协助培训新的明日伙伴，与他们分享
您的工作经历、经验教训等，以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加入社会工作的行列。

明日伙伴需要向明日中国基金会定期沟通工作情况，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满足了上
述要求。

明日伙伴需要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时汇报和沟通工作情况，以邀请公众对伙伴们工作的
监督和评估：

1. 

2.

3.

4.

5.

要与基金会保持联系，持续提交公益工作相关的照片、视频、新闻、文字等材料；
季度提交一次工作简报，并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一起做一次正式内部沟通和评估。季
度评估将综合考量上个季度的工作量和质量，并为伙伴项目的继续提供重要参考；
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我们要求每个伙伴开设一个正式的信息发布平台：可以是微博、博客、微信等新
媒体。以明日伙伴的身份向社会公开所在机构的情况、个人的工作状况、经历、
心路历程等等。这个平台是属于伙伴个人的，不可用机构的平台代替。

我们将不定期的组织伙伴们的工作坊/报告会；受邀明日伙伴需要在这样的公众
场合向社会公众讲述自己的公益工作，邀请公众监督；

·
·

·

2015明日伙伴计划

1) 

2) 



 

APPLICATION

明日伙伴申请办法 

2015明日伙伴计划

一般原则：
目前在正式公益机构工作的申请人需要所在公益组织的推荐。推荐信上需用公益
机构信头纸书写，提供关于公益机构的、关于申请人的的尽量多的信息，来支持
申请人的申请。

目前为所在公益机构主要领导人、或是在创业阶段的公益伙伴需要提供关于所从
事公益项目、过往公益工作经历、未来公益计划、个人详细资料等关于自身过往
和经历的尽可能多的信息，来证明本人是明日伙伴的良好人选。

申请办法：
1. 请申请人将申请信和个人简历用邮件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同时，
2. 请申请人所在公益机构将机构介绍和推荐意见单独发送到以下地址。

NextProgram@chinanext.org
俞瑜、邱莹
+86 21 6422 8310 / +86 10 6479 0590
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4弄2号 /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51号五层

联系办法：

Email: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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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 常见问题
明日中国基金会是？1. 

明日中国基金会（ChinaNext Foundation）是是由一群留英华人发起，注册于英国
伦敦，受英国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 of England & Wales）监管的公
募公益基金会（No. 1149502）。本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是支持中国公益部门的整体
发展。

在中国境内，明日中国基金会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明日公益计划”为
明日伙伴项目的执行方。

基金会的目前的资金来源？2. 

明日中国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社会大众、企业和非政府机构的捐赠。本基金会为非赢
利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公益公募基金会，并未接受任何国内外政治团体、势力、
党派、宗教等为重要捐赠人。

明日中国是直接与受助明日伙伴建立联系，还是通过公益组织资助？3. 

明日伙伴申请人由公益机构推荐，工作受公益机构管理、 人事属所在公益机构的编
制；但明日伙伴项目为明日中国基金会的个人培养计划，与所在公益机构没有直接的
法律联系；相应的，明日伙伴的甄选、资助和其它活动均由基金会与明日伙伴直接联
系进行。

但是，明日伙伴的项目和工作离开公益组织就没有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基金会会在各
方面和明日伙伴的所在机构紧密联系、互助协作。大多数明日伙伴都是基金会和所在
公益机构友好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来共同推进公益机构的生长。

明日中国与公益组织建立资助关系后，是否会对公益组织的运营作出影响甚
至是干涉？

4. 

明日中国基金会不会以任何形式介入、影响或干涉明日伙伴所在公益机构的工作。

一个公益组织最多能推荐几名候选受助人？资助的周期与金额是什么？5. 

明日伙伴项目是一个个人化的计划。我们欢迎公益组织的推荐和建议，但是明日伙伴
的申请、甄选、以至资助的范围、考核会由基金会自己根据基金预算、明日伙伴代表
性、未来发展等方面综合考虑决定。

明日伙伴的工作变动、离职后，资助关系如何变更？6. 

基金会要求明日伙伴在受资助期间全职从事公益工作。如有工作性质的变更，例如明
日伙伴开始从事非公益性质的工作，等同于该明日伙伴退出本计划；

如果明日伙伴到另外一家公益机构工作，或开始公益创业，我们会和其原所在的公益
机构与个人进行沟通，根据具体原因和实际情况决定。

2015明日伙伴计划



CHARITIES ACT 2011 - 12 Charitable Purposes

英国《2011慈善法》
所规定的12类公益活动：

扶贫济困 

促进教育事业 

促进宗教事业 

促进公众健康或援救生命 

促进公民意识和社区发展 

促进艺术、文化、历史传统和科学的发展 

促进非专业体育运动的发展 

促进人权、解决冲突；促进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平等和和谐 

促进环境保护 

为因为年幼、年老、健康状况、残障、经济困苦或其它因素而需要帮助
的人提供服务 

保护动物权利 

其它在理念和实质上与上述公益活动类似的活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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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网站：
新浪微博：
电子邮件：

http://www.chinanext.org
@明日中国基金会
info@chinanext.org

©明日中国基金会ChinaNext Foundation
英国慈善委员会注册号：1149502

Regulated by the Charity Commiss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No. 1149502

明日中国基金会会（ChinaNext Foundation）是一个
注册于英国伦敦，但全部由中国人筹建的公募基金会。她的
成立基于一个简单的理念：祖国已开始繁荣富裕，但这远远
不够。一个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为之感到骄傲的强大祖国，仅
仅靠GDP数字的增加无法建成。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必
须依靠人人的积极努力方有可能。

明日中国基金会的创始人大都在国内出生、长大、接受
教育，在海外工作和生活。他们亲眼目睹了祖国在过去三十
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  目睹了数亿人脱离贫困， 走向富
裕，也目睹了祖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不断上升。然而作为
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受益者，他们也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人民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他们
清楚地看到，未来祖国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
、而非经济领域。在吃饱穿暖之后，一个继续崛起的中国将
越来越多地需要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勇于站起来、站出来、发
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中国的社会问题只有由
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努力才能解决，改变中国需要从改变我们
自己做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人仍普遍缺乏责任意识和行动
能力。为了一起走出这个困境，明日中国为自己设立了三个
任务：1. 帮助和培育下一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2. 提供培
训与教育机会，帮助年青人积极参加到社区服务、地方事务
等社会建设项目中；3. 帮助中国的年青人和世界各地的有志
青年交流思想并共同行动。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使得
中国的明天变得更加美丽。

明日中国基金会
ChinaNex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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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3 -2014年度明日伙伴邓富友。
明日伙伴计划在我追寻公益事业道路上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

我莫大的帮助，它不仅资助我攻读MSW硕士学位，更让我结识
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公益人，我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称呼——明
日伙伴。明日伙伴是一群理想主义而又务实的追梦者，能加入这
样一个大家庭是我的荣幸。通过明日伙伴网络，我开阔了眼界，
学到了技能，拓展做公益的思维，更重要的感受到了做公益的温
暖和力量。因为我知道在祖国的不同地方有那么一些人在和我们
共同努力着——为建设一个美好的明日中国。如果你也有这样的
梦想，那么，欢迎你加入明日伙伴！

我是2013 -2014年度明日伙伴彭静萍。
一眨眼在公益圈待了8年，活在公益圈人筑起的小世界里。

2013年我回到家乡开始新的生活，突然惊觉周遭的人于何时变
得务实与现实，在他们眼中我是“来自星星的你”，另类、非主
流，让我倍感压力。汇智推荐我参加明日伙伴，曾经的激情和理
想在这里得到了看护。这是个让人待着舒服的圈子，自由选择学
习主题，真诚热烈的伙伴交流，拒绝繁锁的报告⋯⋯细节处体现
尊重。来自天南地北的“火”伴温暖了我的心，积累力量，再次
出发。
明日伙伴，明日中国。“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光明，中国
便不再黑暗。”送给即将申请和加入明日伙伴的朋友们。

我是2013 -14年度明日伙伴曾鑫。
成为明日伙伴这一年来，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我有幸和

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在一起，每一个对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充满着热
情、责任、坚守和智慧。我们相互学习和交流，分享资源，开阔
思路，携手向前。“明日伙伴”带给我幸运！在这一年里，我收
获了“首都最美社工”、“中国最美社工”称号，我知道这不仅
是对我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助盲工作的肯定。“明日伙
伴计划”为我梦想变成现实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亲身考察了日本
的盲人养老金奥模式，让我明晰了前进之路，我看到了中国盲老
人幸福生活的美景！
“明日伙伴”是一个从优秀到卓越的地方，希望一批又一批

的明日伙伴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创造和谐美丽的
明日中国。

2013 /14
明日伙伴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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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3 -2014年度明日伙伴祝启武。
（大家可以百度我：公益达人马克），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

的心情给大家写这封信。2013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经过11年的公益艰苦旅程，我在13年获选为明日伙伴。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位伙伴及志愿者们交流沟通，共同进步。
极大的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激励着我在这条不算宽阔的公益路
上走的更有力量。    
第二，13年9月份。在我组织筹办了一个大型的青少年骑车为

麻风康复村老人募集大米鸡蛋的活动后，患重病住院了4个月。花费
了大约70万元治疗费。我在广西的众多公益伙伴们成立了一个"爱马
克小组"。在我入院初期2周的时间内，为我募集了128万元的善款。
这些款项就有来自明日中国基金会的。也有麻风康复村的老人，也
有孤儿院的孩子。南京爱德基金会专门成立了用来关心困境公益人
的“恩久关爱基金”。
我想通过这个事情说明：只要大家脚踏实地的做公益，全世界

都会帮助我们。如果说1978年-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30年，
并且因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现在2008-2038年将是中国公益和
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30年。而我们正好处于这个历史发展时期。舞
台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如何唱好这出戏，就需要我们的努力付出。
我们既要唱给我们自己看，也要唱给其他国家的 人看，同时我们也
要唱给我们的后代看。让我们与明日中国基金会携手，共同为中国
公民社会和人类公平正义事业演出一场好戏。

2013 /14
明日伙伴回顾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领域：社会公益创新支持。

成都汇智社工中心。领域：社区民主自治。

重庆绿叶社工服务中心。领域：流动青少年儿童发展。

大病医保项目。领域：儿童大病救治。

西安拉拉手特殊儿童教育中心。领域：自闭症儿童关怀。

公益慈善论坛网。领域：公益信息收集发布。

北京红丹丹文化助盲中心。领域：视障人士关怀。

北京沙利文康复中心。领域：聋儿康复。

北京惠泽人志愿者服务中心。领域：Pro bono 企业社会责任。

维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领域：救灾、助学支教、公益骑行、孤

寡支援。

邓富友：

彭静萍：

王雅涵：

张   菡：

张立芳：

张以勋：

曾   鑫：

朱鹏程：

祝启武：



地址：北京朝阳区望京西路5１号五层，100102 
热线：010-64035547、64790590
网址：http://www.cydf.org.cn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明日公益计划

人民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支行
户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账号：0200001029014484859（请注明“明日公益计划”）
外汇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北三环支行
美元账号：110902151032605
日元账号：110902151065901
港币账号：110902151021206
SWIFT代码：CMBCCNBS（请注明“明日公益计划”或者“for the NextFellow Fund”）

明日中国基金会
ChinaNext  Foundation

英国慈善委员会注册号：1149502
Regulated by the Charity Commiss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No. 1149502

地址：Kemp House, 152 City Road, London EC1V 2NX
电话：+44 (0) 844 334 3324
电邮：info@chinanext.org
网址:  http://www.chinanext.org

CHINANEXT FOUNDATION 明日中国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