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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我们

（一）奇点公益简介

奇点公益是由李昂达和张博联合创办，于 2015 年 6 月 3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京民 0030662），旨在推动公益组织信息化能力建设，致力于通过建设与传播公益数据库、提供信息化技

术培训与咨询，提升公益组织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升公益行业公开透明度，促进公益资源

精准有效匹配。

愿景：技术改变公益，人人参与共享

使命：倡导公益数据共享理念；传播信息技术，提升公益行业效率，推动公益信息对称。

价值观：开放、共享、创新、合作

（二）奇点公益发展历程

奇点公益的前身是组织力社会服务中心，是北京直立人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成立的公益机构，2013 年

入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主要提供的公益服务有：

1、协同办公系统：组织力、公益组织数据库；

2、一对一公益机构信息化咨询和服务；

3、通过开展沙龙、工作坊等活动开展公益信息化传播和倡导。

累计投入资金 40万元（个人和企业捐赠），累计为全国 80 多家公益组织提供了服务，具体公益服务

如下：

类别 服务公益组织 主要服务内容及产出 服务时长

基础传播类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大爱清尘基金
官网建设及维护 3年

真爱教育 官网建设、电脑维护 1年

北京农禾之家 禾力项目网站建设 8个月

返乡志愿服务队 提供组织力系统软件使用 3个月

于芬基金 官网建设 5个月

能力建设培训 培训公益组织

从业人员 15人

第一期公益组织

从业人员CIO（首席信息官）训练营
3个月

公益组织 为全国公益组织 为全国 65 家公益组织 1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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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咨询 提供信息化咨询 提供信息化咨询和辅导

推动志愿服务
动员志愿者参与服务

动员志愿者 50 人，

提供志愿服务时间 4000 小时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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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项目

目前核心项目为：公益共享数据库建设项目

（一）公益共享数据库建设项目简介

公益共享数据库建设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技术，为公益行业建立一个全面系统、方便大众精准查询、

结构化、适应不同领域需求的共享数据库，推动中国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信息完善，减少公益信息壁垒、

解决公益信息碎片化难题，提升公益行业效率和透明度，助力公益行业的专业发展。

数据库项目分类三个建设阶段：第一阶段，推动更多的公益机构入驻数据库平台，对信息进行分类，便

于搜索；第二阶段，参考大众点评模式对公益机构和项目进行点评，便于参与者了解公益机构或者项目；

第三阶段，公益机构效率排行榜，推动更多的公益机构高效透明并实现在线捐款功能。

（二）公益信息数据库的价值和作用

1、促进社会大众认识公益、参与公益

海量的公益组织、基金会等机构信息按照不同维度分类并贴上多个标签，公众在这个书库里搜索相应的

关键字即可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除了能便捷地找到目标组织外，这些组织信息的呈现让人们更

多了解这个长期没有进入大众视野的行业和它的贡献，进而改变整个社会对公益的态度。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种认识是参与的开端。

2、匹配资源，最大程度减少浪费

一方面，捐赠人可以了解到公益组织的需求和需求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捐助；另一方面，公益组织

在开展项目前可以了解到当地已有的类似项目，避免重复建设，对于基金会资助项目也是同理。此外，一

个公共数据库也能减少部分机构自己重复搜集行业信息所浪费的精力。

3、促进行业合作与竞争，提升公益效率，放大公益声音

由于同一细分领域的不同项目／机构被展示在同一个页面中，相关数据可以做简单的比较和排名，一方

面可以促进不同地域间同类项目的合作，形成行业联盟共同发声，另一方面可以让机构／项目了解自己在

同行中的排名，避免盲目自信，更有动力提升自身水平。此外，对于想要联合本土公益组织发展家乡的改

良人士来说，按图索骥可以大大提升效率。

4、提升行业透明度，进而提升公益组织公信力

不同机构的透明度通过排行榜及不同的数据指标得到展示，捐赠人比较的成本大大降低，更透明的机构

将得到更多公众信任及捐款，不透明的机构被淘汰的几率更大，最终能提高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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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评功能也将进一步让公益组织的好与坏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5、为学界对公益行业做全面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公益行业的不透明也影响了学界的研究，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将带来极大的方便，降低研究成本，提高研

究成果的代表性。

2015 年数据库项目进展情况：

2015 年奇点公益开发了公益共享数据库建设项目，我们借鉴了国内外开展数据库建设的公司，对国内

的多家数据库平台做了竞品分析，最终确定了公益共享数据库的理念和建设思路。

初步形成数据库两大形式：一是以公益机构为主体，二是以公益项目为主体。从公益受益人及需求方和

捐赠方及供给方两方需求来开展数据库内容建设。截至 12月底，我们已经整理完成 13000 家公益机构数据，

包括基金会，专项基金及民非和社团机构，完成 4个主题数据库包括捐衣、助学、大病及女性。

• 机构库

 数据获取：13000+ ，持续获取中

 数据审核：每周审核，持续审核中

 现有规模：专项基金 4682 条；基金会 4436 条；非基金会公益组织 4414 条。

已经审核过的数据

• 主题库

大病救助 256 条数据 按机构所在地、疾病分类

 助学 217 条数据 按资助对象、地域分类

 捐衣 188 条数据 按地域分类

 女性权利 103 条数据 按内容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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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引用

三．我们的 2015年

（一）奇点公益的第一次众筹

奇点公益六月份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后，经过一个月项目筹备，8月份申请参加在深圳每年一届的中

国慈展会，并参加慈展会项目大赛，根据大赛要求，参赛项目必须在腾讯公益发起项目众筹，筹款周期为

一个月。在一周时间内，筹款文案阅读人数达 10万，顺利完成 10 万元筹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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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奇点公益众筹页面

（二）参加第四届中国公益项目大赛获得银奖

参加深圳慈展会项目大赛，晋级双百强，并晋级为社会创新项目五强，在网络推广中排名第三。2015

年 9 月 14 日-18 日奇点公益受邀参加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特训营，奇点公益理事长李昂达全程参

与本次训练营，并与其他伙伴分享如何高效管理数据。

4.2.1 大赛得分情况 4.2.2 理事长李昂达做大赛项目决赛演讲

（三）参加深圳慈善展会

2015 年 9 月 18-20 日奇点公益团队参加深圳慈展会，申请获得三个展位及举办公益沙龙机会，具体

内容如下：

4.2.4 社会创新前五强合影留念
4.2.3 理事长李昂达接受项目评审

专家徐永光颁发的银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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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公益深圳慈善展会活动一览表

时间 位置 参展代码 展板编号 项目名称

9/18-9/20 公益支持展

区

G-068 G-068 公益数据管理与共享数据库

建设（项目编号 5346）

9/18-9/20 双百项目展

区

G-068 3009a 公益数据管理与共享数据库

建设（项目编号 5346）

9/18-9/20 互联网+

公益展区

G-068 7105C 公益数据管理与共享数据库

建设（项目编号 5346）

9/18-9:30-10:30 沙龙一区 S-13 主题为：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组织增能

9/18

14:44-14:54

公益支持展

区

中央舞台 路演：公益共享数据库—奇点公益数据库

奇点举办了主题为“如何用互联网思维推动组织增能”的分享沙龙，本次沙龙由奇点秘书长张博主持，

沙龙除了奇点公益分享数据库项目外，同时邀请了广东与人基金会秘书长吕静莲和免费午餐管委会张军宏，

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分享青年人如何用信息平台开展公益项目和信息系统提升公益机构效率。

4.3.1 分享嘉宾与部分参与沙龙伙伴合影 4.3.2 奇点团队在深圳慈展会合影

在慈展会上，奇点团队用路演、沙龙，现场一对一分享，介绍奇点公益数据库建设的理念和方式，让更

多的人了解互联网公益如何从用户需求开发产品，产品真正有效解决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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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向参观人员介绍奇点项目

（四）项目传播

2015 年 11 月 3 日，奇点公益受邀参加北京公益汇，在本次小型慈展会上，奇点公益传播总监黄晓婷

通过项目路演，分享了奇点公益数据库项目背景及如何用共建共享推动公益行业信息对称，减少信息壁垒，

提升公益机构工作效率。

4.4.1 奇点传播总监做项目路演 4.4.2 奇点传播总监介绍项目

2015 年 11 月 7 日，奇点公益受邀参加亚洲专业志愿服务论坛，在该论坛上，奇点公益举办了信息化

工作坊，与参会的三十多家公益机构分享了如何设计适合自身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并通过数据把项目和机

构资源有效管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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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奇点理事长做工作坊分享 4.4.4 工作坊分组讨论中

作为初创的公益机构，我们认知到传播对于机构发展的重要性，奇点开始建立官网+微信+微博的基础传

播体系，经过团队的努力，微信粉丝 1300 人（截至 2015 年底），单篇文章的最高阅读量为 15000，在公益

行业有了一定的传播影响力。

（五）团队建设：

奇点的团队建设机制：创始人+合伙人+全职+顾问+实习生+志愿者的六维架构，我们学习互联网运营

机制，积极引入合伙人机制，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奇点，推动奇点公益专业化发展，其中志愿者团队

建设卓有成效。

奇点公益自成立初我们就深知志愿者是我们机构的核心资源，我们在志愿者管理过程中，研发和设计

了适合我们项目的志愿者管理体系，形成了标准的志愿者管理八大步骤。

4.5.1 奇点志愿者管理流程图

在志愿者管理架构中，形成了志愿者管理梯队结构，按照机构部门形成每个部门的志愿者支持队伍，在

每个岗位中设计了 AB岗，确保该岗位的人员能及时有效开展本岗位的工作，每个职能部门的志愿者共同

组成机构的志愿者管理和支持体系，更有效地动员志愿者参与项目工作。

4.5.2 奇点志愿者梯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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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在奇点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和贡献。作为行业支持性公益机构，我们管理志愿者有别于管理

开展一线服务工作的志愿者。如何更好地支持和激励志愿者，让他们能通过参与奇点机构日常工作和数据

整理及审核工作，认知和感受到支持型志愿服务的价值，是目前摆在奇点的主要课题。在这方面，奇点于

2015 年建立了志愿者支持体系与培训体系，包括：在线项目培训、志愿者管理培训和公益行业概况培训；

线下链接体系，建立每月一期线下面对面沟通与交流的机制；沟通体系：建立了微信群，QQ群，工作组，

如应用 Tower、日事清等软件工具按照类别进行细分组别及时沟通和信息内部共享。

4.5.3 与三一基金会团队联合团建

*2015 年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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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信息

（一）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审计报告 2015 年度

中廉民非审字【2016】第 012 号

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北京奇点公

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作出

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的规定和北京市民政局关于社会团体年检的要求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

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

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

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

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结论

1、总体评价

我们认为，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财务报表已经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和《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恰当地反映了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2、其他事项说明

无。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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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

（盖章）

中国·北京 2016 年 04 月 11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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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事记

2015 年 6 月 3 日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成立

2015 年 8 月奇点公益第一位合伙人黄晓婷加入

2015 年 9 月 20 日获得第四届中国慈展会项目大赛银奖

2015 年 10 月 27 日获准可开具公益事业捐赠收据

2015 年 11 月 12 日获得第一笔众筹捐款

2015 年 11 月 20 日获得腾讯微爱NPO+计划微爱成长基金奖励

第六部分：致谢

奇点公益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再次感恩大家支持，期待未来更紧密的合作。

六．机构致谢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工场协力中心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

北京直立人科技有限公司

数聚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极益科技有限公司

益宝计划

USDO自律吧

恩派

奇点志愿者致谢：

崔军婷 付 彪 范家龙 耿 荣 韩 玉 赖 宁 梁宁宁 李 杰 李凌云

李仁燕 李灶琼 李泽宁 刘 芳 刘金荣 刘文倩 史超杰 滕旭琛 汪 彬

王国菁 王密密 王怡晴 王艺玮 王 鑫 韦静菊 冼汉标 闫丽吏 杨 琛

张思宇 张 杨 周 波 周 琦 周艺函 周志远 朱来琛 何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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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 51号二层

电话：010-56180048

邮箱：office@jidian.org.cn

奇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