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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慈善组织是参与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社会力量。基层慈善组织参与扶贫，具有独特的

优势和功能。以杭州市两个区级慈善总会组织为例，选择其较有特色的助贫和开发扶贫项目

进行分析、比较，探讨基层慈善组织实施扶贫项目的开发、执行、监督和效果评价的行为过程。
结果发现，尽管两个扶贫项目在目标、投入和监督方式与效果评价方面存在不同，但都是依据

贫困群众的需求而设计实施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且都能紧密依靠镇、村两级组织，注重项目

监督。为提高慈善项目的运行效率和实施效果，应构建完善的基层慈善组织网络和政府扶贫

部门与基层慈善组织的合作机制，拓宽和深化基层慈善网络组织建设，鼓励基层慈善组织从助

贫向开发扶贫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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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
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完善
机制，拓展领域，注重实效，提高水平”。慈善组
织是参与我国农村扶贫的重要社会力量［1］，在我
国扶贫领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
与功能［2，3］。文献检索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
于慈善组织层面的运行［4，5］，对微观层面的慈善
项目实施关注较少; 尽管少数研究探讨了非营利
组织参与我国农村扶贫的成功做法，但研究对象
主要是国际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层次的

国字头组织，对县镇级基层慈善组织参与扶贫的
成功做法还鲜有涉及。

本研究选择经济比较发达、慈善氛围较好的杭
州市为案例背景。杭州慈善总会系统是杭州市规
模、影响最大的公益慈善组织，所以本研究选择杭
州慈善总会系统的两个区级基层组织，对其实施的
扶贫项目进行案例分析，探讨其扶贫项目的开发、
执行、效果评价与监督的行为过程，提炼两个基层
慈善组织实施慈善项目的成功经验，以供相关管理
部门和其它慈善组织开展扶贫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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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在对慈善项目的评估方面，国内科研机构和
学者已经结合中国实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提出
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模式，以及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提出的“APC 评估”模式和微观层面的“综
合绩效评估”模式。“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模式关
注的重点是救助失学儿童和建设希望小学等活动
的直接和间接效果，包括希望工程的事业定位是
否合理、运转机制是否有效以及影响希望工程实
施效果的环境和条件等等［6］。“APC 评估”是针
对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初期实施项目存在的相关特
点而提出的一种评估模式，即对公益项目的问责
性( accountability) 、项目的绩效( performance ) 和
实施项目的组织能力( capacity) 进行评估; “综合
绩效评估”是“APC 评估”中项目绩效的细化，包
括项目的适当性、效率、效果、满意度、社会影响和
可持续性［7］。“综合绩效评估”模式曾被用于评
估中国人口 福 利 基 金 会 实 施 的“幸 福 工 程”项
目［8］，也被学者用于对“首都大学毕业生基层服
务团”项目进行绩效评估［9］。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并考虑到基层慈善组织
实施项目的现实条件与能力上的限制，本研究拟
从慈善项目的目标定位、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实
施效果 4 个方面来探讨基层慈善组织的项目实施
行为过程。具体内容包括: 这些项目是怎样开发
的，包括哪些实施环节，参与方是谁，项目的监督
机制是怎样的，以及项目效果的自我评价。还要
探讨这些基层慈善组织实施慈善扶贫项目的成功
经验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见图 1。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择杭州市慈善总会系统中被认为运
营状况最佳的 A 区和 B 区慈善总会作为案例选

择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并各选择一个创新性强、
具有典型意义的扶贫项目作为样本案例进行深入
分析。慈善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扶贫救困”和“支
持发展”［10］。本研究选择了 A 区慈善总会下属
新街分会开展的“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以
及 B 区慈善总会实施的慈善开发扶贫项目，作为
样本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对比。

( 二) 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阅相关文档的方法
收集资料。受访对象主要是两个区慈善总会和相
关分会的专职会长或副会长，以及秘书长、副秘书
长、办公室主任。访谈之后，两个慈善总会又提供
了相关的书面文档，作为对访谈内容的补充和证
实，并供本研究深入分析。首次调研在 2011 年
12 月，访谈和材料收集前后经过 1 周时间，之后
持续关注项目的实施情况，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截
至 2014 年 7 月。

本研 究 主 要 采 用 扎 根 理 论 的 数 据 编 码 方
法［11］对资料进行分析。首先，将大量零散的、混
杂的数据进行逐级、分类编码，识别每个扶贫项目
在开发、执行、评估阶段的主要做法，以及受到哪
些方面的监督。其次，形成对两个项目的单案例
分析，把单案例中提炼出的结果进行对比，以期得
出有意义的结论，指导基层慈善组织的扶贫项目
实施。

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非
常注重不同来源数据之间的交叉验证和相互补
充，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数据收集阶段邀请
了杭州市本级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参与，他们全
程参与了深度访谈并进行了访谈后的即时讨论，

后续的数据分析结果也向其进行了反馈并得到
认同。

三、案例分析结果:两个扶贫项目的实施

行为过程

两个扶贫项目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农村特
困户危房改造”项目属于贫困救助性质，是输血
型项目; 慈善开发扶贫项目属于支持发展性质，能
够提高贫困户的自身能力，使其迅速脱贫，是造血
型项目。两个扶贫项目的实施特征见表 1，详细
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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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个扶贫项目的实施情况

分类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 慈善开发扶贫项目

项目性质 输血: 贫困救助 造血: 支持发展( 提升能力)

项目开发 适应捐款人的要求和当地贫困户的需求
主动探索帮助贫困户脱贫，考虑当地贫困户的愿望
和需求

项目执行 规范的政府文件，主要依靠镇、村两级组织的执行
由慈善组织进行决策与协调，同时依靠镇、村( 社
区) 两级组织的支持

项目效果
解决了那些存在实际困难、现有救助政策不能覆盖
的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贫困户当年实现脱贫、脱保，促进农村居民团结，提
高捐赠人满意度

项目监督 政府部门、慈善组织、村民的共同监督 以慈善组织自我监督为主

( 一) 项目开发

项目开发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项目需求分析，

运用需求分析提供的信息来确定需要解决的社会

问题，然后通过设计和实施适当的项目来改善这

些社会问题［12］。“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于
2011 年提出并开始实施，它是 A 区实现慈善网络

全覆盖后，下属新街镇分会根据当地需求开发的

新项目。该分会每年可接收留本冠名基金利息达
965 万元，捐赠企业要求，每年捐赠的利息要“用

完、用实，不要留下来，用到最困难的群众手里”。
根据分会调查和下属各村的反映，部分低保、困难

家庭在住房上存在安全隐患，现有的住房救助项

目、政策只能覆盖到享受低保的残疾人家庭，难以

解决非残疾人困难家庭的住房改造问题。因此，

镇分会计划在 3 ～ 5 年里，在下属 15 个村中，每年

每村资助 2 户低保、困难家庭进行住房改造，每户

一次性补助 5 万元。由此看来，该项目的开发主

要依据捐赠者的要求和特困户的需求而提出，符

合该镇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
B 区慈善总会实施慈善扶贫项目已有 5 年多

的历程，在实施之前就已经考虑到怎样使“输血

与造血相结合”。造血项目的开发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技能培训，出资对有意向的

低保、困难户进行培训，如缝纫技术，种植、养殖技

术培训，驾驶技能培训。希望帮助低保、困难户增

加就业机会。第二个阶段是开展对低保、困难户

在种植、养殖资金上的扶持项目，在 2010—2012
年，扶持了 35 户( 次) 、47. 6 万元。
“这些家庭在心理上一般比较要强，不愿意

让社会知道他们在接受救助，希望自己能够自食

其力，只要给他们扶持一下，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善经济状况、实现脱贫。”( B 区慈善总会) 。
因此，B 区慈善开发扶贫项目的开发主要是围绕

当地困难家庭的需求展开的，并能够根据社会环

境的变化主动及时调整，针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家

庭开发扶贫项目，以保证实现预期效果。

( 二) 项目执行

项目执行主要包括项目计划落实、项目对象

覆盖和组织保证三个方面。项目计划落实主要考

察项目方案中预期的各种资源是否真正获得满

足、项目规定的各种服务或干预措施是否付诸实

践; 项目对象覆盖是指项目实际服务对象或干预

对象，重点是考察项目目标对象的覆盖情况; 组织

保证是指项目执行者为了保证项目的成效而采取

的各种制度和组织保证措施［13］。对于这两个慈

善项目来说，资金保障没有问题，因为两个区慈善

总会的收入比较稳定，所以在项目执行阶段重点

关注目标对象的选择和项目执行的制度、组织

保证。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提出后，经过当

地镇政府讨论通过，再上报区慈善总会审核批准，

然后进入执行阶段。新街镇党委、政府专门针对

该项目的实施下发了文件，明确规定了实施的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范围标准和审报程

序，并就项目执行的组织领导、工作透明度、镇村

两级协调配合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据镇分会介

绍，项目的执行要经过特困户申请、村三委的讨论

通过与公示、村委上报批准、镇相关部门现场评

议、拨付补助款等阶段。其中村委的把关、参与至

关重要，有些智障人员特困户甚至需要村组织帮

助他们改造房屋。
“我们要求村里三委会讨论，他们肯定要讨

论的，因为涉及到这个事情比较重要，金额也比较

大，有 5 万块。公示后我们会去检查，有个评议。
文件上要求我们办公室、城建办、财办要联合调

查。关键还是靠把关”( A 区新街镇慈善分会) 。
所以，该项目的执行主要依赖于镇政府和村自治

组织的参与得以实现，也成为镇政府构建和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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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一项内容。
B 区慈善总会对慈善开发扶贫项目的执行非

常重视，在确定扶持对象时，区总会领导都要亲自
实地调查。受扶持对象一般先由镇、村的慈善工
作站( 室) 推荐，再由总会人员考察确定。
“到镇里面听，到村里面听，到周围的老百姓

那里去听，还要到现场去看，做到这四步以后才来
讨论怎么样进行扶持。到老百姓、邻居那里去听，

就是听他这个人有没有赌博，如果赌博，我扶持资
金再怎么给你，对这个人也是没有用的”( B 区慈
善总会) 。对每个受助人确定扶持方案后，慈善
总会还要安排专门的联系人进行技术指导和帮
助。在项目执行中，区总会领导定期上门查看项
目进展情况，包括受扶持人的精力投入程度、管理
水平，产生的收入效益情况，以使总会对项目执行
做到心中有数。由此可见，区慈善总会在扶贫项
目的执行中，不仅进行资金扶持，还投入了大量的
时间、精力，选准受扶持对象，做细具体的扶持方
案，确保扶贫项目取得实际效果，使低保、困难户
尽快脱贫。

( 三) 项目监督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的监督机制体
现在 4 个方面。首先，该项目明确规定了接受补
助对象的条件，必须是持证的低保户或基本生活
保障人员，这些人员已经经过政府的审核，并签发
了证书，可以确保受助人员必须是比较困难的家
庭。其次，要求各村在确定当年度接受补助的特
困户时，必须经过村三委会讨论通过，并且在村里
公示 7 天，以接受全村群众的监督，确保补助受益
者选择过程的公平、公正。第三，慈善分会和镇城
建办、财政办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评议，查看村委
的会议记录，核实受助名单是否经过讨论、公示，

检查改造房屋是否属实、是否符合城建办规定，并
把房屋改造前后的地址、照片进行对比，确保房屋
改造和受助者的真实性，然后向区慈善总会申请
发放补助金。最后，区慈善总会通过管理资金的
划拨实现监督职能，分会必须提供全套的审批手
续、材料和房屋照片，总会才同意拨付补助款，而
且规定只能通过银行向特困户拨付补助金，不得
使用现金，并要求分会回收、上交受助人亲自签名
的收款证明。此外，整个项目每年度还要接受专
门机构的审计，以接受监督。

B 区慈善总会慈善开发扶贫项目的监督主要
体现在对受扶持人的确定过程中。慈善总会把低

保、困难户分为 3 种类型，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 二是有劳动能力，但比较懒、不想做事的贫
困户; 三是有劳动能力，希望自食其力脱贫，但需
要扶持的贫困户。慈善开发扶贫项目主要是针对
第三类贫困户执行的项目，所以慈善总会要确保
受扶持对象的正确选择，对基层推荐的人选进行
实地核查，符合条件、预计能实现脱贫效果的才给
予扶持，做到“宁缺毋滥”，防止扶持资金“打水
漂”，做到对善款捐赠人负责、对扶贫项目效果负
责。其次，对每个低保户的扶持方案和资金数量，

都要经过总会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确定，有些还要
经过理事会的批准，也是项目监督的体现。
“我们做造血项目，当时整的安排，理事会同

意一百万、一百户，理事会通过的。后来具体去操
作实施的时候，我要求第一年门槛设高，各方面一
定要严格把握，不能钱弄下去打水漂，这样就失败
了。这个项目失败了，还要不要做下去? 要做下
去，人家就对你有怀疑，企业家也对你有意见了。
所以只要做了，13 户人家，户户都要成功”( B 区
慈善总会) 。

两个项目的性质不同，采用的监督方式也不
同，“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的关键是公平、
透明，需要多角度的监督; 开发扶贫项目的关键是
产生收益，否则就意味着善款的损失，需要慈善组
织自我监督，选对扶贫对象、选准扶持项目。

( 四) 项目效果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在 2011 年 9 月
开始实施，当年有 2 家特困户完成房屋改造，5 家
特困户的经费补助申请通过审批。据当地慈善分
会介绍，该项目的目标是: “力争通过 3 ～ 5 年时
间，确保全镇农村特困户的基本住房条件与社会
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截至 2014 年 7 月，共
有 18 家贫困户获得补助，使其危房得到改造。

B 区慈善总会对慈善开发扶贫项目的效果进
行了总结，认为可以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可以
帮助低保、困难户脱保、脱贫。尽管扶贫项目不能
帮助低保户实现致富，但可以当年就增加他们的
收入。截至 2013 年底，共有 10 户脱贫。其次，可
以促进农村的居民团结和干群关系融洽。有些低
保户对同村的居民和干部具有抵触情绪，不配合
村里的工作，通过扶贫项目增加收入后，主动把收
获的瓜果送给村里人品尝，不仅积极与村里的工
作“保持一致”、积极配合，还主动说服别人完成
村里布置的任务。第三，可以提高捐款人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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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优化慈善氛围。区慈善总会安排接受扶贫项
目的代表在年度慈善捐款表彰大会上作典型发
言，亲自讲述自己在扶贫项目中脱保、脱贫的事
实，使捐款人感到“捐有所值”，对这种有志气的
困难户应该帮扶一把，对慈善总会开发的项目感
到满意、受到启发。相对而言，“农村特困户危房
改造”项目的效果具有较高确定性，而开发扶贫
项目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变数和风险。

四、案例比较与政策建议

( 一) 案例比较

1． 共同特征。
( 1) 项目开发创新。两个扶贫项目都是适应

贫困群众的需求而设计实施，扩大扶贫覆盖面、提
高命中率，在扶贫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农村
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填补了现有助贫政策的空
隙，解决了存在住房安全隐患、无法获得专项救助
的特困户困难，切实解决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问
题，社会影响较大。B 区的慈善开发扶贫项目做
到了方法创新，主动开展“造血型”扶贫。慈善总
会资助贫困户购买种、养殖所需的设施、资料，并
安排专人联系，在产业开发中及时解决问题，扶持
贫困户创收、脱贫，这种做法在慈善组织中比较少
见，得到了杭州市民政部门的肯定。

( 2) 完善的基层慈善组织网络。两个项目的
实施都借助了自身组织网络的功能。A 区已实现
了慈善网络全覆盖，全区 28 个镇都成立了慈善分
会，还包括 3 个直属分会; B 区慈善总会有 21 个
分会、工作站，慈善网络组织已进入到村、社区，设
有村慈善工作室，实现了慈善工作三级联动。完

善的慈善组织网络为项目的开发、执行和效果反
馈起到了支撑作用。慈善分会、工作站、工作室成
为区总会了解困难群众需求的信息渠道，他们推
荐接受项目资助的备选人员，核实困难户的基本
信息，使慈善项目的运行效率得以提高。

( 3) 紧密依靠镇、村两级组织。两个慈善扶
贫项目的实施都以镇政府、村委这样的基层组织
作为合作伙伴，这也是慈善总会系统实施项目、活
动的特色。在“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中，各
村三委会推荐、讨论、公示受资助名单，镇城建办、
财政办、民政办负责评议、审批、监督，从而保证项
目实施的公平、公正。在 B 区的慈善开发扶贫项
目中，由镇政府或村委出面，联系兽医或种植大户
结对扶持项目受资助家庭，提供技术或市场方面
的帮助。慈善工作人员在镇、村办事窗口还设有
专门的工作岗位，及时接受群众的咨询和求助。

( 4) 注重项目监督。项目实施的公平、透明
直接关系到项目的效果，多角度的监督必不可少。
在“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中，总会监督项目
的审批、运行程序和手续，从资金上监督项目实
施; 镇财政办负责资助款的监管与支付，镇城建
办、民政办负责监督村委的操作程序和真实性; 群
众监督村委推荐受资助家庭的公平、真实性。在
B 区的慈善开发扶贫项目中，总会对分会、工作站
推荐的受扶持人员实地察看核实，访问邻居、村
委，以确保能够扶持真正愿意自食其力、并具有劳
动能力的低保、困难家庭。

2． 项目实施差异。两个扶贫项目实施的差异
比较明显，见表 2，具体差异情况如下。

表 2 两个项目实施的差异

项目 “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 慈善开发扶贫项目

项目目标 助贫 脱贫

慈善组织的投入 资金 资金，精力，协调活动

项目监督方式 内外部多角度监督 慈善组织自我监督

项目效果评价 过程评价 以结果评价为主，兼顾过程评价

( 1) 项目开发的目标不同。根据《中国农村
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农村贫困户危
房改造和开发式产业扶贫都属于农村扶贫的重要
内容，但“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是“助贫”活
动，目标是执行“扶贫救困”的功能; B 区慈善总
会开展的种植业或养殖业扶贫项目，是开发式扶
贫活动，目标是为贫困户自力更生提供机会，进而

提升其生存能力，使其迅速脱贫，履行了“支持发
展”的慈善功能，属于“造血”型项目。

( 2) 项目执行中慈善组织的投入不同。由于
目标不同，两个项目所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就不同。
在“农村特困户危房改造”项目中，慈善组织投入
的主要是资金，以及围绕资金发放开展的一些必
要程序和活动。在慈善开发扶贫项目中，慈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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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除了投入资金、开展必要的程序活动外，还要投
入大量的精力和协调活动，向贫困户提供技术、管
理和市场方面的信息，促使、帮助贫困户的产业开
发活动产生效益。

( 3) 项目的监督方式不同。“农村特困户危
房改造”项目属于“分钱”的活动，所以其公平、透
明性非常重要，需要来自慈善组织、政府部门和村
民等不同角度的立体化监督，才能保障项目的成
功实施，实现真正的“助贫”目标，防止善款流入
目标受众之外。慈善开发扶贫项目属于“生钱”
的活动，项目追求使贫困户产业创收、快速脱贫，

能否实现目标取决于慈善组织是否“选对人、做
对事”，项目的结果比较明显、透明，所以项目实
施的监督主要来自慈善组织内部，只有慈善组织
做好了各项工作，才能保证实现项目的目标效果。

( 4) 项目的效果评价不同。“农村特困户危
房改造”项目的评价主要是过程评价，只要项目
执行的每个环节符合程序要求，项目就实现了预
定效果。慈善开发扶贫项目的评价以结果评价为
主，也包括过程评价。只有项目使贫困户实现了
创收、脱贫，才认为项目得到了成功实施，同时也
要求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符合程序要求、有助于
项目效果的实现。为了达到预定的效果，B 区慈
善总会及下属分会、工作站在项目执行上下足工
夫，不仅要使慈善开发扶贫项目满足贫困户的需
求，还要让他们感到满意，并得到捐款人的认可，

以此激发大家参与慈善的积极性，提高整个 B 区
的慈善氛围。

( 二) 政策建议

本着总结经验、推广实施的目的，根据对 A、B
区慈善总会扶贫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基
层政府和慈善总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慈善项
目的运行效率和实施效果，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1． 构建政府扶贫部门与基层慈善组织的合作
机制。在我国的基层慈善组织中，主动开展“造
血”型扶贫项目的机构还不多，主要压力在于募
集资金有限。政府农业、扶贫相关部门可以与基
层慈善组织合作，定期向其拨付资金，专项用于实
施慈善扶贫项目，使一部分困难户、低保户快速脱
贫，提高政府扶贫效果。同时，双方也要制定好合
作实施开发扶贫项目的监督、激励政策，既保障扶
贫资金的合理使用，又能够保持慈善组织的积极
性。也可以采取由政府部门向基层慈善组织以不
同价格水平购买农户扶贫服务的方式开展合作。

2． 鼓励基层慈善组织从助贫向开发扶贫转
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 年) 》
指出:“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

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
脱贫困”。贫困治理的范式正在改变，治理主体
从以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与社会、企业合作治理，

治理方式从救助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和参与
式扶贫，治理目标从强调改善经济贫困发展为克

服能力贫困和缓解社会排斥［14］。基层慈善组织
贴近群众，能够听到贫困百姓的声音，了解他们的

真实需求，具有针对性强、效率高、创新性强，扶贫
领域广泛、扶贫方式多样的特点［15，16］。因此，民

政部门和上级慈善组织可以通过奖励、扶持与评

估的方式，鼓励基层慈善组织创新慈善理念，从
“助贫”向“脱贫”转变，利用自身优势，以开发式、
参与式扶贫项目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以适

应贫困治理方式的转变趋势。
3． 拓宽、深化基层慈善网络组织建设。推进

基层慈善组织网络进入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

建立基层慈善组织网络的治理机制，制定基层慈
善组织网络的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网络成员的权

利、义务。对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级慈善工作
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建立工作规范
和激励机制，使其在慈善项目的开发、执行中直接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提高慈善工作的针对性和专
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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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Action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by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 Dual － case Study on Projects of Aiding the Poor Financially and
Development － oriented Poverty Ｒeduction

ZHAO Hui1，FAN Jianfeng2，CHENG Pengfan3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A＆F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Zhejiang;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yi University，Jiangmen 529020，Guangdong;

3．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social for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and functions to involv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took
two district － level charity associations in Hangzhou as example，chose a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for only ai-
ding the poor financially and another for helping the poor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projects，then compared
them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executing，supervis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y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w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re different in goals，
inputs，supervision methods and effect evaluation，they are both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oor people，which is an innovation to some extent． Both of them are closely rely on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pay attention to project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charity projects，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net-
work and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government anti － poverty departments and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expand and deepe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level charity network，and encourage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o transform from aiding the poor financially to helping the poor in developing agricul-
tural projects．
Keywords: grassroot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aiding the poor financially;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develop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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