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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妇基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和关键意义的一年。一年来，妇基会认真分析形势，抢抓发展机遇，各项
工作获得了稳健发展。全年募资总额4.22亿元，创历史新高。“母亲邮包”项目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母亲健康快
车”项目办公室荣获第七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妇基会被中慈联评为2013年度慈善透明卓越组织，在
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中基透明指数2013排行榜”中以107.2分的成绩排名第一。

一、坚持公开透明，公信力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设立了各主体项目管理监测办公室，并分别由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组成评估小组对“母亲健康快车”、

“母亲创业循环”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对有关专项基金进行单项评估以及其它资助项目的论证、跟踪评估、绩效评
估，结果全部向社会公开。通过相关媒体以及妇基会年报、会刊、网站等，进一步公开各项信息，全年公开基本信息、
财务信息、项目信息、资金捐赠等信息180余条。邀请媒体赴实地参加考察及报道活动10余次。雅安地震发生后，妇
基会在紧急救援阶段，发起成立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联合制订《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
约》，坚持每日公布接受捐赠的资金、物资使用信息等。为防范风险，在选择合作方时坚持进行合作前的论证考察，
慎重选择诚实守信的合作单位；对合作协议和合作方式，坚持律师审核制度，提前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严格执行专
项基金资金预算决算审核制度，风险防范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创新工作思路，重点品牌项目效益显著 
1、“母亲水窖”项目深入拓展。继续围绕五年发展规划，深化品牌内涵，从单一解决饮水困难升级到“1＋N”综

合扶贫、生态保护、校园安全饮水等多领域，项目功能得到优化升级，项目运作流程进一步简化。“母亲水窖”项目投
入资金3375万元，建设小水工程120多处、水窖1300多口，31.85万妇女及家庭受益。“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投入资金2276万元，在18个省（区、市）的168所中小学开展项目，受益师生达14.4万人。

2、“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综合功能凸现。以“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十周年为契机，认真总结项目运作经验，进
一步形成集救助、服务、培训、科研和知识普及于一体的新服务模式。向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内蒙、西藏等25个
省区发放“母亲健康快车”318辆，对湖北、山东、新疆等11个省区500多名项目执行人员进行了项目培训。发放“贫困
母亲两癌救助”资金5267万元，救助了5400名农村贫困“两癌”患者。

3、“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专业化程度提升。创新项目实施模式和招标模式，在项目顾问团队的支持下，委托专
业机构开展公开招标评审工作，对项目进行科学管理、动态监测，提升项目可持续发展能力。集中力量对落实情况开
展追踪落实和效果督查。统一招标和集中发放3040万元创业循环金。

4、“母亲邮包”项目全面深入发展。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项目实施流程进一步优化，项目反馈进一步加强，保
障了项目的高透明和公信力，开发了家庭包等邮包新品种。特别是自然灾害发生时，“母亲邮包”发挥了迅速及时和针
对性强的重要作用。全年向四川、内蒙、陕西、甘肃、青海、贵州等省区市投放“母亲邮包”近27万个。

三、适应妇女家庭新诉求，积极开发培育新的服务项目
1、针对儿童特别是女童受虐待及性侵事件的频繁发生，联手百家公益机构共同发起“守护童年”公益行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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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首期“守护童年”联盟救助机构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协调北理工司法研究所徐昕团队，在京沪粤等10省市举
办20场“守护童年•法卫安全”普法活动；设立3家儿童专业救助站点，培训儿童救助社工和儿童家庭心理咨询社
工200名。

2、针对失独家庭问题，策划并启动“关爱失独母亲计划”。通过政协委员提案以及举办相关活动、媒体推动等方
式呼吁社会关注关爱失独家庭。以村居和社区为依托，投入100多万元，筹备建立了2个失独母亲服务站，开展各类健
康讲座20余次，发放宣传材料3000余份，组织各类帮扶活动10次，配备为失独母亲服务的“母亲健康快车”2辆。

四、急妇女群众之所急，全力做好抗灾救灾工作
针对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的客观实际，为保持救援工作的常态化和增强救援工作的及时性、有效性，成立了日常

备灾工作小组。在2013年雅安地震、定西地震等灾情发生后，迅速启动紧急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机制，制定了“灾情
初步评估及响应办法”以及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流程。同时，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及有关公益机
构的工作协同，设立了妇女儿童服务站、派出了专业人员组成的心理疏导小组、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依托各省区市
妇女儿童基金会及时开展高效的救助工作。全年接受社会救灾捐赠1.4亿多元，其中资金近1.1亿元，物资0.3亿多元。

五、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多元化募资格局基本形成
1、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把握政策扶持的机遇，主动作为，不断深化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

作力度，形成了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实施、资金相互配套的运行机制。与水利部合作的2011—2013“母亲水窖•安全
饮水”第一期合作工程顺利完工，每年撬动水利资金3000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
“两癌”妇女救助工作得到财政部充分肯定，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2、加强与大型企业合作，形成互动共赢工作格局。积极实施互动共赢的公益合作战略，2013年与20多家企业和
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与11家大型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许多合作伙伴深度参与项目策划实施，积
极促进合作共赢发展。

3、打造多元募资平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积极培育“人人可慈善，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慈善氛围，加大对社会
资源的动员力度。通过活动、论坛、拍卖等多种载体，打造银行、邮局、网络、手机等为一体的多元捐赠平台，为公众
提供途径便捷、高效透明的参与方式，大幅提升了公众捐款比例。2013年，公众捐赠比例占当年募资总额的24%。

六、推动慈善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凝聚专家学者、主流媒体、公益机构的智慧和力量，举办了2013“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深度研讨了中国特

色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规律及重点问题。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荐活动，弘扬了慈善文化。
编辑出版《2012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为培育女性公益慈善文化，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做出了积极努力。邀
请民政部、基金会中心网等行业内专家，对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工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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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创新特色传播模式，传播社会正能量
高度重视宣传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宣传发动与培育公民公益慈善理念相结合，与增强公众性

别意识相结合，激发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紧紧依靠和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主阵地作用，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等中央媒体多次对妇基会公益项目作重点宣
传报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高效、快捷、互动性强的优势，形成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并行发力的良好传播态势。与
新浪微公益、腾讯月捐平台等建立了良好的宣传及筹款平台，与光明网、凤凰网开展深度合作，深化与新浪网、新华
网公益频道网易UGC的立体合作。充分运用新浪微公益平台，全年发布微博1065条，转评31932条，微博被阅读超过
1200万次，粉丝增加6500多人。

八、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1、健全项目管理规章制度，严格规范项目实施过程。优化并积极推进项目运行机制，将各个项目分散实施转变

为多项目整合落地，扩大了项目的综合实施效益。运用招标竞标市场运作方式确定项目执行机构，提高项目运作的公
开公正性。通过制定科学实施标准，明确项目执行任务，规范项目运作程序，细化工作职责内容，从而保证工作目标
清晰明确，工作过程有章可循，实现项目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2、以财务管理为重点，保障资金有序高效运行。为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进一步严格资金管控制度，规范资
金使用审批流程，坚持对各项目实行单独核算，并采用预算管理和成本核算方法，加强对基层执行单位的资金延伸检
查，保证资金使用安全。全年，高质量地通过民政部抽查审计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

3、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在原有规章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完善员工聘用、选拔任用、绩
效考核等内部人事管理制度，并加大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力度。同时，对制度实行动态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创造性，强化了组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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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2013

The year 2013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Over the past year, the CWDF has analyzed situation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steady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of work. The total amount of last year's fundraise 

has reached a record high of 422 million yuan (US$ 69.2 million).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on the Eighth China Charity Award, and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title 

of Outstanding Group at the Seventh Beijing National Unity Awards. The CWDF was named the 

transparent and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 of 2013 by the China Charity Alliance, and ranked first (107.2 

points) on the transparency list issued by the China Foundation Center.

I.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push forward credibility 

construction

The CWDF has set up supervisory offices for main projects. Assessment team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ve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hey have 

also conducted individual assessment to special funds, and conducted argumentation, follow-up 

assessmen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o other projects. The results are all open to society. The 

CWDF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80 items of news on basic information, fiscal information, project 

and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though media, the foundation’s annual reports, journals and websites. 

The CWDF has invited journalists to participate in more than 10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activities. After 

the Ya’an earthquake on April 20, the CWDF set up quake-relief alliance during emergency rescue 

period, formulated quake-relief convention, and published the amount of money donated to them and 

how they distributed donated materials every day. To guard against the risk, the CWDF investigates 

carefully before cooperation and chooses to cooperate with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artners. The 

cooperation agreement and approaches must be reviewed by lawyers to prevent possible risk. The 

CWDF has strictly adopted the special fund budget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system and enhanced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Ⅱ. Innovate working styles, while key projects have gained remarkable benefits 

1.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been expanded. Focused on the five-year blueprint, 

the function of project has been upgraded from only tackling water shortage to alleviating poverty, 

protecting ecology and ensuring 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and the operating procedure has 



been further simplified. The project has invested 33.75 million yuan (US$ 5.53 million) to build more 

than 120 water supply projects and 1,300 water cellars, benefiting 318,500 women and familie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Project has invested 22.76 million yuan (US$ 

3.73 million) and benefited 144,000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168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18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2.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s comprehensive function has stood ou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CWDF has summarized experience 

in project operation and worked out a new service pattern that integrates the functions of offering 

help, service,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The project has distributed 

318 vehicles to 25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cluding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Xinjiang Uygur,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s. More than 500 employees 

of the project in 11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cluding Hubei and Shandong provinces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have received training. The project has given out 52.67 million 

yuan (US$ 8.64 million) to help 5,399 rural women that suffered from cervical cancer and/or breast 

cancer.

3.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been 

improved. The CWDF has introduced new ideas o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bidding mode. 

Under the support of consultant team, the CWDF has entruste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with the 

work of open bidding. It also manages and monitors the project in a scientific way,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The CWDF has kept an eye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has distributed 30.4 million (US$ 4.98 million) business start-up funds.

4.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been carried out profoundly. The CWDF has improved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e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strengthened the work of 

dealing with feedback, which guarantees the transparen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has developed new products such as family package. The project has made quick response and 

provided targeted help especially when natural disasters happen. Nearly 270,000 postal parcels have 

been offered to mother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Sichuan, Shaanxi, Gansu, Qinghai 

and Guizhou provinces.

Ⅲ. Meet the needs of women and families, develop new services

1.  Given that child (especially girls) abuse and sexual assault cases have frequently happened, 

the CWDF and other charity groups jointly launched Champion the Children Campaign. They have 

organized a training course to help improve the working capacity of charity personnel. The Institu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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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Judicial Studie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eaded by Professor Xu Xin, has organized 

20 activities in 1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WDF has set up three rescue stations for children, and trained 200 social workers on children rescu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2. The CWDF has initiated a campaign to help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It has called on 

society to care for families that lost their only child in proposals raised by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members and through relevant activities and media promotion. It 

has invest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yuan (US$ 163,934) to build two service stations for mothers who 

lost only child, held 20 lectures on health, distributed 3,000 materials and organized 10 activities to 

help these mothers. It has also allocated two vehicles under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for 

the action.

Ⅳ. Meet urgent needs of women, carry out disaster－relief work

Given that natural disasters have happened frequently in recent years, the CWDF has established 

work mechanism on disaster preparedness to ensure quick and effective rescue work. After the Ya'an 

earthquake and Dingxi earthquake, it immediately started the emergency rescue and reconstruction 

work mechanism, and worked out preliminary damage assessment and response methods, and the 

whole work process of emergency rescue, transition resettlement, and post-quake reconstruction. 

In the meantime, it cooperated with local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carried out rescue work relying on local women and children foundations. It has set up service station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vited professionals to off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established a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hotline. It has received donations worth more than 140 million yuan (US$ 

22.95 million), including 110 million yuan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30 million yuan.

Ⅴ.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 form multiple fundraise pattern

1. Strive for governmental support and strengthen service capability. The CWDF has deepened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jointly carried out project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 jointly implemented by the CWDF and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has been finished, which has involved 30 million yuan (US$ 4.91 

million) water conservancy fund and achieved good social benefits. The Breast Cancer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Central Lottery Fund" has been acclaim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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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large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The CWDF has 

established stable cooperation with more than 20 enterpris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also established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with 11 big enterprises. Many of them have been deeply involved in 

th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and have promoted mutual benefits.

3. Form multiple fundraising platforms and expand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public. The CWDF has 

worked to cultivate a philanthropic atmosphere in which everyone can participate in charity work, 

and has call on society to support philanthropy. The proportion of donation from the public has been 

raised dramatically through multipl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donations platforms including banks, 

post offices, the Internet and cell phones. The donation from the public accounted for 24% of the 

total donation in 2013.

Ⅵ. Promote philanthropy culture,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he CWDF has held the 2013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discussing rules of development 

and key issues of the women's philanthropy in China. It has also held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awards ceremony. The Bluebook of China's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2012 has been published. The CWDF has invited experts from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China Foundation Center to give lessons to personnel of Women's Public Charities Union.

Ⅶ. Innovate publicity modes, spread positive energy

The CWDF pays high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publicity work in development of charity 

cause. Meanwhile, it cultivates people's concept of charity and strengthen people's gender awareness. 

It also inspires and guides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philanthropy events. Mainstream 

media, including the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National Radio,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Guangming Daily and China News Service, have reporte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under 

the CWDF. The CWDF has given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 of network media which is efficient, fast 

and interactive, and simultaneously used the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twork media to publicize charity 

work. It has set up publicity and donation platform on gongyi.weibo.com and gongyi.qq.com, and has 

cooperated with gmw.cn, ifeng.com, sina.com.cn, xinhuanet.com, 163.com and UGC. On the charity 

channel of Weibo (Sina microblog), the CWDF's Weibo account has released 1,065 posts, reposted 

and commented on 31,932 posts, and its total posts have been read more than 12 million times. The 

number of followers of its Weibo account has increased by 6,500.

Overview of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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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Strengthen syste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has been remarkably 

improved 

1. Impro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project management, strictly implemented projects. The CWDF 

has optimized project operation mechanism, promoted 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rojects 

and expande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Through tendering and bidding, the CWDF determines 

project executing agencies and ensures that projects are carried out in line with principle of openness 

and fairness. By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standards, pinpointing project task, normalizing project 

operation procedure and detailing work responsibilities, the CWDF has realized the 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projects.

2. Focu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funds. To ensure the 

legal use of funds, the CWDF has strictly carried out the system of capit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s, 

normalized the fund approval process, and insisted on separate accounting on projects. It has adopted 

methods of budget management and cost accounting, and strengthened inspection on fund use by 

grassroots executing agencies. In 2013, the CWDF passed the audit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the annual audit of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3. Improve management system to regulate personnel and their work.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CWDF has improved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its 

implementation. In the meantime, it carries out dynamic management, and fully mobilizes employees'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and strengthens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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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s
2013年荣誉榜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办公室获第七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The General Office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won the 
Outstanding Unit title at the Seventh Capital National Unit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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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榜
HONORS

“母亲邮包”项目获得中华慈善奖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Project 
wons China Charity Awards．

“母亲邮包”项目获得2012年慈善推动者奖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ons 
Charity Promoter Awards.

妇基会获2013年度信息披露情况抽样调查卓越组织奖 
CWDF won the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 Prize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sample survey on information openness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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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 of New Council 

理事会换届圆满成功

妇基会五届十二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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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6日，妇基会召开五届十二次理事会议、六届一次理事会议。会议在总结五年来
成就的基础上，谋划和部署了今后时期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理事会领导成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发来致词，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宋秀岩向为中国妇基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再担任理事职务的老同志颁发了功勋理事证书。
会议选举黄晴宜为理事长，选举甄砚、喻红秋、翟惠生、王少华、秦国英为副理事长，秦国英兼任
秘书长。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中国妇基会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会议认为，中国妇基会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精神及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妇女需求，
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努力实践，公益项目规模效益明显增强，多元化募资格局基本形成，规范化
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公信力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合作交流进一步深化，妇基会特色传播模式初步
建立，各项工作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新一届理事会肩负着光荣使命和历史重任，尽管充满挑战，但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中国妇基会一定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勇立潮头。会议要求，妇基会要进一步总结经验，
查找不足，继续保持和发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更加扎实工作，奋发努力，为服务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于妇女群众、共筑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妇基会六届一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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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ember 16, 2013, the 12th 
sess ion of the f i f th and the f i r s t 
session of the sixth council of CWDF 
were held in Beijing. The meetings 
summarized the foundation's work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made plans 
for the next few years. President and 
members of the sixth council were 
elected.

Shen Yueyue, V ice- Chai rpers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P res ident of  the A l l - Ch 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sent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the 
sessions. Song Xiuyan, Vice-President 
and First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presented certificates for 
some former council members who 
made great contr ibutions to the 
foundation. 

Huang Qingyi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new council and Zhen Yan, 
Yu Hongqiu, Zhai Huisheng, Wang 
Shaohua, and Qin Guoying were 
e l e c t e d  V i c e - P r e s i d e n t s .  Q i n 
Guoying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General of CWDF.

宋秀岩副主席为刘海荣、彭玉等
颁发功勋理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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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晴宜理事长在六届一次理事会上讲话

甄砚副理事长主持五届十二次理事会议

喻红秋副主席主持六届一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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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领导成员及副秘书长名单 
LEADERSHIP OF THE SIXTH COUNCIL AND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名单（20人）
LIST OF (20) MEMBERS OF THE SIXTH COUNCIL

理事长  黄晴宜  
副理事长（5人）

甄    砚 喻红秋 翟惠生 王少华 秦国英 
秘书长 秦国英（兼）
副秘书长 朱锡生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少华 贝晓超  叶志华   朱锡生  邰祥梅
武广齐 居劲松  胡瑞连  秦国英   倪    萍
黄丽真 黄晴宜  龚因心  康    典  敬一丹
喻红秋 程    刚  甄    砚  翟惠生  廖    勋 

张黎明 李    军  宋宗合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名单（3人）
LIST OF (3) MEMBERS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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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STRICT FINANCIAL MANAGEMENT TO 
GUARANTEE EFFECTIVE FUND USE

严格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基金会审计报告
AUDITING REPORT OF C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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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业务活动表

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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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情况分析

基金会财务分析图表
FINANCIAL ANALYSIS OF C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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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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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和债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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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IMPROVEMENT OF CREDIBILITY

妇基会在中基透明指数FTI 2013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TOP TRANSPARENCY 

公信力建设不断加强

 2013年，基金会中心网发
布中基透明指数FTI 2013排行
榜，妇基会以107.2分的成绩名列
第一。

In 2013, foundationcenter.org.
cn released the Foundation 
Transparency Index (FTI) of the 
Year, in which CWDF ranked 
No.1 with 107.2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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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公开信息频次和力度
MORE FREQUENT INFORMATION RELEASE 

妇基会依托自身官网、微博、微信、会
刊、年报，同时依托平面、电视、网络媒体的
平台，加大基金会及自身项目活动的公开频
次和力度。

CWDF has increased its information 
re l ea s i n g f re q u e n cy t h ro ug h i t s 
webs i te,  Weibo, Wechat,  jou r na l 
and annua l  repo r t,  and th rough 
c o o p e r a t i o n  w i t h  n e w s p a p e r s ,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websites.

On August 19, a group of workers from CWDF 
and Per fect (China) CO., Ltd. v i s i ted and 
donated parcel s w ith dai ly necess i t ies to 
poverty-str icken famil ies in Changlaochi, a 
village in Yongdeng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d inspected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facilities in the village. 

8月19日，妇基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在甘肃省永登
县龙泉寺镇长涝池村共同组织“母亲水窖”大型公益回访
活动。回访人员走访贫困家庭，捐赠“母亲邮包”，实地考察
“母亲水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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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年共邀请媒体参加活动报道65次，
邀请媒体赴实地参加考察及报道活动10余次。

在妇基会官方网站及时更新披露发布各类信
息、公告、公示180余条，结合重大活动制作并推
广焦点图3次。

通过百度新闻检索初步统计，媒体全年刊发
转发妇基会新闻稿件14900篇。

全年发布微博1065条，转评31932条，微博被
阅读超过1200万次，粉丝增加6500多人，最多的
单条微博被阅读数量多达360余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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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妇基会
迅速行动，启动抗震救灾紧急救助机制，向社会开展救援资金和物资的
募集工作，并派出3支工作小组分赴灾区，调研灾区情况，摸清灾区需求，
开展了快速有效的救援工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百事公司百事基金会、可口可乐中国系
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宝洁集团、乐友（中国）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乐蜂网、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湖南梦洁家纺有限公司、世华智业
投资集团、黑龙江北安宜品乳业有限公司、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
司等一大批爱心企业纷纷通过妇基会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表达对灾区
人民的关爱和关注。

O n  A p r i l  2 0 ,  2 0 1 3 ,  a 
magnitude-7.0 earthquake 
h i t Lushan, a county in 
Ya'an, Sichuan Province. 
T h e CWD F g a ve q u i ck 
r e s p o n s e  b y  r a i s i n g 
donat ions and sending 
three working groups to 
the quake-hit area.

抗震救灾•情系雅安
QUAKE RELIEF EFFORTS IN YA'AN

妇基会开展灾后妇女儿童心理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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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雅安地震救援行动接受社会捐助情况统计
  STATISTICS ON DONATIONS RECEIVED BY CWDF FOR YA'AN QUAKE RELIEF 

截至2014年1月1日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芦山县强烈地震是雅安
市继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创，给雅安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地震无情，人间有爱！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是大家的爱心让灾区的同胞
们感受到了和谐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给了他们与灾难抗争的力量和勇气，给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1 宝洁集团护舒宝品牌 120万元妇女卫生用品 120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2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100万元 100万元家庭日用品 200万元
灾区妇女

捐款用于配置
母亲健康快车

物资已送达；
快车项目已

实施

3 上海家化员工捐赠 8.0337万元 8.0337万元 母亲健康快车
与上海家化
公司捐款
合并使用

4
乐友（中国）超市连锁

有限公司
39.65854万元婴幼儿用品 39.65854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5
乐友（中国）超市连锁

有限公司
60.3893万元母婴用品 60.3893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6
乐友（中国）超市连锁

有限公司
10.81579万元 10.81579万元

为灾区儿童建一个
幼儿园

“乐友书屋”
已开始实施

7 上海欧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1000万元防晒霜 1000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8 宝洁集团佳洁士品牌 169.2347万元生活用品 169.2347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9 上海乐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47.2748万元家居用品 47.2748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10 上海乐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7889万元 2.7889万元 安居工程 准备实施

11 中铝国际委内瑞拉项目部 0.41万元 0.41万元 灾后重建

12 乐蜂网 100万元 100万元 灾区妇女心理援助 已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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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13
网易UGC中心网友、
银行、邮局转账捐赠

19.535576
万元

19.535576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900个
暖心包；余额
用于邮寄费

14 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 20万元 20万元 灾区妇女心理援助

与乐蜂网的
捐款合并使用，

已开始执行
心理援助

15 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 50万元 50万元 灾区失独母亲

16
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15万元图书 15万元 灾区妇女心理援助 已送达

17
黑龙江北安宜品乳业

有限公司
80.09万元奶粉 80.09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18 广州金奇仕贸易有限公司 10.14万元婴儿奶粉 10.14万元 灾区儿童 已送达

19 活跃传媒集团员工 2.3078万元 2.3078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20 五芳斋实业有限公司 6000个粽子，价值3万元 3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21 帝亚吉欧Diageo 130.18万元 130.18万

55.18万元用于
安居工程，
75万元用于

母亲水窖

22 德康博爱基金会 500件羽绒服，40万元 40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23 上海广生行日化有限公司 20.1万元妇女用品 20.1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24
怡佳仁休闲食品总部

（上海越近食品销售管理
有限公司）

10.5520万元食品 10.5520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25 宝洁集团飘柔品牌 100万元洗发液 100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26 百事公司百事基金会

100万美元
(约617.75万元
人民币实际到账

201万元）

201.00257万元
201万元人民币
购置母亲邮包；
余额灾后重建

已送达价值
201万元人民币

的母亲邮包

27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500万元 500万元
100万元应急救助，

余额用于
安居工程

100万元已落实
其中40万元用于
购置母亲邮包，
60万元用于购置

过冬物资。

28 包头市慈雨爱心协会 1.22966万元 1.22966万元 奶粉 已送达

29 北京盘古拍卖有限公司 0.3735万元 0.3735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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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30 广州市柒壹柒服装有限公司 90箱妇女卫生用品 5.038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31 赛莱默（中国）公司 10.16万元 10.16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32 湖南梦洁家纺有限公司 100万元棉被，共1800件 100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33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

有限公司
100万元 100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34 可口可乐中国系统 800万元 800万元
灾区妇女培训；
灾区妇女服务站

正在实施50万
元用于妇女

培训

35 香港妇协
50万港币

（39.345万
元）

50万港币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36 慧贤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50万港币

（39.345万
元）

   50万港币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37
飞达帽业控股有限公司副主
席兼董事总经理（香港） 

颜宝玲

10万港币
（7.897万元）

10万港币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38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

29.0838万港币
（22.967477

万元）

29.0838万港币
（22.967477万元）

母亲健康快车 已开始购置

39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

有限公司
215.9万元的奶粉 215.9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40 世华智业投资集团 50.44475万元 50.44475万元 5000个母亲邮包
邮包已送达；
余款用于灾区

心理援助

41
世华智业投资集团

（上海琪志服饰有限公司）
1万元衣物 1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42
世华智业投资集团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
23.904万元羊毛毯 23.904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43 上海江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3万元 123万元
6300个贴心包、
3000个暖心包

已送达

44
深圳市明日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服装946件，

价值25.9955万元
25.9955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45 中国铝业公司总部 28.5915万元 28.5915万元 2859个母亲邮包 已送达

46 上海江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万元 5万元 500个母亲邮包 已送达

47 河南舒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25.7328万元女性卫生用品 25.7328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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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48 新浪微公益网友 2.478万元 2.478万元 247个母亲邮包 已送达

49 新浪微公益网友 5.647万元 5.647万元 婴儿奶粉 已送达

50 新浪微公益网友 0.4261万元 0.4261万元 妇女卫生巾 已送达

51 新浪微公益网友 1.0094万元 1.0094万元 手电筒 已送达

52 新浪微公益网友 0.5045万元 0.5045万元 矿泉水 已送达

53 雅虎雅安捐款 0.3909万元 0.3909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54 向雅安捐款（支付宝） 1.451154万元 1.451154万元 待定

55 香港博世医疗美容集团 0.7885万元 0.7885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56 广州藏拓更生物科技公司 1.53689万元 1.53689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57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00万元 200万元

60万元用于购置
母亲邮包

140万元配置
母亲健康快车

已实施

58 东莞市关爱商贸有限公司 10.08万元卫生巾 10.08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59
北京怡莲嘉美家居用品

有限公司
345.4859万元棉被 345.4859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60 上海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10.0699万元 10.0699万元 灾区妇女技能培训 正在实施

61
上海诚美细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11.29647万元 11.29647万元 灾区妇女技能培训 正在实施

62 林岩 25.8万元 25.8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63 中华女子学院团委 1.000129万元 1.000129万元 奶粉 已送达

64
北京蓝色光标公关顾问

有限公司
20万元水杯 20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65 绍兴县微动力志愿者 5.8万元衣物 5.8万元 灾区妇女儿童 已送达

66 杭州钻柏科技有限公司 0.12万元 0.12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67 郑州涌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07万元 0.07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68
北京英硕力新柏科技

有限公司
1.025万元 1.025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69
北京英硕力金柏科技

有限公司
0.265万元 0.265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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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71
北京世纪金柏临床检验所

有限公司
0.01万元 0.01万元 心理援助 开始执行

72 中国光大银行 100万元 100万元

20万元实施校园
安全饮水工程；

80万元购置
母亲邮包

（2000个贴心包，
2000个家庭包）

校园安全饮水
工程准备阶段；

邮包已送达

73 宝洁集团佳洁士品牌 141.2812万元牙膏牙刷 141.2812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7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通过四川省慈善总会）

6500万元 6500万元

5000万元用于
安居工程；

1500万元购置
母亲健康快车

安居工程
准备阶段；
快车项目已
开始购置

75 腾讯乐捐爱心网友 0.66807万元 0.66807万元
为灾区妇女购买

卫生巾
已送达

76
新生活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
14.43611万元 14.43611万元 灾区母亲邮包 已送达

77
新生活集团（中国）

有限公司
109.512万元衣物 109.512万元 灾区妇女 已送达

78
上海盈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代表中国国家跳水队）

20万元 20万元 母亲健康快车 已实施

79 王超 0.002211万元 0.002211万元 奶粉 已送达

80
世纪爱康（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16.791943

万元
16.791943万元 灾后重建

81 江苏康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28万元 0.28万元 灾后重建

82
豪洛捷(中国)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0.35万元 0.35万元 灾后重建

83 北京福铭康医疗 0.5万元 0.5万元 灾后重建

84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

保护公益基金会
500万元 500万元

用于购置母亲邮包
（15000个家庭包，

5000个贴心包）
已送达

85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100万元 100万元 购置5000个暖心包 已送达

86
李宁（北京）体育用品商业

有限公司
121.1081万元 300万元衣物 421.1081万元

衣物捐赠给灾区
妇女儿童；

捐款用于购置
39万元的医药包，
余款用于安居工程

物资已送达；
医药包已落实
到雅安石棉；

安居工程
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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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捐赠总额 用途 落实情况

8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万元 500万元

成立了“新华保险
妇女儿童关爱基金”，
用于在雅安灾区的
50所学校实施校园

安全饮水工程

已开始实施

88 公众通过邮局系统捐赠 135.28万元 135.28万元

“母亲邮包”
贴心包7360个，
暖心包3051个，

家庭包22个

已送达

89 江苏瞬通交通设施公司 20万元 20万元 交通护栏 已送达

90 个人 0.5万元 0.5万元 风扇 已送达

91 北京人间远景公司 3万元 3万元 帐篷、药品 已送达

合计
10646.7836

万元
3168.66874万元 13815.45234万元

5182.262996
万元

说明：
截至2014年1月1日，共接受社会捐赠13815.45234万元，已落实和正在配
送物品5182.262996万元；
相较于2013年12月31日的公示，捐赠资金总额减去了百事公司尚未到账
的416.74743万元；
个别捐赠者捐赠资金数量、捐赠物资品种等发生变化，以实际到账或实际
接收为准；
此表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捐助雅安地震救援行动最终情况统
计。如有新的捐赠，将与正常捐赠一起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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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3, the project invested 
33.75 mill ion yuan to build 
central i zed water supply 
systems, small water cellars 
a n d  f a r m i n g  i r r i g a t i o n 
projects, and to organize 
trainings on women's health 
and sanitation behaviors . 
The project's 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program 
allocated 22.96 million yuan 
to build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 facilities 
in 94 schools in 16 provinces 
a n d to  p ro m ote wate r -
related health education.

        不断强化精品意识，
着力提高项目实施效益

MAINTENANCE AND ENHANCEMENT OF 
SUCCESSFUL PROJECTS' EFFECTS

“母亲水窖”项目进一步创新升级
   NEW STEPS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GECT

2013年，“母亲水窖”项目投入资金3375多万元，在11省（区、市）建设集中供水工程、小水窖和农田灌溉工
程，积极开展妇女—卫生—健康知识培训和卫生行为干预；“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投入2296万元，在
16省（区、市）94所学校开展安全饮水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并在学校开展水与环境卫生相关的健康
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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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强化精品意识，
着力提高项目实施效益

“良好的用水方式可以预防疾病。煮开的水不能存
放太久，时间长了可能被重新污染，喝水的杯子不要直接
从容器里舀水……”4月9日，静宁县灵芝乡车李村村部里，
县妇联负责人正在对100多名妇女姐妹开展饮水知识和
个人卫生保健知识培训。

负责培训的县妇联工作人员小马说，对农村妇女开
展饮水安全与卫生知识培训是百事“母亲水窖”项目的
一项重要内容。2013年，静宁县“母亲水窖”项目共投资
65.23万元，实施集中供水设施升级改造、饮水安全知识
培训和学校饮水安全设施建设，彻底解决3乡6村及1所学
校的饮水不安全问题，项目受益人口达1.4万人。

案例1  “母亲水窖”项目走进甘肃省静宁县

 In Jingning, a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白衣镇中心小学
的师生原来的生活水源取自于学校附近的
一条小水沟，水质不能达到学生安全饮用
水标准，水源周围的农田作物长期使用农
药，地表水存在着水源性缺水的安全隐
患。加之校内的自来水管道年久失修，工程
供水一直未进行净化处理，严重影响学生
生活饮水安全。2013年5月，妇基会20万元的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落户该校，
使学校师生饮水状况得到彻底改观。

工程完工后，学校通过一系列宣传与教
育活动，提高了师生安全用水意识，培养了
师生良好的安全用水习惯。由于饮水质量的
提升，学生的肠胃道疾病发病率明显下降，
没有发生学生因饮水问题而生病的情况。

案例2  终于有了安全饮用水

Safe drinking water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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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3月22日，第21个“世界水日”到来之际，妇基会联合
捐赠企业和个人在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及渭南市富平县开展母亲水
窖—“渴•望”之旅体验活动，来自7个省区市和香港的捐赠代表4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为期两天的“渴•望”之旅体验活动中，参与者通过体验一瓶
水过一天、体验一顿农家饭、体验一次取水过程、体验“母亲水窖”
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变化，真实感受西部干旱地区的缺水状况和当地
群众的生活现状。妇基会开展此类体验活动，旨在提升公众节水意
识，倡导节水理念，呼吁社会各界更加爱护环境，珍惜水资源，进一
步激发各界参与支持“母亲水窖”项目的热情，帮助干旱缺水地区群
众解决饮用水困难。

母亲水窖—“渴·望”之旅体验活动
"Tour of Thirsty·Expectation"1

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回访人员在缺水村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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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妇联“三个一”整体推进“母亲水窖”项目宣传工作
   Project Promotion by Beibei District's Women's Federation(Chongqing)3

   凯尔宝宝望京幼儿园捐助“母亲水窖”义卖活动
   Charity Sale at Wangjing Carebaby Kindergarten2

2013年，重庆市北碚区妇联结合“母亲水窖”项目点实际情况，开展了以饮水安全、健康知识、家庭教育为主要内
容的“三个一”宣传活动，即：开展一轮家庭教育院坝宣传、开展一次“母亲水窖”健康知识宣传、开展一场学校饮水
安全宣传。

5月10日，凯尔宝宝望京幼儿园
举办了一场捐助“母亲水窖”的爱心
义卖活动，全园小朋友将自己闲置的
玩具、图书、小饰品等物品收集起来，
并摆放在自己的“摊位”上义卖。随后
小朋友们将当日所卖钱款自愿捐给幼
儿园，并由幼儿园教师及家长、小朋
友代表一起捐给妇基会“母亲水窖”
公益项目，支持中国西北地区建造更
多的“母亲水窖”，让人们能有更多的
水源 。

 小朋友代表上门捐款 

“母亲水窖”健康知识宣传 学校饮水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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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由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捐赠、妇基会具体实施的“LG化学•爱心卫生间”项目在河北省衡水市故城
县故城镇中心小学顺利竣工。

项目新建无菌化水冲式厕所98平米，新建三格式化粪池一个，并开展卫生健康理念宣传教育，倡导广大师生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LG化学•爱心卫生间”衡水项目落成
     LG Chem • Public Toilet Project in Hengshui, Hebei Province5

洗手池 干净的卫生间

“母亲水窖”公益笔会举行
   Charitabl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Gala4

8月15日，由妇 基会主办，中国北
京书画院、中央 数字频 道— 收 藏 天
下《 艺 术 观 察》栏目协 办 的同一 个心
愿— 首届“母亲水窖”公益笔会举行。
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发来贺电并
捐赠书法作品“饮水思源”，著名表演艺
术家斯琴高娃委托家人捐赠其珍藏的刺
绣作品。著名画家张惠臣倡议艺术家在
传播和弘扬书画艺术的同时，参与支持
公益慈善事业。

笔会作品全部捐赠给妇基会，通过
慈善拍卖的形式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母
亲水窖”安全饮水工程建设。

书画家现场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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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项目落户四川凉山
     "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in Liangshan, Sichuan Province6

9月16日，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中田乡中心校“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项目落成。由捐赠人代表、新浪微公益
观察员等组成的考察小组抵达雷波，进行了实地探访。

学校新建的饮水房和洗手房 学生们用新水杯接水喝

10月17日，赛莱默（Xylem）
“水印计划”项目在云南省保山市
龙陵县勐糯镇中心小学竣工。

项目为学校进行了洗手房、厕
所、管道的改造，并让师生们喝上
了干净的水。赛莱默的志愿者们还
对学校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环境卫
生、健康方面的教育。

   赛莱默“水印计划”云南项目竣工落成
   Completion of Xylem Watermark Program in Yunnan7

学生们喝上了干净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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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GECT TO MORE PLACES 

“母亲 健 康快车”项目2 013 年募集资 金
15700万元，撬动政府配套资金523万元。向全国
25个省市县投放“母亲健康快车”318辆，同时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妇幼保健服务能力建设等
健康系列公益项目同步开展并落实，全年各项目
执行款共计13288万元。

2013年是“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十周
年，项目总结十年发展历程，深入实施地调研回
访，加大项目宣传力度，继续坚持“送健康理念、
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的三送宗旨，围绕健
康教育、疾病救助、妇幼服务能力建设、车辆配
置升级等目标，加大与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的合
作，创新项目运作模式，完善项目管理，丰富项目
内容，发挥资源聚合效应，为妇女提供更加专业
化的健康服务。

The project raised 157 million yuan (US$ 25.7 million) 
f rom society and 5.23 mi l l ion yuan (US$ 857,377) 
governmental fund in 2013. Of all the money, 132.88 
million yuan was finally used to distribute 318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in 25 provinces or counties nationwide 
and to implement projects on helping needy cancer 
patients and improving women's healthcare faciliti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oject's 10th anniversary, 
CWDF reviewed the project 's development and 
conducted researches in the project areas. The 
project will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delivering health 
awareness, knowledge and services" for the targets of 
improving health education, medical aid and services 
for women. The foundation will also cooperate with 
more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agencies 
and create new modes of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o make better use of its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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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的一天，湖北省郧西县妇幼保健院办公室接到求救电话，家住安家乡元门村的一名怀孕八个月的产妇即将生
产。办公室迅速通知产科主任、护士长及“母亲健康快车”司机立即出车救治。人命关天，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母亲健康快
车”一小时后载着有早产迹象的孕妇，急速驶回县妇幼保健院，在有健全生产条件的县医院，产妇和孩子的生命得以保全。

案例1  “母亲健康快车”走进湖北省郧西县

In Yunxi County, Hubei Province

2013年3月14日，颍上县妇幼保健院的
“母亲健康快车”从村子里拉来一名产妇。
医护人员发现该名孕妇为痴呆病人，预产期
和其他情况均不能明确表达。这时婴儿头
部已经娩出，医护人员立即行动，帮助婴儿
娩出，婴儿生出就没有呼吸，经过一天的抢
救才有了自主呼吸。由于县医院医疗条件有
限，产妇及婴儿需转入上级医院进行后续
治疗，“母亲健康快车”又肩负起了生命运输
线的任务，载着医护人员和早产儿开往了阜
阳市医院。

案例2  ：“母亲健康快车”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

In Yingshang County,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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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十周年，10年来，共发
车2023辆，累计受益人数达到3500万人，平均每辆车服务1.74
万余人。为纪念“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十周年，妇基会分别
在贵州、四川、新疆等地开展了系列回访活动。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周年系列活动在贵州、四川、新疆等地举行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Held in   
  Guizhou, Sichuan and Xinjiang

1

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项目启动10年来，贵州累计获赠118辆“母亲健康快
车”，已有850万人次受益。

8月28日，20辆由中国建设银行捐赠的“母亲健康快
车”从贵阳市驶出，这些流动的医疗救护车免费捐赠给贵州
19个县级妇幼保健院，为当地妇女儿童送去健康。

During the past 10 years, 118 vehicles have been 
donated to Guizhou, benefiting 8.5 million local 
women and children. 

★“母亲健康快车”贵州发车仪式及回访活动
★ Visiting beneficiaries and Distributing Vehicles 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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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午寨村的苗族妇
女王路田是“母亲健康快车”下乡的受益者
之一。王路田曾遭受畸形瘤困扰达17年，与
丈夫四处奔走求医未果。2006年底，花溪区
在开展“母亲健康快车”下乡送健康活动时
发现长期遭受疾病困扰的王路田，在贵州
省妇联及多方支持下，2007年帮助她切除长
在肚子里重达36斤的畸胎瘤。

案例

2009年起，妇基会先后向广元市投放“母亲健康快
车”8辆，覆盖市级及所辖7个县区项目惠及全市20万余名
贫困母亲。

 9月4日，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周年四川广元
系列活动在广元市举行。

此次“母亲健康快车”十周年广元市系列活动包括了

★“母亲健康快车”四川广元发车仪式及回访活动
★ Visiting beneficiaries and Distributing Vehicles in Guangyuan, Sichuan Province

Eight vehicles have 
been al located to 
Guangyuan s ince 
2 0 0 9,  b e n e f i t i n g 
200,000 poor mothers 
i n  seven count i es 
and districts.

“母亲健康快车”发放、贫困母亲“两癌”救助资金捐赠活
动、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技能才艺展示、“梦洁爱在家庭”公益
讲座等。活动中，甄砚副主席代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向广
元市捐赠了3辆“母亲健康快车”，并为15名“两癌”贫困母
亲发放了救助金；广元市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向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捐赠了21万元“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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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旺苍县檬子乡店坪村王坪
社42岁村民吴菊芳，2002年生产时曾
有过大出血。妇保人员多次上门动员
住院分娩，因无钱住院，准备在家分
娩。吴的家住在山上，下山要半个小
时，去镇上的路也十分遥远。“母亲
健康快车”开进了她家山下，缩短了就
诊过程，挽救了她和女儿的生命。

案例

★“母亲健康快车”新疆发车仪式及回访活动
★ Visiting beneficiaries and Distributing Vehicle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妇基会于2005年在新疆启动实施“母亲健康快车”公
益项目，先后7次向新疆捐赠133辆“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覆盖全疆88个县（市、区）。截至2013年6月，为200多万各
族妇女群众开展了义务咨询活动，为14万多人进行了健康
普查，为24122名孕产妇提供救助，运转危重病人2829人。

9月10日，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PICC)捐赠“母亲
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本次
活动为新疆捐赠价 值24 0
万元的20 辆“母亲健康快
车”，惠及伊犁州、阿勒泰
地区、昌吉州、哈密地区、巴
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7个
地州（市）的20个县（市）。

A total of 133 vehicles have been allocated to 
88 counties in Xinjiang since 2005. By June 2013, 
some two million women consulted on health 
and 140,000 of them received free checkups. 
The vehicles also offered aid to 24,122 pregnant 
women and t rans fer red 2,829 ser ious ly i l l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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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妇基会委托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对“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进行十年评
估工作，经过前期调研，12月4日，“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再次召开了十周年评估专家研讨会，就“母亲
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工作及战略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根据此次会议的研讨意见，“母亲
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报告顺利完成。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The 10-year Assessment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Completed2

2012年11月，刚生完第一个孩子3个月，26岁的库拉西就怀上了
第二胎，孕妇当时体质非常弱，“母亲健康快车”在巡查时发现了她
的情况，为她建了母子保健手册并带她到乡镇卫生院检查。结果查
出她重度贫血，属于高危孕产妇。库拉西的家地处偏远，生活困难，
严重的营养缺乏和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使她的血色素很低，保健院医
务人员在她怀孕期间多次到库拉西家里给予指导，并两次送她到乡
卫生院调养治疗，最终她的血色素得到了有效恢复，保证了孕妇和
胎儿的健康。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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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估目的与方法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自2003年
7月启动至今已有十年历程。本次评估的主要目的在于：

第一，对理事会、捐赠人、受益人、公众进行问责，向
各相关利益群体说明项目的绩效。

第二，总结项目的经验与不足，从而为未来项目的战
略规划提供依据，进一步完善项目的管理、提升公益品牌，
为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本次评估的方法：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现场考
察与访谈、基于证据的专家打分法。  

二、项目绩效

本次项目绩效评估主要从以下维度展开： 
第一，价值维度；第二，管理维度；第三，透明维度；第

四，效果与影响维度；第五，创新与可持续维度。
在价值维度方面，评估组认为“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

宗旨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使命高度一致，各利益相关
方对项目的认同度均非常高，达到90%以上；项目符合当地
妇女儿童的迫切需求；项目瞄准的是贫困地区弱势妇女与
儿童，具有很高的公益性、必要性和优先性。

在管理维度方面，评估组认为，项目形成了全国、省、
市、县、乡各个层级健全的组织管理结构；围绕项目申报、
审批、实施、评估等流程建立了规范的管理制度。不过，项
目点的遴选方式、项目的沟通协调、项目的监督评估及其
反馈机制、项目数据的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透明度方面，评估组认为，项目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较好，但部分项目信息披露的易得性相对较弱，一些项目执
行地区尚未有项目相关新闻报道。虽然项目信息更新不是
非常及时，但信息披露的准确度相对较高。

在项目的效果与社会影响方面，首先，10年来“母亲健
康快车”投放数量成倍增长，覆盖地域不断扩大，到2012
年底已经发放1705辆“母亲健康快车”，覆盖30个省市自
治区；被调查地区累计开展义诊咨询664.5万人次，健康普
查895.8万人次，健康知识培训379.6万人次，救助危重病
人46.9万人，运送孕产妇60.7万人，运送其他危重病人33.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2003—2013）
项目评估报告（摘要）

万人，发放药品价值1659.7万元，发放宣传资料1262.3万
份。特别是项目实施后五年与前五年相比，无论是筹款数
量、发车数量，还是义诊咨询、健康普查、运送孕产妇等
各项数据均有大幅度提升。

评估组认为，“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不仅促进了妇女
儿童健康知识水平的提升，而且促进了孕产妇死亡率和婴
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不仅有利于项目执行地区妇幼保健工
作和其它公共卫生项目的实施与开展，而且提高了执行医
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提升了基层妇联的组织
和协调等能力，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社
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有助于提升捐赠企业在项目受益
区的社会知名度，树立企业的社会形象。

在创新性与可持续性方面，“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不
仅在理念上有创新，为妇女儿童提供连续性的服务，促进
了全过程妇幼疾病防治体系的形成；而且在服务提供方
式上大胆创新，形成了纵向上依托各级妇联、横向上依托
各级卫生部门的网络化合作模式。另外，由于项目形成了
品牌，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项目得到了各界的支持，
形成了稳定的捐赠群体，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三、结论与建议

评估组认为，“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能够按照项目宗
旨，结合我国妇幼工作的实际需求，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办
法执行项目方案，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产生了十分积极
的社会影响，项目整体表现优秀。主要建议是：

第一，适应新的需求，对项目内容逐步转型升级；
第二，针对不同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车辆配置，不断提

升车辆质量与性能，不断完善项目的标准化运作及管理制
度建设；

第三，加强对项目的宣传，进一步提升项目的公开透
明度；

第四，不断提升项目办、各项目点的组织能力、项目
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加强与各利益相关方的沟
通，特别是让捐赠方参与到项目的管理与监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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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日，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京举办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发布会。全国妇联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喻红秋出席并
代表全国妇联致辞。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
任、“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评估组组长邓国胜教授发布了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十年评估报告。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发布了“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未来五年（2014-2018）战略规划。

评估会上，表彰了十年来为“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发布会在京举行
    The Result of 10-year Assessment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Released3

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单位。魏丽惠、沈铿、杨蓉娅、徐维
新、黄春红、张雯、马海燕、伊淑荣、杨萍、黄斯谦、阿青次
被推选为“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感动人物。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人民保险集团、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北京黑龙江企业
商会、神华公益基金会、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荣获“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推动奖。

喻红秋副主席出席并代表全国妇联致辞

秦国英副理事长发布“母亲健康快车”
公益项目战略发展规划

邓国胜教授发布了“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实施十年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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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健康快车”感动人物

“母亲健康快车”推动奖获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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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思路

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关于妇
女健康指标要求，“母亲健康快车”将进一步取得政府支
持，加大与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的合作，继续坚持“送健
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宗旨，创新项目运作
模式，完善项目管理，丰富项目内容，发挥资源聚合效应，
为妇女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健康服务。

二、项目实施规划

（一）项目升级策略
一是健康教育升级。大力倡导“未病先防”、“既病

防变”的治未病理念，围绕妇女健康的突出问题和重点领
域，开展易为妇女群众接受的宣传和引导活动，将妇科疾
病及常见病防治前移。未来五年将通过健康宣传教育直
接影响2000万人次。

二是妇科病检查升级。在依托“母亲健康快车”进行
义诊筛查的基础上，对比较成熟的项目执行点，适当进行
部分诊疗经费补助，增配妇科医疗设备，量化义诊数量，
规范义诊程序、内容，提高义诊质量，进一步将促进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落在实处。预计在原有义诊的基础
上，每年为2万名边远山区贫困妇女进行免费的标准化健
康检查，5年共计10万名。

三是疾病救助升级。在继续实施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大病救助、困境婴幼儿救治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扩
大个案救助的规模，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提升救治的技
术水准。每年拟救助6000人，五年救助3万人次。

四是妇幼服务能力建设升级。加大专业培训力度，提
高项目医院医务人员业务水平。根据社会支持力度，向项
目医院配备必要的妇科医疗设备。开展女性生殖健康、自
然分娩、母乳喂养、围产期保健等服务。预计五年内向基
层妇幼保健院配发200台医疗设备，建设700个服务门诊
示范点。

五是女性心理健康援助升级。在城市，继续抓好亲
子讲座，拓展婚姻与家庭、职场解压等提高女性幸福指

“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战略发展规划（摘要）

数的心理健康宣教活动。在农村，针对留守妇女心理需
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援助项目。预计五年为5万
人次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六是车辆升级。充分考虑平原、山区以及高寒地区
的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捐赠车辆的配置和性能，做到
差异化、分类化。同时配备更多的便携式与妇科相关的
车载医疗设备，如胎心监护仪、B超仪、小型手术器械
等。计划五年内新增“母亲健康快车”1000辆，5年内总
数突破 3000辆。

（二）管理模式升级策略
 一是从单一依托妇联组织向多元合作实施模式转

型。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牵头作用，进一步加强与政府
部门、专业医疗机构和优秀社会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形
成妇女组织、基层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扩大
志愿服务，延伸开展多元化项目的实施模式。

二是项目信息实行数据化管理。升级项目管理软
件，加强数据统计与运用、活动记录、信息反馈工作，
进一步实现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便捷化和透明
化。

三是完善监督和奖惩机制。积极引进第三方监测，
扩大项目监测范围，缩短项目监测频次，加强项目监测
结果对项目实施的指导性。完善项目激励机制，提高项
目实施效益。

（三）公信力建设策略
一是提升制度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

项目规章制度，严格实施流程，规范工作程序，确保项
目实施质量和效果。

二是完善项目申请制度。按照急需、管用的原则，
进一步细化“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遴选方式和遴选标
准，完善招标制度，不断提高项目的公平公正性。

三是完善项目信息披露制度。加强资金募集信息、
资金使用信息及“母亲健康快车”实际使用情况信息的
动态披露，提升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易得性，扩大
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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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健康快车”中国建设银行捐赠发车活动在京举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s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母亲健康快车”   
 Bank of China donates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to CWDF5

7月2 5日，中国建
设银行捐款800万元购
置“母亲健康快车”发
车活动在京举行。中国
建设 银 行捐赠的5 3 辆
健康快车，分别发往云
南、贵州、广西、西藏四
个省区，为当地的妇女
提供健康检查、疾病救
治、孕产妇卫生保健等
服务。

2013年，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
康快车”项目捐赠50 0
万元，分别向湖北、安
徽、山东、陕西、内蒙5
省区发放共计48辆“母
亲健康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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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精细管理，为创新合作模式奠定基础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S LAYS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ON

2013年“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通过招
标，向13省（区市）完成了3040万元循环金的
发放工作。在招标过程中采取妇联系统和社
会专业小贷机构共同参与的方式，邀请专家、
监事成员和社会媒体等共同参与评标过程，
并在中国社科院设立“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
管理监测办公室，对资金的总体运行状况和
综合管理进行动态指标监测，建立了项目综
合效果逐年评估机制，有效提升了项目的专
业化程度和透明指数，为创新综合扶贫救助
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实施基础。

In 2013,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Fond for Mothers 
P ro ject a l located 3 0.4 mi l l ion yuan (US$ 4 .98 
mill ion) to 13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rough open tender. Both women's 
federation-related agencies and professional small 
loan agencies bid for the fund. A management 
off ice was set up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monitor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fund 
use and conduct yearly evaluation on the project's 
comprehensive effects. These effor ts made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ore profess ional and 
transparent, which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poverty-alleviation approaches. 

伍贵秀，是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太平岩岩湾村的一
名普通农家妇女，每月辛苦工作也仅能挣到1000-1500元。自
成功签约由通道县妇联牵头、通道县源田生蔬菜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运作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以来，伍
贵秀积极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侗乡妇女吃苦耐劳、不甘人后的
创业精神，在家专心种植蔬菜，她不断摸索和总结种植技术
和经验，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掌握了较好的蔬菜种植与管理
技术，扩大了种植成果，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为贫困妇女
实现产业脱贫、勤劳致富树立了榜样。

她还牵头成立了临口镇太平岩岩湾蔬菜专业合作社，任合
作社负责人，并发展了10名妇女加入合作社，蔬菜种植面积发
展至40多亩。2013年以来，合作社人数不断增多，蔬菜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目前，她共带动周边50多户贫困妇女加入合作社
成为源田生蔬菜公司的项目农户，种植玉米、雪斗、钢豆、黄秋
葵等蔬菜120多亩，实现年户均收益1.5—2万元，为贫困妇女居
家创业、团结干事树立了成功表率。

案例1  绿色田园托起巾帼致富梦

Helping Rural Women Realiz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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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茂琳，从小患肌肉萎缩症导致身体残疾，离婚后独自带着身患血友病的儿子
生活。这个身残志坚的女人凭借顽强的信念，为帮助血友病人走出病痛的阴影，牵头
成立了重庆第一个血友病关爱之家，带领一群血友病患者创办了“剪•爱”工作室，将
剪纸这门艺术推出了国门，独创的“多层次立体表现技法”获得国家专利，先后荣获
2011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2013年度“全国十大幸福母亲”称号，同时也是2011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

为了让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鼓舞更多的妇女，带动更多的女性通过剪纸技能增
收致富，2013年4月，彭茂琳申请到妇基会玫琳凯创业循环金20万元、政府配套资
金20万元。她用项目资金扩容场地，吸纳新的残疾人剪纸工，帮扶她们实现就业。同
时，她还在社区开展手工编织培训，培训妇女630名，通过免费提供剪纸材料、免费
提供技能培训并定期回收剪纸作品的方式，辐射带动了112名城市下岗妇女、农村留
守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案例2  身残志坚，创业致富

Helping Disabled Women Get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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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 9日，中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可口可乐520计划”签约仪式在
北京举行。项目在广西、云南、山东等
6省市开展，随后推广到全国。项目采
用技能培训和经济资助相结合的方
式，招募有意愿创业的妇女免费参加
培训，通过生动的教学指导，让妇女
们接受零售业基础知识和经营技巧
培训。通过培训的妇女，可向妇基会
申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可口可
乐520计划”提供的小额贷款作为创
业资金, 并由项目组提供全程的专业
指导和跟进。预计到2020年，全国将
会有50万中国妇女参加到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可口可乐520计划”中。

6月14日，“玫琳凯母亲创业循环
金”重庆市启动仪式在重庆市举行，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玫琳凯公司向重庆
市妇联发放项目资金200万元，预计可
带动近300户女性实现创业。

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可口可乐520计划”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for Coca-cola 520 Campaign1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在重庆市启动
  Mary Kay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Projects Launched in Chongqing2 

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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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19日，由玫琳凯公
司（大中国区）、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云南省妇联、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美院等
单位17人共同组成的考察志
愿者小组，赴云南楚雄州实
地考察“玫琳凯促进女性参
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这次
考察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与沟
通，指导当地妇女如何使她
们的服饰饰品产品走出云南，
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

2013年，妇基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就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监测与评估工作
联手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
究所成立外挂管理监测办公室。中国小额
信贷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小额信贷联
盟理事长杜晓山任项目管理监测办公室组
长，项目管理监测团队由社科院小额信贷
领域五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建立管理监
测办公室，旨在促进项目运作水平的科学
化、系统化、专业化，更进一步提升项目运
作的透明度、公信力等。这是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自身发展
的一个转型突破。

  考察志愿者小组实地考察“玫琳凯促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
  Volunteers Visit "Mary Kay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 Project Area3

  妇基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专项管理监测办公室挂牌成立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fice Set U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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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沃尔玛向妇基会再次
捐献200万元人民币，用于继续支持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与此同时，
沃尔玛“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2013
年第二期慈善基地选择工作启动，并
在基地选择方案中首次正式提出“爱
心基地直供沃尔玛”的采购意向。

12月24日，妇基会2013
年第二期“母亲创业循环金”
项目评标会在京举行。评审
组及监督方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评审专家对初评项目
进行评述，评审组其他成员
也对各省申报项目逐一进行
了评审。

  沃尔玛再捐200万元支持贫困女性创业
  Wal-mart Donates Two Million Yuan to Business Fund5

  2013年第二期“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评标会在京举行
  Second Bidding Evalu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in Beiji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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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3年1月启动后，“可口可乐520计划”项目培训班先后在江苏、云南、天津、广西
等6省（区、市）落地，共有6000余名妇女接受了创业就业技能课堂培训。培训结束后，还有
120名妇女成功申请了小额贷款，用以开办或发展小店。

“可口可乐520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和培训班先后在江苏、云南等地举行
Launch Ceremony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Coca-cola 520 Campaign in Jiangsu and Yunnan Provinces7

  “母亲邮包”项目综合效益进一步扩展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GAINS COMPREHENSIVE
     EFFECTS

“母亲邮包”项目2013年共募集资金
3900余万元，分别向内蒙、陕西、青海、四川
等29个省（区、市）发放“母亲邮包”28万余
个，受益贫困母亲达28万余人。在2013年四
川雅安、甘肃定西地震、广东洪涝灾害救援
中，“母亲邮包”项目快速响应，充分发挥针
对性强、便捷灵活的特点，为灾区人民送去生
活必需品，被灾区群众誉为及时雨、雪中炭。
“母亲邮包”项目赢得了主管部门和社会群
众的认可，荣获2013年第八届中华慈善奖。

The project raised 39 million yuan (US$ 6.39 million) 
in 2013, which was used to donate 280,000 parcels 
to women in 29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Shaanxi, Qinghai, Sichuan 
and Inner Mongolia. In response to earthquakes in 
Ya'an (Sichuan) and Dingxi (Gansu) and the terrible 
f lood in Guangdong, the project took act ions 
quickly by supplying parcels with daily necessities to 
people in disaster areas. The project won people's 
recognition and the 8th China Charity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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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520计划”项目启动仪式和培训班先后在江苏、云南等地举行
Launch Ceremony and Training Courses of Coca-cola 520 Campaign in Jiangsu and Yunnan Provinces

35岁的刘向荣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学院
巷1号煤房。由于夫妻双方均无固定工作，丈夫又有
肺病，家里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了刘向荣身上。夫妻
二人和他们八岁的儿子住在仅6平方米的煤房里，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收到“母亲邮包”后，她非常感
动，说：“邮包里的东西很实用，有了手电，晚上出去
就不怕摔跤了，洗衣粉、牙膏、牙刷日常都需要，更
没想到的是，还有护手霜，自己经常干活，手都裂了，
舍不得买护手霜，非常感谢！”她对《安全健康知识
手册》爱不释手，说虽然自己识字不多，但漫画配文
字的形式让她一看就明白了，她要让儿子也看，一起
长知识。

案例1  为青海贫困母亲刘向荣送去关爱和祝福 

The visit to Liu Xiangrong, a needy mother
 in Qinghai Province

家住青海省互助县巴扎乡元甫村的马抓兴
措，今年58岁，家里有3口人，她和丈夫，还有一
个儿子。她的丈夫残疾多年，由于患有腿疾，不
能劳作，家里的重担全都落在她儿子身上。由于
要照顾患病的父亲，也不能外出打工。家里耕地
少，属于半牧半农，生活来源单一，还要花钱给
丈夫治病，家里经济十分拮据。

2013年年底，马抓兴措收到“母亲邮包”
后，笑得合不拢嘴，立马戴上了新手套、新围
巾，还穿上了新棉马夹，激动地说：“谢谢好
心人！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还惦记着我们这些
深山里的农村妇女，真是太感谢了！邮包里
还有春联、挂历、筷子等好多东西呢，过年都
用得上，家里从来没有贴过春联，今年可以
贴上春联了……”

案例2  “母亲邮包”温暖藏乡贫困母亲马抓兴措

A pa rcel  w i th da i ly necess i t ies fo r 
Mazhuaxingcuo, a Tibetan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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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邮包”项目获2012度中国慈善推动者奖
   2012 Charity Promoter Award1

1月19日，“慈善
的力量”2012中国慈
善年会在京举办。“母
亲邮包”项目获得慈
善推动者奖。 

3月5日，妇基会在北京海淀环卫中心会议厅举行为环卫女工送“母亲邮包”—“三八节”特别活动。此次活动中，大
家通过座谈方式纷纷表达了对环卫女工的关爱之情，呼吁全社会能把关注的目光投注给这部分弱势群体。同时，现场踊
跃捐赠“母亲邮包”，用爱向环卫女工传递节日祝福。共有46位贫困环卫女工获赠“母亲邮包·暖心包”。

    为环卫女工送“母亲邮包”—“三八节"特别活动在京举行
     Women's Day Donation to Sanitation Workers in Beijing2

颁奖现场

座谈会现场 秦国英秘书长把“母亲邮包”送到环卫女工手中

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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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妇基会组队参加了在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的“为了爱，
多走一公里—爱心健走活动”，来自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百事（中
国）有限公司的员工代表以及北京工
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的志愿者代表近200人组成“母亲
邮包”爱心团队，一起参加了“母亲邮
包”爱心健步走活动。代表们说为贫
困母亲送去爱心，助人利己，这是最快
乐的事。

“母亲邮包”爱心健走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
   Charity Walk in Beijing Olympic Forest Park3

北汽福田的志愿团队

北京交通大学的志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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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母亲节，是“母亲邮包”公
益项目实施一周年的日子。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妇基会为庆祝母亲节，
倡导社会公众更加热爱自己的母亲，同
时关心贫困母亲，举办了《感恩母亲 回
报妈妈的爱》大型直播宣传活动。

公众捐赠代表、参加腾讯月捐的网
友代表以及“母亲邮包”受益母亲在现
场讲述了他们“一对一”的爱心捐赠故
事。“母亲邮包”宣传大使、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与“母亲邮
包”卡通玩偶“多多”展示为四川雅安灾
区母亲定制的“母亲邮包·家庭包”。

《感恩母亲 回报妈妈的爱》暨“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启动一周年母亲节大型直播宣传活动在京举行
   First Anniversary and Mother's Day Event in Beijing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召开“母亲邮包”项目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Videophone Conference of CWDF and China Post Group on Project Promotion

4

5

活动现场

5月28日，妇基会和中国邮政集团总
公司联合举办了“母亲邮包”项目推进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了“母亲邮包”一
年来的工作，部署安排了下一步工作。会
上，上海市妇联等20个单位获得“优秀组
织奖”，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妇联等26
个单位获得“优秀实施奖”，湖南省通道
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妇联马翔等26人获得
“个人贡献奖”；北京市邮政公司等10个
单位获得“优秀单位奖”，北京市顺义区
邮政局等20个单位获得“服务支撑奖”，
北京市海淀区邮电局双榆树支局高岩龙
等20人获得“个人服务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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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 ，中国农业银行“母亲邮包”捐
赠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了捐赠仪式。中
国农业银行此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
10943819元，主要用于实施“母亲邮包”公益
项目，“母亲邮包”分别发往甘肃、黑龙江、辽
宁、吉林、广东等受灾地区及西藏等中西部省
区，使近8万个贫困母亲及家庭受益。

9月24日至28日期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单
位中国农业银行一行21人分别到林芝地区米林县，拉萨
市达孜县、当雄县的贫困母亲家中，把一个个凝聚着爱
心的“母亲邮包”送给了贫困母亲。许多受益母亲在收到
“母亲邮包”后，当场向捐赠人填写了“回音卡”。

中国农业银行“母亲邮包”捐赠仪式在京举行
Donation Ceremony of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6

沈 跃 跃副委员长向
中国农 业银 行 党委
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颁发捐赠证书

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长车迎新向妇基会黄晴宜理事长递交
捐款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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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活动启动
    PepsiCO-New Year Gifts for Needy Mothers Activity 7

妇基会、百事公司、天猫领导共同启动本次活动

12月20日，妇基会联合百事公司、天猫共同发起的“把乐带回家—
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公益活动正式上线。这是中国首个
由公益组织、企业和网络平台联动发起的跨界公益活动。

妇基会、百事公司、天猫三方专门为此次活动定制了一款饱含着浓浓
的新年暖意和爱心的特色“母亲邮包”，作为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邮
包内含家庭用品、保暖品、护肤品、春节装饰品等10多种日用品。本次活动
号召公众通过百事天猫网站捐赠200元，贫困母亲就可获赠一个“母亲邮
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每2-3天集中送出一次“母亲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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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项目开辟服务新领域 
EXPANSION OF SERVICES THROUGH NEW PROJECTS

“守护童年”公益行动
  CHAMPION TH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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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ptember 3, 2013, the Champion the Children Campaign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ACWF initiated the campaign and about 100 charities including 
CWDF and CCTF (China Children and Teenager and Foundation) are co-
organizers. People Daily, China Daily and Daye Media Group are among the 
campaign's sponsors. 

On September 26, the project's first class on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was held in Dandelion Middle 
School in Daxing District, Beijing. 

9月3日，由全国妇联主
办，妇基会联合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中国扶 贫基金 会、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儿童希望基金会
等百家公益组织共同发起，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
年报、中国新闻社、中国妇女
报、农民日报、瞭 望 新闻周
刊、人民 政协 报、南方都市
报、当代中国画报、人民网、
光明网、公益时报、大业传媒
集团等媒体和企业单位支持
的“守护童年”公益行动在京
启动。

9月26日，“守护童年”公
益行动—“大篷车”儿童性
侵害预防教育大讲堂在北京
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举办第
一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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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ember 20, the Universal Children's Day 
legal promotion was held in 1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n October 28, CWDF held 
the first training course for 
20 0 execut ive personnel 
from the project 's partner 
agencies nationwide.

11月20日，“守护童年•法卫安全”—国际儿童
日十城联动宣传普法活动在10省市成功举办。

10月28日，妇基会在北京举行
“守护童年”联盟救助机构工作能
力提升第一期培训班，近200名来
自全国各地儿童救助机构的负责人
或项目执行人员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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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WDF, the China Happy Family Promotion 
Campaign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Bei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co-
organized a donation event on November 20. 
CWDF donated 500 down clothes to needy 
students and mothers in Miyun, Beijing. 

由妇基会、中国幸
福家庭促进计划组委会
和北京妇幼保健院共同
举办的“‘守护童年’公
益 行 动 2 013 国际儿 童
日—曹颖爱心捐赠活
动”于11月20日国际儿童
日当天举 行。活动中妇
基会向北京密云县贫困
学生和母亲捐赠了50 0
件羽绒服。

On November 24, CWDF and the 
Maple Women'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co-organized a 
charity walk and donation event. 
Copies of Handbook for Children 
to Prevent Sexual Assault were 
distributed.

11月24日，妇基会与北京红枫妇女心
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主办了“爱行走—
守护童年公益徒步走”宣传筹款活动。参
与者进行徒步行走，并通过手机软件计算
行走步数，企业通过捐款购买步数来参与
公益行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活动完
成了预定目标，捐赠款计划用于向儿童发
放《儿童性侵害预防教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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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ember 8, Magicmall, a company under 
Daye Media, signed contract to set up Luobaobei 
Fund in Beijing. Magicmall and Goldleaf Jewelry 
agreed to use part of sales of Luobaobei brand 
authorization on Champion the Children Project. 

11月8日，大业漫奇妙公司“创意•爱心”洛宝贝基金
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会上，大业漫奇妙公司及金叶珠
宝公司承诺将通过洛宝贝基金授权售卖的部分款项用的
于支持“守护童年”项目开展。

   失独母亲帮扶计划 
   HELPING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In 2013, CWDF set up a hotline through which 
experts and volunteers provide services for 
Chinese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Music 
therapies are also provided to ease mothers' 
burden and community service stations are 
equipped with a medical care vehicle to 
offer regular checkups for needy mothers and 
families. 

“失独母亲帮扶计划”由妇基会发起创立，2013年年
初筹备设立全国失独母亲帮扶热线，依托专家和志愿者队
伍为失独母亲提供相关服务；筹备开办心灵音乐理疗互助
服务，由音乐治疗专家以一对一或十人为一组的方式，为失
独母亲抒解情绪、释放情感压力、重新获得身心平衡与平
静提供服务；尝试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医养服务，进一步
试点建立失独母亲社区服务站，由妇基会为每个服务站提
供一辆健康巡诊车，依托专业医疗机构，为失独母亲、失独
家庭提供健康巡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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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上午，妇基会与北京瑞普华老
年救助基金会在北京举行“失独母亲帮扶
计划”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妇基会向失独母亲代表赠送了“母亲
邮包•暖心包”等慰问品，并送上了节日的
祝福和新春的问候。

3月28日，妇基会和北京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有爱不孤独—失独
母亲帮扶计划”主题音乐会，让公众进一步走近失独母亲，了解失独母亲的生活现状，发动更
多社会力量关心、关爱失独母亲，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

O n  F e b r u a r y  5 ,  C W D F  a n d 
Beij ing Ruipuhua Older Salvage 
Foundation held a Spring Festival 
ga l a as  pa r t  of  the p ro j ect ' 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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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M a r c h  2 8 , 
CWDF and Bei j ing 
R u i p u h u a  O l d e r 
Salvage Foundation 
he ld a concer t in 
Beijing to enable the 
public to know the 
s ituation of needy 
mother s and g ive 
more care and aid 
for them.

10月12日，重阳节来临
之际，妇基会联合黄金佳
投资集团、北京瑞普华老
年救助基金会在北京天通
苑西二区举行了一场特别
活动，为20位失独母亲及
社区的老年朋友进行健康
义诊。

在活 动现 场，黄金 佳
投资集团向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捐赠的2辆“母亲健
康快车”成为“失独母亲帮
扶计划”的健康巡诊车和
重要工作载体，专门为失独
母亲提供健康服务。

On October 12, CWDF, Huangjinjia Investment Group and Beijing Ruipuhua Older Salvage Foundation 
organized an event in Tiantongyuan Community of Beijing, at which 20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ren 
and other senior residents received free che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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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微笑行动
   SMILE OF MOTHERS CAMPAIGN

The projec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free medical 
treatment for children from poverty-str icken 
families with cleft l ip and palate and facial 
deformity. It was initiated by two doctors, Han 
Kai and Lin Jing, in 1990 and implemented 
by CWDF. It has provided free surgeries and 
orthodontic treatment for 28,000 patients of 45 
ethnicities in 2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May 28 to June 8, 26 doctors, 33 
volunteers and 20 observers from the 
"Smile of Mothers" campaign offered 
free treatment for 100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in Qujing, Yunnan 
Province. 

母亲微笑行动是专门为贫困家庭的唇腭裂及头面部畸
形的患儿提供免费救助治疗的公益慈善活动，于1990年由
韩凯和林静医师发起引入，由妇基会具体组织实施。项目
足迹已遍及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市（县），为45
个民族的28000多名贫困地区的患者提供了免费唇腭裂手
术治疗以及言语矫正和牙科正畸等治疗。

5月28日至6月8日，微笑行动之“母亲
微笑”唇腭裂救助公益活动在云南曲靖举
行。活动中，26名医护工作人员、33名志愿
者、20名微笑行动观察人员在曲靖展开了
为期6天的救助行动，对曲靖的一百多名家
庭贫困的唇裂患儿进行免费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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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珍人文化发展基金”在京成立
   CULTURAL DEVELOPMENT FUND FOR DWARFISM PATIENT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In September 2013, CWDF and Longzaitian 
C u l t u r a l  G r o u p  l a u n c h e d  t h e  C u l t u r a l 
Development Fund for Dwarfs, with the intention 
of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dwarfism sufferer's 
development in culture and ar ts th rough 
special educ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projects.  

2013年9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龙在天
文化集团共同发起设立了“袖珍人文化发展基金”，
旨在重点扶助、支持、促进中国袖珍矮小人群体在文
化艺术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开展袖珍人的文化、教
育、技能培训项目，实现文化创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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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
   CAMPAIGN TO IMPROVE CERVICAL HEALTH OF CHINESE WOMEN 

积极搭建公益平台，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MORE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10月10日，“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启动式暨“贝壳行动”首场健康大课堂在京举行。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宋秀岩与默沙东制药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福维泽进行了会谈。

默沙东（中国）公司宣布将在三年内向妇基会提供捐赠，支持开展“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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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妇基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
展基金会联合中华女子学院、重庆女子职
业高级中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重
庆桃源居社区文化教育中心联合兴办启
动式。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定向
捐赠1亿元，用于重庆桃源居社区开展社
区全员教育、妇女终身素质教育和老年大
学、社区儿童素质教育等公益项目。

重庆桃源居社区文化教育中心的联
合兴办，是“校社合作”的重要尝试，在中
国社区公益教育史上首开先河。

On October 10, the launch ceremony of the campaign and the first Shell Action public lecture 
were held in Beijing. Song Xiuyan, Vice-President and First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and Kenneth C. Frazier, President and CEO of MSD China, attended the event. 

MSD China announced that the company would donate to CWDF for the campaign's 
promotion. 

On May 9, CWDF, Taoyuanju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and Chongqing 
Women's Vocational Senior School jointly founded Chongqing Taoyuanju Community Cultural and Education 
Center. Taoyuanju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onated 100 million yuan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women, seniors and children in Taoyuanju Community. 

   重庆桃源居社区文化教育中心
   CHONGQING TAOYUANJU COMMUNITY CULTURAL AND EDUC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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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权女性基金
   EMPOWERING WOMEN FUND

6月20日，帝亚吉欧洋酒
集团与妇基会合作，启动帝亚
吉欧赋权女性基金。该基金将
为需要帮助的中国女性提供
丰富的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其
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

帝亚吉欧洋酒集团计划
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向该基金
捐赠100万人民币，共计500
万元。

2013年9月23日，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帝亚吉欧洋酒集团“赋权女
性基金”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大港职业
中学举行了单亲贫困母亲中式面点培
训班开班仪式。参加开班仪式的领
导、志愿者现场观摩、体验了“赋权
女性基金”连云区单亲贫困母亲中式
面点培训教学情况，并实地走访、慰
问了单亲贫困母亲。

On June 20, Diageo Group and CWDF co-founded the Diageo Empowering Women Fu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offering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s for Chinese women to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Diageo Group plans to donate one million yuan each year to the fund within next five years. 

On September 23, CWDF and Diageo Group launched a baking skill training course for single and needy 
mothers at Dagang Vocational School in Lianyungang, Jiangsu Province. Participants to the launching 
ceremony also visited some needy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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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天使基金
   ANGEL IN WHITE FUND

6月27日，“白衣天使
基金设立暨金佰利关爱天
使行动”启动仪式在上海
市举行。该基金将帮助医
护人员提高专业技能，帮
扶欠发达地区基层医院提
升医疗救护水平。“白衣天
使基金”设立首年以妇幼
系统医务工作者为关爱的
核心。

10月31日，“白衣天使基
金— 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
上海帮扶行动”结业仪式暨
儿童健康指导师培训会议在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举行。

此次帮扶活动对上海基
层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专业、
细致的业务指导和师资培训，
提高了社区医护人员的诊疗
水平。

On June 27, the launch ceremony for Angel in White Fund and Kimberly-Clark Care for Angel campaign was held 
in Shanghai. The Fund will help nurses and medical workers improve their skills and raise the medical service level 
of grass-roots hospitals. In the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the fund's main target was medical workers in maternal and 
children's hospitals. 

On October 31,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Angel in White Fund — Kimberly 
Clark Care for Angels" Shanghai campaign and a conference of children's 
health instructors were held at the Shanghai No.6 People's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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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流产后关爱项目
   POST-ABORTION CARE PROJECT

截至2013年底，关爱至伊项目覆盖了30个省区市的123个
地级以上城市，通过“伊爱基金”资助了314家医院开展流产后
关爱服务，资助资金突破600万元，培养了951名合格的PAC咨
询员，受益人群超百万。

2013年11月3日，“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PAC）项目两
周年总结及推进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53家医院获得了“PAC
优质服务医院”称号。

Up to end of 2013, the project under CWDF 
YIAI FUnd was carr ied out in 123 cit ies of 
3 0 p rov inces, autonomous reg 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rough raising six million yuan 
to aid post-abortion medical services in 314 
hospitals and training 951 PAC consultants. 
Over one million women benefited from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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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公益项目
  CARE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PROJECT

2013年“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公益项目，主要
开展了“十百千万”计划，举办“自闭症及其相关障碍早期诊断
早期干预”培训班，对我国8个省份、一百多家医院、3356名医
生开展了自闭症规范诊断与治疗培训。举办了16期志愿者专业
训练培训班，共6200多人次参加培训，并开展自闭症儿童家庭
结对帮扶行动。

In 2013, the project has organized trainings on 
autis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ong 3,356 
doctors in 100 hospitals in eight provinces 
and held 16 courses for volunteers who 
offer regular help for families having autistic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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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成功举办
   2013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SUCCESSFULLY HELD
 

大力发展慈善文化，助推女性公益发展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WOMEN'S CHARITY

6 月 2 5 日 ，在 成
功举办三届女性公 益
慈善论坛的基 础上，
妇基会联 合中国公 益
研究院在京联合主办
“2013中国女性公益
慈善论坛”。

全 国人 大 常委 会
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
席沈 跃 跃同志向论坛
发来贺信。有关专家和
嘉宾围绕“汇聚社会资
源，壮大女性公益慈善
力量”主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On June 25, CWDF and 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 jointly held the 2013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in Beijing.

   (PAC)流产后关爱项目
   POST-ABORTION CAR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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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隆重推出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SELECTED 

6月25日，由妇基会、公益时报社、中民慈善捐助
信息中心、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华女
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每两年举行一
次，旨在传承慈善精神，弘扬慈善文化，让始终坚守责
任、勇于担当、作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感受到光荣与自
豪，感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各
界关心支持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

On June 25, the awards ceremony of the Second 
Chinese Women Phi lanthropic Models was held 
in Beijing. CWDF,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China 
Charity & Don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and China 
Phi lanthropy Research Inst itute sponsored the 
biannual selec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spreading 
philanthropic culture, honoring units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fulfil led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philanthropy and calling on more 
people to join in women's charity.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为“十大女性公益人物”颁奖

黄晴宜理事长为“十大女性公益项目”颁奖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为“十大关爱女性公益企业”颁奖

甄砚副主席为“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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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华 Wang Shaohua

她是香港捐款最多最频繁的女性之一，她为“母亲
健康快车”、“母亲水窖”等公益项目及厦门大学等单位
捐资4000多万元。“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尽自己的一份
力”，她以行动成为香港现代女性的公益典范。

方黄吉雯  Fanghuang Jiwen 

在她的推动下，建成了15所健康快车眼科显微手术
培训中心，为13多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复明手
术。阔别香港政坛多年，她退而不休，专注公益，堪称慈
善楷模。

许淑清  Xu Shuqing

她笃信“慈善的意义不是获得感激，而是能够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她在用业绩证明自己的同时，努力回馈
社会，为上万贫困家庭送去温暖，为企业家践行社会责
任树立了榜样。

米合伦沙 Mihelunsha

 她是一名维吾尔族女孩，是“春蕾计划”的受益者
之一，社会的关爱让她更加勤奋进取，在成为一名光荣的
空军战士后，她积极参加公益活动，资助贫困儿童40余
人次，如春蕾绽放，爱洒边疆。

李  静  Li Jing 

 她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奉献、感恩等公益慈善理
念，率先发起美丽心灵计划，为灾区群众开展心理治疗，
多年举办“一路有你”慈善晚宴，资助了“有爱有家”孤
儿助养等众多公益项目，让困境中的母亲、儿童看到阳
光，心中永存梦想。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
“十大女性公益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Top Ten People in Women's Public Charity

吕顺芳  Lv Shunfang
儿时寻找失散妹妹的经历让她立下“帮助天下父母寻

找失散儿女”的志愿，她创办“寻亲驿站”，收集整理600
多份寻亲者资料，举办近40场大规模寻亲活动，帮助200
多个家庭破镜重圆，被誉为寻亲者的“精神灯塔”。

李旻果  Li Minguo

她深入云南热带雨林，致力于推进西双版纳雨林的
恢复与保护，成立中国首个民间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天
籽老班章保护区，她像一位天使，坚守在那片正在发生着
奇迹的地方。

陈美仪  Chen Meiyi

她把助人作为人生的重要部分，并号召更多的澳门居
民参与慈善为社会作贡献。她平均每年在内地捐建一所希
望小学。澳门与内地的妇女工作和慈善交流也在她的推动
下日益密切。

邰祥梅  Tai Xiangmei

她全力推动百事大中华区践行社会责任，积极推进百
事公司、百事基金会与“母亲水窖”项目的长期合作，倡议
创立“百事明天助学计划”。每当她回忆起在资助地区被
村民迎接时像过年一样热闹的景象，她总是无法放下心中
那份责任。

徐书真 Xu Shuzhen

她自愿援藏14年，跑遍了藏区7个城市和1个特别区，深
入120所边远地区中小学校，为4900多名学生进行先心病筛
查诊断，诊治危重病症1200余例，并积极捐款捐物，帮助少
数民族家庭脱贫致富，被藏民亲切地称为“圣洁的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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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
“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Top Ten Women's Charitable Projects (in random order)

母亲邮包项目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慈善医疗和援助项目 
Charity Medical and Assistant Project

集思公益 幸福广东—支持妇女计划项目
Happiness in Guangdong — a charity project to benefit women in Guangzhou

桃源居社区妇女教育项目
Women's Education Project in Taoyuanju Community

恒天然乡村母婴健康项目
Fonterra Rur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Project

中国“微笑行动”
Operation Smile China

“巾帼圆梦”万名女性创业助学计划南京爱心妈妈群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Learning Aid Project Nanjing Love Mothers Group

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
Post-abortion Care Project

爱心一元捐项目
One-yuan Donation Project

南京爱心妈妈群 
Nanjing Loving Mother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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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
“十大关爱女性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Top Ten Women's Charity-Supporting Enterprises (in random order)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纪惠集团（香港）
Jihui Group (Hong Kong)

江苏亚萍集团

Ya Ping Group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p.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Wal-mart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中国铝业公司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Tasly Pharm. 

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

Dongfangmeiya Invest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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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纪惠集团（香港）
Jihui Group (Hong Kong)

江苏亚萍集团

Ya Ping Group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p.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Wal-mart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中国铝业公司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k of China Limited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Tasly Pharm. 

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

Dongfangmeiya Investment Co. Ltd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
“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排名不分先后）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Top Ten Media Supporters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in random order)

中国记协国内部
China Department, 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人民日报摄影部
Photography Department, People's Daily 

新华社摄影部

Photography Department, Xinhua News Agency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Voice of China, China National Radio 

中国妇女报采访组
Journalists group, China Women's News 

当代中国画报社
Contemporary China Pictorial 

澳门日报
Macao Daily News 

新京报时政新闻部
Political News Department, Beijing News 

新浪微公益
Gongyi.weibo.com

腾讯公益
Gongyi.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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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基会亮相深圳慈展会
  Presence at China Charity Fair

From September 21 to 23, 
CWDF and other women's 
char it ies attended the 
Second China Charity Fair 
in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女性公益研讨会 

   爱心邮寄 

  爱心邮寄 

 妇基会展厅  

  9月21日至23日，以妇基会为代表的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通过展馆灯箱、宣传彩页、宣传片、公益
实践、手工制作、观众互动等多样化的形式，为观众展示了核心项目的流程和实际
效果，展示了多年来妇基会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取得的丰硕成果。

妇基会在展出期间举办了以“推动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女性力量”为主题的
“2013中国女性公益研讨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玫琳凯化妆品（中国）有限
公司共同举办了“促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少数民族妇女文化保护与
发展”主题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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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Chronicle of Events
2013年大事记

黄晴宜理事长接受捐赠

1月16日	 妇基会与赛莱默（Xylem）合作发起的“水印计划”项目在南京竹镇希望小学竣工。
On January 16, the Watermark Project sponsored by CWDF and Xylem was 
completed in Zhuzhen Hope School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1月19日 “慈善的力量”2012中国慈善年会在京开幕，“母亲邮包”项目荣获慈善推动者奖。
On January 19,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Philanthropy China 2012 was held in 
Beijing an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on the Charity Promoter award.

1月21日 百事公司在京启动“2013把乐带回家”新春关爱推广活动。百事公司现场捐赠2013个 
 “母亲邮包”，帮助2013名贫困母亲实现心愿，传递社会温暖。

On January 21, PepsiCO initiated a Spring Festival care-giving activity in Beijing and 
donated through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to help 2,013 needy mothers realize their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1月29日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可口可乐520计划”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该项目旨在为有意愿创业 
 的妇女提供零售商业基础知识培训及经济资助，帮助其自主创业。

On January 29, Coca-cola 520 campaign was launched to offer trainings on how to 
start a retail business and offer financial aid for women.

2月5日	 妇基会与北京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在京举行“失独母亲帮扶计划”迎新春、送温暖 
 活动。
 On February 5, CWDF and Beijing Ruipuhua Older Salvage Foundation held a Spring 
 Festival gala as a part of the Helping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Project's  
 activities. 

2月22日 妇基会2013年“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评标会在京召开。投放1600万元资金，向15个 
 省（市、区）进行公开招标征集项目。共征集到10个省（市、区）共计36个县区的51个扶贫 
 项目申请，累计申请金额3311.5万元。
 On February 22, bidding evaluation confere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fund planned to invest 16 million yuan (US$ 2.6  
 million) to projects in 15 provinces. Finally 51 projects in 36 counties in 10 provinces  
 applied for fund of a total of 33.11 million yuan.

3月1日 妇基会联合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京发起水卫士行动，向“两会”代表和委员驻地 
 提供可做记号的节水贴瓶装水，避免浪费。

On March 1, CWDF and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aunched a campaign through which bottles marked with deputies' names were 
provided during the annual sessions of NPC and CPPCC for sav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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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妇基会在北京海淀区举行为环卫女工送“母亲邮包”—“三八节”特别活动。
On March 5, as a part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CWDF presented Women's 
Day gifts to sanitation workers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3月6日 妇基会在内蒙古赤峰举行汇聚爱心•传递真情—母亲邮包“三八节”特别关爱活动暨爱 
 心围脖发放仪式。

On March 6, as a part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CWDF presented Women's 
Day gifts — scarves knitted by volunteers — to needy women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3月22日 第21个“世界水日”到来之际，妇基会联合思八达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在陕西铜川 
 宜君县及渭南富平县开展“母亲水窖”—“渴•望”之旅体验活动。来自7个省区市和香 
 港的捐赠代表40余人参加了活动。

On March 22, to mark the 21st World Water Day, CWDF and Sparta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hanghai) Co., Ltd. held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Tour of Thirsty 
• Expectation"  in Yijun and Fuping counties, Shaanxi Province. Forty representatives 
of donors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from seven provinces and Hong Kong 
SAR took part in the event.

3月28日 为了向失独家庭提供心理、健康等服务，妇基会推出“失独母亲帮扶计划”。与北京瑞普 
 华老年救助基金会在京举办“有爱不孤独—失独母亲帮扶计划”主题音乐会。

On March 28,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CWDF launched a campaign and co-held a concert in Beijing with 
Beijing Ruipuhua Older Salvage Foundation.

4月9日 广西捐赠活动暨中石油共产党员及员工捐赠广西“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南宁举行， 
 活动向广西提供总价值400万元的资金、物资。

On April 9, CNPC employees made a donation valued at four million yuan (US$ 
655,738) through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o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4月12日 “龙商会•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On April 12, Heilong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launche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in Beijing.

4月16日 妇基会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赴云南曲靖市富源县开展“母亲邮包”发放活动。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为“母亲邮包”项目捐赠100万元，向云南富源县和东川县的贫困母亲发放1万个              
  “母亲邮包”。

Form April 16-17, CWDF and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 (CASIC) 
distributed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in Fuyuan, a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CASIC donated one million yuan (US$ 163,934) on 10,000 parcels to help needy 
women in Fuyuan and Dongchuan counties. 

至17日

2013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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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 2013年度“爱在家庭”项目在京启动。项目总结了2012年的成功经验。湖南梦洁家纺股份 
 有限公司再次向妇基会捐赠200万元，继续推动项目的实施。

On April 17, the 2013 Love Is In Family campaign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with the 
two million yuan-donation from Hunan Mendale Household Textile Co., Ltd. to 
CWDF.

4月18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捐赠500万元，分别向湖北、安 
 徽、山东、陕西、内蒙5省区发放48辆“母亲健康快车”，首批10辆快车的发车仪式在武 
 汉举行。

On April 18, Bank of China donated five million yuan (US$ 819,672)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which was used to distribute 48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in Hubei, 
Anhui, Shandong, Shaanxi and Inner Mongolia. The first 10 vehicles were put into use in 
Wuhan, Hubei.

4月19日 第八届中华慈善奖在京揭晓。“母亲邮包”荣获第八届“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On April 19,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was honored the title of Most Influential Project at 
the eighth China Charity Awards.

4月20日 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妇基会紧急启动救灾机制。当日筹措80万元救灾资 
 金，其中30万元用于购置3000个“母亲邮包”并连夜发往灾区；50万元用于灾区妇女儿童的 
 紧急救助。同时向社会发出紧急救助倡议，开通捐赠通道，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On April 20, after a magnitude-7 earthquake hit Lushan, a county of Ya'an, Sichuan 
Province, CWDF raised 800,000 yuan (US$ 131,147) relief fund, of which 300,000 yuan was 
used to buy 3,000 parcels with medicines and 500,000 yuan was used on the rescue and 
aid to women and children. CWDF's call for more aid gained wide attention in society. 

4月24日 第五届理事会十一次理事会议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 
 年度工作情况及2013年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财务报告》。

On April 24, the Report of CWDF's Work in 2012 and Plan for 2013, and the 2012 CWDF 
Financial Report were discussed and approved at the 11th session of the fifth CWDF 
Council .

5月9日 妇基会、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携手中华女子学院、重庆女子职业高级中学联合兴 
 办重庆桃源居社区文化教育中心启动式在京举行。桃源居基金会定向捐赠1亿元，用于 
 重庆桃源居社区开展社区全员教育、妇女终身素质教育和老年大学、社区儿童素质教育 
 等公益项目。

On May 9, CWDF, Taoyuanju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and Chongqing Women's Vocational Senior School jointly established 
Chongqing Taoyuanju Community Cultural and Education Center. Taoyuanju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onated 100 million yuan (US$ 16.4 million)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programs for women, seniors and children in Taoyuanju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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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妇基会联合录制“感恩母亲，回报妈妈的爱”暨“母亲邮包” 
 公益项目实施一周年母亲节大型直播宣传活动。
 On May 12, Music Radio (of China National Radio) and CWDF cooperated to hold a live  
 promo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nniversary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5月28日 妇基会与中国邮政集团总公司联合举办以“弘扬公益精神，关爱贫困母亲”为主题的“母 
 亲邮包”项目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On May 28, CWDF and China Post held a videophone conference on promoting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5月28日 妇基会微笑行动之“母亲微笑”唇腭裂救助公益活动在云南曲靖举行。26名医护工作人 
 员在6天中共为81名唇腭裂儿童成功实施了手术。

From May 28 to June 8, during the "Smile of Mother" campaign's implementation in 
Qujing, Yunnan Province, 26 doctors did surgeries for 81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6月14日 由妇基会与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重庆市妇联联合举办的玫琳凯“母亲创业循 
 环金”重庆启动仪式举行。

On June 14, CWDF, Mary Kay and Chongqing Women's Federation launched the Mary 
Kay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n Chongqing. 

6月20日 帝亚吉欧洋酒集团与妇基会合作，启动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基金。帝亚吉欧将通过该基金 
 为需要帮助的中国女性提供丰富的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

On June 20, Diageo Group and CWDF co-founded the Diageo Empowering Women 
Fu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offering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s for Chinese women to support 
their development.

6月25日 由妇基会、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在京举行。本届论 
 坛主题为“汇聚社会资源，壮大女性公益慈善力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 
 联主席沈跃跃向论坛发来贺信。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 
 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出席论坛。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会议同时召开。

On June 25, CWDF and 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 jointly held the 2013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in Beijing, on the theme of "gathering social resources to 
expand influence of women's charity." Shen Yueyue,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2th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ACWF,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the forum 
and Peng Peiyun, Vice-Chairperson of the 9th NPC Standing Committee, Honorary 
President of ACWF and Honorary Director of Chinese Women's Research Society, 
attended the forum. The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held a conference the 
same day.

至6月8日

2013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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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由妇基会、公益时报社、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公益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王志珍出席
 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此次推选活动共设“十大女性公益人物”、“十大女性公
 益项目”、“十大关爱女性公益企业”、“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4个奖项。

On June 25, the awards ceremony of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was held in Beijing. CWDF,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China Charity & 
Don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and 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 sponsored 
the biannual selection. Former vice-chairpersons of CPPCC Zhang Meiying and 
Wang Zhizhen presented awards to winners of the four titles of Top Ten People in 
Women's Public Charity, Top Ten Women's Charitable Projects, Top Ten Women's 
Charity-Supporting Enterprises and Top Ten Media Supporters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6月26日 由妇基会、伊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美丽中国•绿色伊春”环保公益活动暨“伊春现象”论 
 坛在京举行。

On June 26, the Beautiful China • Green Yichun activity sponsored by CWDF and Yichun 
Municipal Government was held in Beijing.

7月9日 妇基会在拉萨第二人民医院举行“西藏地区适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和宫颈癌筛查的研究” 
 课题启动暨西藏宫颈癌早期检测中心HPV基因实验室落成揭幕式。妇基会捐赠价值 
 196.56万元款物。

On July 9, CWDF initiated the Research on the Genital Infection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for Women at Bearing Age in Tibet and celebrated the completion of the HPV 
Gene Lab of Tibet's Cervical Cancer Examination Center in Lhasa No.2 People's Hospital. 
CWDF donated money and facilities worth 1.96 million yuan (US $321,315).

7月22日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漳县交界发生6.6级地震。妇基会为灾区紧急筹措了首批100万元的救援 
 资金，派出两支救援小分队赶赴灾区，着手组建妇女儿童服务工作站，开展相关救援工作。

On July 22, a magnitude-6.6 earthquake hit Minxian and Zhangxian counties in Dingxi, 
Gansu Province. CWDF raised one million yuan (US$ 163,934) as the first batch of relief 
fund and sent two teams to quake-hit areas to establish work sta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

7月25日 “母亲健康快车”中国建行捐赠发车仪式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中国建行捐赠的53辆健康快车分别发往云南、贵州、广西、西 
 藏4省区，为当地妇女提供健康检查、疾病救治、孕产妇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服务。

On July 25, the ceremony for China Construction Bank's donation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was held in Beijing. Shen Yueyue, Vice-Chairperso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ACWF, attended the ceremony. The 53 vehicles donated 
by the bank would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for women in Yunnan, Guizhou, Guangxi 
and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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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 由妇基会主办，中国北京书画院、中央数字频道—收藏天下《艺术观察》栏目协办的同 
 一个心愿—首届“母亲水窖”公益笔会在好苑建国酒店举行。

On August15, the first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Gala was held 
in Jianguo Garden Hotel, Beijing. CWDF initiated the event, and China Beijing Academ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nd Art Review, a CCTV digital channel program, were 
supporters. 

8月15日 “守护童年”大型公益行动筹备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全国妇联相关部门负责人、中科院 
 心理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近30家公益组织和媒体单位的代表参加研讨会。

On August 15, the seminar on the preparation for Champion the Children campaign 
was held in Beijing. Heads of related ACWF departments, exper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30 
charities and media attended the event.

8月19日		 由妇基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及台湾同胞等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的“母亲水窖”大型公益回访活动在甘肃永登县龙泉寺镇长涝池村揭开序幕。

On August 19, CWDF and Perfect (China) initiated a visit to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rea in Longquansi, Yongdeng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People from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aiwan Province joined in the visit. 

8月23日 8月份以来，东北大部及广东大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妇基会紧急启动“洪灾救援行 动”。
 中国农业银行捐赠的140万元作为首批救援资金，其中50万元用于购置5000个“母亲贴 
 心包”运往广东，90万元用于购置“母亲贴心包”和“母亲暖心包”运往东北三省。

On August 23, CWDF made quick response to the serious flood in Northeast and 
South China. Of the first donation of 1.4 million yuan by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500,000 yuan (US$ 81,967) was used to buy 5,000 parcels containing medicines and 
daily necessities for women in Guangdong and 900,000 yuan (US$ 147,540) was 
used to buy parcels containing medicines and body-warming items for women in 
northeast provinces.

8月28日 20辆由中国建行捐赠的“母亲健康快车”从贵阳驶出，奔赴贵州19个县级妇幼保健院，为 
 妇女儿童送去健康。

On August 28, the 20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donated b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left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for 19 county-level maternal and children's hospitals in the 
province.

9月2日 由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捐赠、妇基会组织实施的“LG化学•爱心卫生间”项目在 
 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故城镇中心小学顺利竣工。

On September 2, the public toilet project sponsored by LG Chem was completed in 
Gucheng Central Primary School in Hengshui, Hebei Province.

2013年大事记



91
              年         报
ANNUAL REPORT2013

9月3日 为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儿童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由全国妇联主 
 办、妇基会联合百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起、人民日报等媒体和企业单位支持的“守护童年” 
 公益行动在京启动。

On September 3, to create a saf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CWF launched 
the Champion the Children Campaign in Beijing. CWDF and other 100 charities are 
co-organizers of the campaign and media outlets are sponsors.

9月4日 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周年系列活动在四川广元市举行。
On September 4, CWDF held series activities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in Guangyuan, Sichuan Province.

9月10日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PICC)捐赠“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行。中国 
 人保为新疆捐赠价值240万元的20辆“母亲健康快车”，惠及伊犁州、阿勒泰地区、昌吉州、 
 哈密地区、巴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7个地州（市）的20个县（市）。

On September 10, PICC donated 2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vehicles (valued at 2.4 
million yuan [US$ 393,442]) to 20 counties in seven areas including Yili, Changji and Hami, 
in Xinjiang.

9月16日 方正健康发展基金“两癌”（乳腺癌、宫颈癌）防治骨干医生培训班在京举办。
From September 16-17, the "Founder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training course on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as held in Beijing.

9月17日 中国农业银行“母亲邮包”捐赠仪式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沈跃跃出席捐赠仪式。中国农行向妇基会捐赠1094.38万元。

On September 17,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donated 10.94 million yuan (US$ 1.79 
million) to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in Beijing. Shen Yueyue, Vice-Chairperson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President of ACWF, attended the donation 
ceremony.

9月21日 妇基会参加在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分别在救灾救助和企 
 业社会责任与基金会展区设置展位，展示多年来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妇女取得的成果。
 在交流会上，妇基会与中国慈善家杂志、深圳市妇联等联合举办了以“推动慈善事业可持 
 续发展的女性力量”为主题的“2013中国女性公益研讨会”。

Form September 21-23, CWDF showcased its achievements in serving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women at China Charity Fair in Shenzhen.
The 2013 China Women's Charity Seminar was held during the China Charity 
Fair, with the theme "women's strength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10月10日 由妇基会主办的“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启动式暨“贝壳行动”首场健康大课堂在 
 京启动。

On October 10, the launch ceremony of the Campaign to Improve Cervical Health 
of Chinese Women and the first Shell Action public lecture were held in Beijing.

至17日

至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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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妇基会抗震救灾“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四川雅安举行。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上海 
 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跳水队捐赠的15辆健康快车发往受灾县市。

On October 23, fifteen vehicles donated by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Industry 
Corp., Shanghai Jahw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diving team were sent to quake-hit 
counties in Ya'an, Sichuan Province.

10月28日 “守护童年”联盟救助机构工作能力提升第一期培训班在京举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 
 源拓智公益咨询机构、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三位资深专家学者从心理、法律等方面 
 为近200名各地儿童救助机构负责人或项目执行人员开展培训。

On October 28, the first training course to improve abilities of partners for Champion the 
Children Project was held in Beijing. Three senior exper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AS, Center for Leadership Matrix Network and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Judicial 
Studie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ave lectures for 200 workers from children 
salvage agencies.

11月15日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妇基会再次捐献200万元，继续支持“母亲创业循环金” 
 项目。

On November 15, Walmart (China) donated two million yuan (US$ 327,868)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11月20日 妇基会、北京理工大学司法研究所“大案法援”团队联合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郑州、 
 南昌、合肥、长春、鄂尔多斯、四川射洪县、陕西镇巴县等各地的高校、律所、法院、街道、 
 妇联共同开展“守护童年•法卫安全”—国际儿童日十城联动宣传普法活动。

On  November 20, the Champion the Children Legal Promotion was held in 10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Xi'an, Zhengzhou, Nanchang, Hefei 
and Sheho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on the occasion of Universal Children's 
Day. CWDF and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Judicial Studie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itiated the activity.

11月22日 上海小阿华母婴服务有限公司捐赠200万元，与妇基会建立的“母乳喂养专项基金”启动仪 
 式在京举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该项目针对近年母乳喂养率持
 续下降的趋势，旨在通过宣传、培训和公益支持，传播母乳喂养知识，提高母乳喂养率。

On November 22, Shanghai Xiao A'hua Maternal and Children Service Co., Ltd. 
donated two million yuan to launch the Breastfeeding Promotion Fund. Gu Xiulian, 
Director of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Youth, attended the 
launch ceremony in Beijing. The fund is intended to spread breastfeeding knowledge 
and increase the breastfeeding rate through training and philanthropic efforts.

11月24日 妇基会、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联合联想志愿者协会、绿洲户外俱乐部和北京爱盟 
 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平谷举行“爱行走—守护童年公益徒步走”活动。

On November 24, CWDF, the Maple Women'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enter, 
Lenovo (China) Volunteer Association, Lüzhou Outdoor Club and Beijing Aimeng 
Network Development Co. Ltd. co-organized the Champion the Children charity 
walk in Pinggu District, Beijing.

2013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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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由妇基会主办，宝洁品牌—金霸王电池联合宝宝树、麦田计划等24家公益组织及媒体 
 机构共同发起的“玩具再分享”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On November 30,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oy Sharing Campaign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campaign is sponsored by CWDF and supported by 24 charities and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Duracell, Babytree and MOWO.

12月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为“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提供1亿元资金，使该项目覆盖全国31个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一万名贫困妇女得到救助。

In December, the Special Central Lottery Fund allocated 100 million yuan (US$163,934) 
to the "Aid for Needy Breast and/or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campaign. Nearly 
10,000 women in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nd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benefited from the program.

12月1日 “2013温暖袖珍人大型公益活动•将爱心进行到底”暨袖珍人集体婚礼周年庆典在京 
 举办。

 On December 1, the ceremony for the anniversary of group wedding of dwarfism 
patients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13日 第八期儿童自闭症及其相关障碍早期诊断早期干预黑龙江省培训班暨6-12岁孤独症谱系 
 障碍病学调查项目在哈尔滨启动。

On December 13, the eighth training course on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autism and th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of children 
whose ages are between 6 and 12 were held in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2月18日 “中国女性生殖健康促进项目”研讨会在京召开。
 On December 18, Seminar on the Campaign to Improv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Chinese Women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20日 “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公益活动正式上线启动。
On December 20,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New Year Gifts for Mothers activity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12月24日  2013年第二期“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评标会在京举行。
 On December 24, the second bidding evaluation for proj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25日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十年评估发布会在京举行。
On December 25,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10-year assessment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27日 中石油及员工向灾区捐赠百辆“母亲健康快车”暨发车仪式在雅安举行。
On December 27, CNPC employees donated 10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vehicles to 
quake-affected Ya'an,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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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捐资100万元（含）以上

（排名不分先后）

With donation of one million or more in 2013

Major Donors
重要捐赠单位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百事基金会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宝洁（中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玖零生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慈善会	 	

人保慈善基金会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李宁体育（天津）有限公司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东方风行（北京）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欧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赞臣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凤凰都市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乐友（中国）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欧亚基金会

上海阿华母婴服务有限公司

默沙东（上海）医药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愿景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江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怡莲嘉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伊春市妇联

深圳航空城（东部）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德善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申华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新方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特普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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