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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还未结出花骨朵的青葱植物，你是否愿意相信它也有盛开的一天的未来。

然而，有这样一群人，因为先天的脑部障碍无法走进你所熟知的生活——没有中

考，没有高考，没有人相信他们会成为祖国的栋梁。他们的一生可能都需要别人的照

顾。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不过是在父母走后，还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有健全的四

肢，却无法融入你所在的那个社会。

或许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开花，又或许只是需要等待，需要更多的呵护，而他们回

馈给世界的，将是异样的绚烂。

没有承诺，没有预期……

你是否愿意和WABC艺途一起

用心呵护，用心等待

迟来的花期。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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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企图生出枝叶，长成树丛。
我屏住呼吸——为求更快蜕化成形——
等候自己开放成玫瑰。
                                ——1957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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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C无障碍艺途的使命：

协助精神障碍群体实现自身艺术价值，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达成这一使命的行动方式：

依托不断创新的社区艺术课程，挖掘和培养一批特殊艺术家；通过丰富多彩的

互动活动，向普通大众传递艺术之光。

关于2014的⼀一句话：艺术点亮⽣生命，⽤用爱推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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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艺途无障碍工作室（以下简

称“WABC艺途”）是一家由艺术家发

起，文青们运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我们

致力于推动中国特殊人群的艺术教育，消

除社会对于精障人士的偏见。

出于机构使命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WABC艺途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

教育、展览、衍生品等众多领域。但万变

不离其中的是我们对于核心项目——为精

障社区服务点提供艺术培训课程的执着。

基于课程中发现的具有艺术潜质的学员，

我们以贴近学员生活的社区中心展览与吸

引更多大众的城市艺术馆展览为双线，不

断寻求社会与特殊人群的艺术和解。

多年的艺术实践，机构已积累了众多

国内知名艺术培训领域的专家、学者，原

生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培训师，以及多种

门类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的人脉资源。

依托深厚的学术与实践领域的经验，我们

尝试新的艺术门类课程、新的艺术培训方

式，不断拓展和完善现有的艺术培训课

程，以内部讲座、内部简讯、体验沙龙等

形式向一线教员传递最新的艺术培训领域

的讯息。

我们深信，只有让大众走近课程，走

近特殊人群的艺术生活，才能真正消除隔

阂，互相得到尊重。因此我们开发和开展

了一系列的艺术体验课程和艺术体验活

动，吸引普通人来参与艺术创作，与精障

人士建立关系。以艺术衍生品的方式，将

艺术作品送进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

上述各项产品和服务彼此互相关联，

形成了一条研发、培训、展示、互动的完

整产品链条。我们期待这一完整的系统能

够保持良性的运作环境，最大限度的调动

各方面的资源，共同有效的推进中国特殊

人群的艺术教育领域的进步，并为消除社

会隔阂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截止本报告期末，我们已在中国6座

城市20个社区和学校开设了28个艺术课

程，服务于400多名精障人士。

WABC艺途坚信，艺术这一人类大同

的语言，一定能够帮助精障人士重拾自

信、愉快，有尊严的生活。

                          

                              WABC无障碍艺途

                            上海市公益新天地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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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 2013年度 增⻓长率

筹款总额 2,119,696.39 1,639,859.78 -23%

⽀支出总额* 1,306,040.46 2,016,530.64 54%

项⺫⽬目⽀支出总额 1,063,016.09 1,750,062.37 65%

其中：社区课程 861,939.39 1,102,795.02 28%

艺术中⼼心** 56,500.00 625,024.02 1006%

其他限定性⽀支出 144,576.70 22,243.33 -85%

⾏行政管理费⽤用 267,286.06 234,888.42 15%

筹资费⽤用 8,110.05 -817.79 -110%

年末净资产余额 978,333.56 601,667.70 -39%

项⺫⽬目⽀支出⽐比例 81% 87% 6%

⾏行政费⽤用⽐比例*** 18% 13% -5%

下表是为方便读者简要了解WABC艺途2013年度的财务核心指标，根据上海艺途无
障碍工作室2013年度已审计财务报告调整形成的业务简表。

2013年业务主要发生在上海机构，北京、广州、深证、杭州、成都尚处在发展阶
段，业务量较少，同时还存在尚未注册，业务记录在上海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布上海地
区的财务情况足以代表WABC艺途2013年主要的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单位：RMB元)

注释：

*  由于2012年的筹款收入中2012年底收到2013年执行的项目，因而形成了2013年度支
出大于收入的现象。
**  艺术中心项目为招商证券2012年捐赠的上海公益新天地7号楼XXX室和XXX室的
装修款。装修已于2013年XX月验收完工。由于后续资金未能及时跟上，目前只续租
了XXX室作为机构办公室使用，2楼原计划的机构活动室未能进行续租。
***  社区项目中包含10%的行政执行费用。

2013年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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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13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2013年度行政费用总额约25万元，占总支出的13%，比2012年降低了5个百分点。

截止2013年底，全职工作人员12人，兼职2名，机构全体雇员薪酬福利（含三金）
支出总金额为573,970.90元，其中包括广州1名、深圳1名、杭州2名教员的工资。

注释：社区课程项目中包含10%的行政执行费用，这里未作分类统计。

科⺫⽬目 ⾦金额（RMB元） ⽐比例

⼯工资薪酬福利 220,472.86 88%

餐费 7,569.5 3%

办公费 6,720.2 3%

房屋租赁费 6,236 2%

交通及通讯费 6,410.2 3%

差旅及住宿费 3,079.5 1%

其它 20,740.16 8%

合计 250,488.26 100%

2013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捐赠分类 ⾦金额（RMB元） 占⽐比

限定性收⼊入 1,531,414 93%

⾮非限定性收⼊入 108,450.78 7%

总计收⼊入 1,639,864.7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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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分类 ⾦金额(RMB元) 占⽐比

企业 1,184,648.71 72%

基⾦金会 296,517 18%

政府购买 96,905.77 6%

个⼈人 61,793.3 4%

总计 1,639,864.78 100%

2013筹资概要分析

2013年对于WABC艺途来说是锐变、动荡的一年，经历了一次剧烈的人员变动。无
论是对于机构本身，还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以及支持者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所有
的工作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面对突变的内部环境，WABC艺途的发起人再次接过机构执行长的重任，重新整
合现有员工资源，并及时唤回了一部分老员工。虽然失去了一部分的固定捐赠者，但通

过所有员工的努力，与企业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和巩固，建立起了更深厚的互信关系。 

      WABC艺途的捐赠者中，企业捐赠和拨款型基金会为最重要的捐赠收入，占到了总
捐赠的90%。前十大捐赠人贡献了超过半数的捐款，其中包括5家企业，3家基金会和2
家政府机构。

2013筹资来源分析

筹资概要



2013年度，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机构共筹得善款共计人民币1,639,864.78
元。其中个人捐赠61,793.30元，主要为互动体验活动、衍生品义卖以及企业年会所募得
款项。

捐赠⼈人 捐赠⾦金额(RMB 元) 总捐赠占⽐比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429,257.44 26%

招商证券 335,161.65 20%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95,650 12%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30,700.76 8%

南都公益基⾦金会 100,000 6%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86,517 5%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70,000 4%

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52,519.2 3%

上海市虹⼝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52,414.66 3%

上海市民政局 44,491.11 3%

合计 1,496,711.82 94%

WABC2013前⼗〸十⼤大捐赠⼈人

      再次，特别鸣谢所有通过购买艺术衍生品参与捐赠的个人。你们的捐赠虽然不多，

占捐款总额占比也很小，但你们对于特殊艺术家作品的认同却是弥足珍贵的，是他们得
到社会认可和接受的开始。希望未来一年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他们的作品，愿意将他们的
作品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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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C 衍生品



2013年度业务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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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WABC艺途在全国XX个社区开设了23个艺术培训课程。艺术课程受
益⼈人数约为600-800⼈人。项⽬目覆盖上海、北京、杭州、成都、⼴广州、深圳6个主要城市
和地区。

艺术培训课程



2013年年中，机构的部分成员与机构创始人在机构未来发展上存在不同的见解，
从机构分离出去建立了一个新的公益机构，导致失去了一部分的社区，下半年流逝的社
区未纳入统计。

此外，每周末上海艺术中心专门为无法参加社区课程，但渴望用艺术的学员提供
美术或者音乐课程。

             

      2 013年，机构的教员们在用心与学员沟通、交流的同时，在课程的研发上也做出了

新的尝试——将律动课程与美术课程结合在一起。先通过肢体的运动激发学员自我表达
的热情，再引导他们进行美术创作。这种新尝试，让一些原本内向的学员主动加入绘画
的实践中，获得不错的社区反馈。

2013年WABC艺途与爱心企业合作，将学员从社区带向更广阔的社会，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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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0 北京：3个 深圳：3个，⼴广州：1个 成都：2个 杭州：4个

WABC全国 艺术课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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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杭州 深圳

课程类型 课程⽐比例 课程数量

美术课程 83.3% 20

⾳音乐课程 12.5% 3

律动美术课程 4.2% 1

WABC 艺术课程类型

外出活动

艺术课程类型



2013年11月14日，由WABC艺途组织五角场街道的特殊学院参观陶艺馆，学习陶艺
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制陶工艺的艺术魅力。

2013年12月7号，由WABC艺途发起，密云社区及康明斯协办，组织特殊学员参观
上海民政博物馆，并开展室外的绘画活动，拓展学员的视野，增长相关知识见识，同时
也建立更多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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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WABC 
学员外
出活动



艺术展览
2013年，WABC艺途在上海、北京、杭州、成都等地举办了包括社区展览、路演在

内三十余次展览，展出学员作品总数逾四百幅，参与展览的观众超过十万人。

通过作品展览，使社会公众得以有机会走近这个群体，发现并了解他们的艺
术天赋，逐步缓解对于他们的误解；通过展览沙龙，使更多同类型的残障人士互相
认识，拓展社交圈，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通过彩圈互动，让普通公众和
特殊学员在同一张画布上作画，促成他们之间的艺术互动。

WABC2013⼤大型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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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展览⽇日期 展览地点 协办单位

杭州 2013年12⽉月8⽇日⾄至
12⽉月15⽇日 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 杭州紫阳街道

成都 2013年10⽉月26⽇日⾄至
11⽉月1⽇日 成都红星路35号兔脚展厅

北京 北京远洋⼤大厦地下⼀一层 中远慈善基⾦金会

深圳 2013年12⽉月12⽇日⾄至
12⽉月15⽇日 第⼆二届国际艺术博览会

深圳 2013年12⽉月1⽇日⾄至
12⽉月12⽇日 ⼤大⽣生体育⾼高尔夫馆

北京 2013年6⽉月24⽇日⾄至6
⽉月30⽇日 三⾥里屯太古⾥里北区N2楼

三⾥里屯太古⾥里、

万⾮非世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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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途基⾦金是由“WABC⽆无障碍艺途”发起,⽤用于⽀支持⼼心智障碍的特殊⼈人 
群,为他们提供绘画潜能开发课程和艺术展览项⽬目。艺途基⾦金通过建
⽴立社区 站点⼯工作室的形式,在现有的社区的服务中⼼心开设艺术潜能开
发课程,给喜 爱绘画的学员⼀一个展⽰示⾃自⼰己、培养兴趣的机会,同时也能
起到⼀一定的辅助康 复功能。通过专题展览,销售衍⽣生品等⽅方式,让⼤大众
了解和认可这个群体的 艺术才能,从⽽而实现残障⼈人⼠士的社会价值和经
济价值的同步提升,并寄希望 于此来逐步缓和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误
会与偏见,以促进城市和谐与美好发展。

WABC 致⼒力于通过原⽣生艺术教学,艺术治疗实践,使得精障特殊⼈人群更 
好的融⼊入社会,提⾼高特殊⼈人群的⽣生活质量。并且搭建⼀一个特殊⼈人群更
友好的 被关怀、更容易的被关注、更直接的被尊重和更有效的展⽰示
才能的平台。

发掘特殊⼈人群艺术潜能,授⼈人以渔使得特殊⼈人群各有所长,最终使得特
殊 ⼈人群依靠⾃自⾝身价值⽽而⽣生存和融⼊入主流社会⽣生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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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智障⼈人群艺术教育与疗愈

1. WABC社区艺术课程:

⽬目前WABC已在上海、北京、杭州、成都、深圳、⼴广州等6个城市,30 余个学校和
社区点为脑部障碍⼈人⼠士提供免费艺术治疗课程,课程内容包括 绘画、⾳音乐、舞蹈等。
WABC社区课程既培养和开发特殊学员在艺术领域 的兴趣和才能,又起到⼼心理和精神⽅方
⾯面的稳定和康复作⽤用。

  2. WABC 艺术⼯工作坊:

将有独特艺术天赋的学员汇聚到⼯工作坊,通过我们的专业教员,发掘 与培养具天赋
的原⽣生艺术家,⿎鼓励并引导其⾃自发性艺术创作,同时兼顾为 散落在其他社区的个别学员提
供艺术培训课程。⽬目前 WABC 艺术⼯工作坊已 经孵化出了出了像⼩小龙,岩岩这样的「特殊
艺术家」。

 3. 艺术疗愈课程的研发与普及:

WABC计划持续投⼊入课程的开发,并且亲⾃自根据课程的实践,不断的 完善艺术疗愈课
程,并为全国范围内从事特殊⼈人群教育的公益机构提供技 术输送,让更⼤大范围的特殊⼈人群
群体感受到艺术的滋养和疗愈。

精智障⼈人群艺术价值传播与社会融⼊入

WABC ⼀一直坚持为精智障⼈人群的艺术价值提供被看见的平台。WABC ⽆无障碍艺途
半年度标准社区项⽬目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为期⾄至少半天的适合 所有学员共同参与的外
出活动,如:艺术展览欣赏、⾳音乐会欣赏、户外写 ⽣生、与爱⼼心企业及团体互动交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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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活动WABC⽆无障碍艺途会事先 以信函形式征询学员家庭监护⼈人的意愿,并为所有参
与外出活动的学员购买保险。

精智障⼈人群就业增收

艺术衍⽣生品开发与推⼴广:WABC衍⽣生品以学员的绘画作品为起始点,由 设计师志愿
者进⾏行设计,⽣生产和销售贴近百姓⽣生活的相关衍⽣生品,以此为 媒介让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
残障⼈人⼠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以期达到两个群体的真正融合。后期衍⽣生
品的⼀一部分销售额将以版税等形 式回馈给残障⼈人⼠士,探索⼀一种新的就业可能。衍⽣生品销
售收⼊入的10%反馈 给学员及其家庭,其他收⼊入归⼊入艺途基⾦金,⽤用于公益项⽬目的持续开展。

❖ 机构创始⼈人苗世明先⽣生荣获华尔街⽇日报「中国创新⼈人物奖」提名。 

❖ 荣获2011-2012年度上海⻘青年志愿者公益优秀组织奖。 

❖ 荣获“阳光家园热⼼心公益,爱⽆无限”2012有限志愿者团队奖。

❖ 荣获「 夏幻的景观」汇丰少年⼉儿童艺术教育项⺫⽬目合作伙伴。 

❖ 荣获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公益慈善实施项⺫⽬目⼤大赛-铜奖。 

❖ 荣获「 爱让我们⼀一起」艺术品质奖。 

❖ 荣获 上海⼗十⼤大⻘青年公益项⺫⽬目奖。 

❖ 荣获「 中⾏行杯 - 2012年度上海⻘青年公益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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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6-09「 紫阳街道:公益嘉年华启动 」来源：杭州⽇日报

❖ 2013-08-28「 寻找下⼀一个梵⾼高」 来源： 凤凰⺴⽹网 

❖ 2013-08-29「 残疾⼈人办画展 描绘⼼心中多彩世界 」来源：法制晚报

❖ 2013-10-28「「发现中国的梵⾼高」画展开展」来源：成都⽇日报

❖ 2013-11-19「 ⽤用绘画建⽴立⽆无障碍交流」 来源： 凤凰⺴⽹网 

❖ 2013-11-19「 与梦想同⾏行:⽆无障碍艺途 苗世明」 来源： 凤凰⺴⽹网 

❖ 2013-11-20「⽆无障碍艺途 给精智障碍⼈人搭建沟通桥梁 」来源： 凤凰⺴⽹网

❖ 2013-12-11「 会展中⼼心明起上演艺术盛宴」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3全国合作社区/学校列表
I.  上海

021001上海市上钢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州路366号
开课时间：2010年5⽉月1⽇日  学员数量：27⼈人
负责教员：⺩王涛  

021003上海市淮海街道阳光⼼心园
上海市⻩黄浦区济南路185弄13号
开课时间：2011年11⽉月1⽇日学员数量：17⼈人
负责教员：胡晓梅  

021004上海市虹⼝口区密云学校
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西路242弄40号
开课时间：2012年2⽉月14⽇日  学员数量：18⼈人
负责教员：胡晓梅

021007上海市纪勋技术职业学校
上海市中⼭山南⼆二路878号
开课时间：学员数量：
负责教员：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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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11上海市⾦金杨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杨⾼高中路750弄31号
开课时间：2012年8⽉月9⽇日  学员数量：23⼈人
负责教员：郭鸿儒

021012上海市卢湾区辅读实验学校
上海市⻩黄浦区斜⼟土路265弄30号
开课时间：2012年11⽉月6⽇日  学员数量：20⼈人
负责教员：郭鸿儒

021013上海市五⾓角场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杨浦区三⻔门路358弄65号
开课时间：2012年11⽉月14⽇日  学员数量：24⼈人
负责⽼老师：虞仁杰  

021014上海市⽼老⻄西⻔门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374 
开课时间：2013年1⽉月21⽇日  学员数量：23⼈人
负责教员：胡晓梅   

021015上海市江川新闵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863弄80号
开课时间：2013年2⽉月1⽇日  学员数量：20⼈人
负责教员：卞莹莹  

021016上海市陆家嘴街道阳光之家
上海市浦东南路575弄25号102室
开课时间：2013年11⽉月  学员数量：15⼈人
负责⽼老师：⽥田芳

II. 北京：

010001北京来⼲⼴广营温馨家园
北京市朝阳区朝来绿⾊色家园来春园⼩小区
开课时间：2011年6⽉月3⽇日  学员数量：13⼈人
负责教员：

010002北京东⻛风温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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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四环北路国兴观湖国际⼩小区  学员数量：17⼈人
负责教员：

010005北京新运⼉儿童康复院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南⾥里8号楼
开课时间：学员数量：
负责教员：

III.杭州：

057102杭州市紫阳街道⼯工疗站
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471号紫阳社区
开课时间：2013年7⽉月5号  学员数量：19⼈人
负责教员：吕倩

057103杭州市⼩小营街道⼯工疗站
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公园
开课时间：2013年10⽉月4⽇日  学员数量：10⼈人
负责教员：吕倩

057104望江街道⼯工疗站
杭州市上城区残疾⼈人服务中⼼心2楼
开课时间：2013年10⽉月4⽇日  学员数量：20⼈人
负责教员：吕倩

057105杭州市康乃馨⼉儿童康复中⼼心
杭州市下城区兴业街⽯石桥路
开课时间：2014年8⽉月6⽇日  学员数量：3⼈人
负责教员：吕倩

IV.成都：

028001成都市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成都市双林路160号
开课时间：2013年4⽉月19⽇日  学员数量20⼈人
负责教员：⻩黄家阳

028002成都市双流县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双流县东升镇正通街3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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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时间：2013年6⽉月1⽇日  学员数量：20⼈人
负责教员：钟晋超

V.深圳：

075501深圳市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平洲酒店3楼
开课时间：2013年9⽉月  学员数量：8⼈人
负责教员：林也

075502深圳市民爱特殊⼉儿童福利院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二村
开课时间：2013年12⽉月  学员数量：9⼈人
负责教员：林也

075503深圳市仁善康复福利院
深圳市罗湖阳光⼉儿童公园
开课时间：2014年5⽉月  学员数量 :7⼈人
负责教员：林也

VI.⼲⼴广州：

020001⼲⼴广州市慧灵⼀一校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永兴⽩白云苑新村22号1层
开课时间：2014年2⽉月  学员数量：17⼈人
负责教员：⻬齐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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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度报告起草之时，我在WABC

担任顾问已半年有余，让我有机会从以往

基金会审视NGO的视角中跳出来，而直

接参与到公益组织的治理运营之中。半年

多来，深刻感受到在目前的行业大环境下

发展一家公益组织所要面临的考验之严

峻、困难之艰巨。但还好，WABC有信念

坚定的创始人、有年轻热情的工作团队、

有公益服务模式的创新性、及在公益与艺

术之间跨界领域的影响力，这一切都会让

关心WABC的相关方感受到对这家机构的

信心及对它未来的期许。

 
       

一直以来，对精智障碍人士的帮助

还大多停留在传统慈善层面，很少有人能

够真正懂得和欣赏他们所具备的特殊才

华。在特殊人群艺术教育领域默默耕耘了

五年的「WABC无障碍艺途」，为了构建

一个更易于被社会关注和支持的公益品

牌，会在2014年发起「艺途基金」，致力

于通过艺术的形式丰富特殊人群的内心世

界，帮助他们更好得融入社会。期待更多

朋友的支持，并给与WBAC更多的监督和

指导。

结束语

37



特别鸣谢

政府：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建设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

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上海市虹⼝口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民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社区公益创投办公室

企业：

成都市红星路三⼗十五号

美国⾼高通（中国）

成都睿意⾼高攀⼲⼴广告有限公司

澳新银⾏行营运服务（成都）有限公司

费列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上海强⽣生制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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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涂云家居饰品有限公司

⻨麦格理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美国  江森⾃自控  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

上海通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桑梓⽂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苏宁电器五⾓角场店

汤森路透（中国）

公益：

南都公益基⾦金会

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上海慈善基⾦金会

恩派（N P I  ）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组织：

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

双流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个⼈人：

孙嘉鸿

 

     感谢所有对WABC⽆无障碍艺途给予关⼼心和⽀支持的机构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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