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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特别关注

今年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20周年，也是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关注女性权益，

促进女性发展成为今年“两会”议题的重要内容。

2015年“两会”女性代表委员人数逾千人，人

大女代表占比23.4％，超过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女

代表、女委员知性不浮躁，自信不桀骜，积极参政

议政，她们在关注就业、养老、生态、健康等民生

问题的同时，也以对性别平等更为敏感的视角，提

出女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地铁运营中老人和孕妇儿

童的交通安全、家风建设等。通过女代表女委员的

呼吁，与女性有关的话题更是越来越受到全社会

的重视。

关注“两会”  聚焦女性
WOMEN'S	VOICES	HEARD	AT	NPC	AND	CPPCC	ANNUAL	SESSIONS

编者按：
妇基会作为女性公益慈善组织，一直密切关注和

积极推动女性群体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为使读者较为

全面地了解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注

的女性话题，我们特别编辑此文，以飨读者。

Editors' Note:
As a women'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as always been active in helping 
women solve problems. To give readers an insight of 
women-related issues discussed during the annual NPC 
and CPPCC sessions in 2015, we compil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关注一：校园性安全问题

政协委员甄砚提交了《将预防和制止校园性骚扰纳入平安校园的建设》的建议。韩红

连续7年关注农村留守女童性安全问题。

校园性骚扰是一种校园性暴力，是严重侵犯妇女和女童、也包括男童人身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甄砚指出校

园性骚扰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当前城镇化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多由爷爷奶奶等监护，

对于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无力全面关注，“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女童遭受了性骚扰和性侵犯”。

建议：

—应当抓紧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将预防和制止校园性骚扰作为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

—督察、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要做好全面监督管理；对学校所有职员、适龄学生及家长定期安排防范性骚扰知识的

培训。

—加强校园性骚扰宣传教育工作，并将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知识纳入学校课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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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中国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已34年，虽实施多部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法规，但并没有专门的反歧视立法或

反就业歧视立法。据2014年一项专题研究调查数据显示，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

人大代表陈秀榕和政协委员甄砚建议尽快出台《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实施细则，

加大对劳动力市场就业性别歧视的监管力度和对就业性别歧视行为的惩处力度。

人大代表孙小梅已联合多人提出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对就业歧视的具

体内容和救济程序等做进一步的深入规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尚绍华委员建议对女性就业较为集中的行业和部门，及女性达到一定比例的企

业，在核定工资和福利成本、税费等方面给予优惠，合理消化女性用工成本等。

关注二：反对家庭暴力

“家暴”在妇女权益保障中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家暴不是“家务事”，需要全社会的行动和参与。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

代表表示，家庭暴力是不分文化、种族、性别，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建议：

—从国家层面，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抓好制度建设，出台相关的配

套政策。

—重视发挥各级妇联和其他职能部门的作用。

—联合和借助社会各界的力量，切实保护受到家庭暴力伤害妇女的权益。

关注四：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政协委员王怀超带来一份历时7年调研的《依法修改村规民约》的提案，落

脚点是妇女权益保护。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2014年对21省1126名土地权益受到

侵害的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发现，68%的妇女不能参加分配方案的表决。剥夺妇女

权益的村规民约并非个别现象，80%的村庄存在违法条款。王怀超强调，不能让

侵害村民尤其是妇女权益的村规民约畅行无阻。

建议：

—由民政部牵头，依据相关法律，有计划地组织各省、市、县政府对村规民约进行修订，加快依法治国进程。

—在村规民约修订中增加“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并同等享受本村村民待遇”等条

款，为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

人大代表陈秀榕也提出关于建立乡规民约违法审查和究错机制的建议。2014年全国县以上妇联受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信访事项7292件，不能平等享受征地补偿和集体收益分配的占到一半。但乡规民约一旦违法，目前缺少相应的救济途径和纠

错机制。

—高法研究制定司法解释类文件，指导地方法院对村民自治决议违反宪法原则的案件予以受理。

—农业部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中要加强《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法律的宣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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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六：加大妇女儿童公共服务力度

人大代表赵东花提交《关于将妇女儿童和家庭公共服务纳入政府购买公共

服务目录》的建议，“我国有8.8亿妇女儿童和4.3亿户家庭，是个庞大的诉求群

体，不能忽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妇女群体分化加速、就业方式灵活、思想观念多

元、利益诉求多样。家庭结构稳定性下降，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留守流动家庭、

失独家庭大量涌现，目前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妇女儿童和家庭日益增长的需求。

建议：

―民政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充分考虑妇女儿童等相关群体利益，将涉及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创业就业、心理疏导、大病救助、

法律援助、居家养老等公共服务纳入购买内容及指导目录。

―张静委员鉴于目前数量规模庞大、各式各样、类型多样和迫切需要国家保护的困境儿童群体不断产生，而可以利用的儿

童福利资金却少之又少的现实，建议借鉴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经验，发行儿童福利彩票，以弥补儿童福利事业资金的不足。

关注七：建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人大代表李秋、吴洪芹建议在国家层面将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纳入立法全过程，从

源头上保障妇女权益。目前，在全国妇联积极推动和指导下，一些省区市已探索建立了

法律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建议：

―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机构，成立法律政策性别平等

评估咨询委员会。

―明确法律政策评估咨询的重点，关注并促进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

―确定法律政策评估范围，将性别平等理念纳入法律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纳入政府重大项目和规划编制实施的全

过程。

―建立法律政策评估程序，推动性别平等评估工作有序开展。

关注五：促进女性创业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舞人心。人大代表董明珠认为，“创新的时代，技术发展的时代，

已经脱离了过去完全靠体力的时代，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智慧”。以格力电器为例，女性占比越来越高，不仅是在

管理岗位，在技术、专业领域女性的才能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传统产业到新的智能

化、信息化的时代转变，为女性创造了机遇。建议尽可能地给女性创造发展机会，使她们

能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九三学社中央在提案中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妇女小贷的贴息力

度，由75%恢复到100%；同时完善风险分担机制，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提高妇女小

贷的抗风险能力。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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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公益 聚爱成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秦国英

科技让爱心跃然掌上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发展普及，突破信息垄断的壁垒，消除

时间空间的障碍，催生了门槛低、人人可参与、全程透明的“微公益”新形态。

面对风云变化的新技术、新思维、新模式的公益新浪潮，公益组织如何抓

住发展机遇，运用互联网思维，精心策划好的项目，及时抓住典型事件，创新

完善机构的发展战略，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源，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

力，成为各基金会抢抓战机的重大的新课题。

妇基会与各知名网络公司合作

已 经 有多年 的 经 历，如

2011年在新浪微博上发

起救助患罕见毛霉菌感染

者卢文红，得到杨千嬅、胡静等数十位媒体、文化名人帮助转发呼吁，两周内累计

筹得捐款26000余元、药品捐赠10万元，及时救下了这位3岁孩子的妈妈。

2014年春节与百事公司、天猫商城合作的“把乐带回家”网上乐捐，取得良好

业绩，并已成为我们的一个保留项目，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推进。类似的乐捐项目还

有10元“母亲水窖爱心水杯”，让农村学校的孩子们不再凑着水龙头喝水，用上无毒

无味、抗震耐摔、密封性强又好看的水杯。

New Practices

理论与实践

USE	NEW	MEDIA	TO	PROMOTE	PHILANTH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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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

岁末年初，妇基会发起的两个“网捐”公益行动，则进

一步显示了我们对“微公益”项目精细准确的策划。2014

年圣诞节期间，妇基会联合腾讯公益、京东商城、滴滴打车、

“nextbuy造吧”将苹果6手机发布、平安夜圣诞送祝福、

为贫困儿童送新年礼物融于一体打造的一款时尚、公益的

圣诞礼物—这款神似大号“iPhone6”包装的不是智能手

机而是6个红灿灿的有机苹果。苹果，与“平安祝福”相契

合，“6G”，有6个的意思，G则更蕴含更丰富，传递了Give

（给予）、Gift（礼物）、Great（美好）、Generous（慷慨）、

Glamour（魅力）、Gleam（闪烁）这些充满美好愿景的正能

量信息，包装上的玫瑰花，则代表浪漫真情和珍贵独特，符合

青年人的消费心理。

每份义卖价格99元，其中除包装邮寄成本外，有扶持鼓

励果农种植有机食品的

资 金 返 还，有为“儿 童

希望之家”中来自各地

孤 残 儿 童 采 买 新 年 礼

物的40元善款，及

5—20元的“滴滴打车”专车券。在短短两周的爱心义卖中

“苹果6G”线上线下共筹集善款44万多元，是妇基会最有效

益的一次义卖活动。

2015年初，缘起于一位母亲的恳请，由妇基会在腾讯公

益上认领了一名13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的救助发起。

孩子父母都是“滴滴打车”的专车司机，正当生活看到新的希

望时，品学兼优的儿子突然患上了白血病。这次是由患儿母

亲个人发起，妇基会作为公募认领、全程监管，“滴滴打车”团

队具体运作，腾讯公益网站推广的“疾病救助”项目。母亲淳

朴真情的呼唤，“来不及等待的生命”的急迫，感动了13314人

认捐，5天时间就完成了60多万元善款的筹集目标。

赢在创意
在网络上以事件发起的公益募捐，有不断的惊喜，也有

不如人意的缺憾，当然也会有执行不力的公众质疑。其中创

意是最为关键的，如果你推出的项目及展示方式吸引力不够，

不能在短时间内将人们的关注转化为公益捐助，很有可能没

人为你埋单，铩羽而归！如何能在微公益与可持续发展中寻求

切合点至关重要。

令人喜悦的“苹果6G”捐赠是恰逢iphone6手机火热销

售和圣诞节送苹果保平安的习俗，巧妙打造了一个迎合现代

都市年轻人消费观念和公益需求的礼品，赢在创意，让人们

在愉快的网购中欣然做了善事，在做善事的同时，也润物无声

地传递了人人皆可公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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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在管理
对白血病患儿的救助相对则是让公众揪心的捐赠，类似的突发性个

人救助特案，并不是大型公募基金会主打的优势项目和常规项目。但一

旦认领，就一定要发挥公募基金会信息透明，监管到位的优势，对个案进

行确认和背书，承诺为支持项目的爱心人士开具捐赠票据服务，从而让

人捐得放心，捐得安心，捐得舒心；并通过有效监管，保证善款运用的及

时、公开和透明，为公众把好每一道关。

捐款目标实现后，委托滴滴打车广州团队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实，在腾

讯公益中随时说明孩子病情、治疗情况及图片，保障“微救助”项目实现零

风险运作。最终，由于及时的救助和治疗，孩子很快得以骨髓配型成功。

苹果6G项目委托“儿童希望”负责具体实施救助。44万元善款中有

228240元可为近30名孤残儿童购置日常生活用品和新年礼物，112740

元支持返还果农，账目清晰，待项目实施完毕后还会在网上晒出所有的

开支明细和有效证据。

传播慈善文化
两次“时间少、额度多”的“网捐”，着实让我们

感受到当公益遇上移动互联网，可谓是如虎添翼。

新公益更注重参与、执行，为每个人创造参与公

益的“方便法门”，体验快乐来自举手之劳。一方面，

技术上让公众参与公益更加便捷。不用到邮局汇款，

不用到银行转账，动动手指就能捐款，善款去向也可

即时公开，大大提高“捐赠体验”。另一方面，更多年

轻人愿意通过这种时尚的渠道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在

朋友圈中推广开来，“晒出”自己善行善举，与朋友分

享人生快乐的同时，也推波助澜弘扬了移动互联网端

的“慈善文化”。只要有爱心，每个人都有机会投入公

益，哪怕在社会底层，也能日行一善，用善意来创造价

值，回报社会。不仅让世界充满爱，充满善，更让自己

获得快乐和尊严。

互联网社交媒体重塑慈善格局
互联网思维已给当下诸多行业带来深刻而巨

大的变革，“冰桶挑战”掀起的狂澜，助推互联网

思维阵阵“大风”，促动大型公募基金会纷纷调整

战略部署，试水社交媒体，让公益一路狂奔，大步

跨向公益新时代。相比其他，妇基会运用互联网思

维谋篇布局还略显滞后，“微公益”项目布局还处

于相对分散、不成规模、专业化不强的格局。今后

我们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坚持既有企业

募资为主体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形成

以品牌项目为核心产品，以突发事件救助项目为辅

助产品，构建起以服务女性与家庭的网络项目矩

阵，成为撬动企业和社会力量进入公益慈善的“入

口”，并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优势，进一步扩大妇基

会的社会影响力。

微公益推动全民公益，其意义不限于公益，更

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新方法。如果每

个大型公募基金会都能实现这一新的发展战略，让

更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中，用举手之劳的善行和无

所不在的爱心点燃每个人的心灯，用以照亮一个光

明的中国，中国梦就真的可以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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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Spotlight

公益聚焦

妇基会公益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登陆美国梅西百货花卉展
CWDF'S	 ADVERTISEMENT	 BROADCAST	 AT	 TIMES	 SQUARE	
AND	MACY'S	IN	NEW	YORK

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1日，妇基会公益宣传片于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滚动

播出，这是妇基会首次在纽约时代广场新年倒计时活动中亮相，向世界展示了妇基会整

体形象并向全世界带去了新年的问候，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2015年3月22日至4月5日，由美中友好

协会赞助的中国元素花卉橱窗

首次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梅西百

货花卉展，一年一度的梅西百货花卉展开办至今已有41年历史，成为纽约

春天必看的景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纽约居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

往参观。

本次中国花卉展着力宣传了中国女性公益事业的全球化发展，花卉展期

间在梅西百货室外大屏幕和室内电视滚动播放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宣传

片，展示了妇基会“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以及滴滴打车关爱女性出行

的“粉爱行动”等公益项目。

百事公司启动“2015把乐带回家”系列活动
—捐赠“母亲邮包”发起众筹微公益
PEPSICO	LAUNCHES	NEW	PROGRAM	OF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PROJECT

作为百事公司2015“把乐带回家”系列活动之一，

2015年春节前夕，百事公司宣布通过妇基会向偏远山

区的贫困妈妈送出2015份“母亲邮包”，让她们温暖过

冬，快乐过年。同时，百事公司联合妇基会发起“众筹微

公益”，让送爱心成为“举手之劳”。百事

公司希望用这种全新的公益模式，鼓励和带动年轻人去关爱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这是百事公司连续第三年支持“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号

召社会力量给需要帮助的贫困妈妈送去温暖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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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基会公益宣传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登陆美国梅西百货花卉展

2015.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水卫士行动”将从全国“两会”走进米兰世博会
CHAMPION	OF	THE	WATER	ALLIANCE	COOPERATES	WITH	EXPO	MILANO	2015

2015年3月2日上午,“水卫士行动”4周年暨

2015米兰世博会威尼斯水馆（意中联合馆）战略

合作启动仪式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举行。全国政协常

委、联合国首任环保艺术大师、水卫士行动发起人

袁熙坤、妇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联合国

人居署驻华代表张振山等出席活动。

仪式上，“水卫士行动”与新的合作伙伴—

2015米兰世博会威尼斯水馆（意中联合馆）达成战

略合作。秦国英副理事长介绍了“水卫士行动”将在

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将通过图

片展、水论坛等多种方式，向世界宣传发起于中国的

“水卫士行动”以及“母亲水窖”公益项目的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呼吁携手共建地球生态家园。

“水卫士行动”发起以来，已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驻地开展和推广了“为瓶装水做记号”活动，通过“两会”代表、委员的示

范表率，让为瓶装水做记号、使用“iWater”节水贴的理念及行为推广到全社会，有效减少因瓶装水包装一致而产生的混淆，从而

做到节约用水。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举行
LONG	WALK	ACTIVITY	HELD	TO	MARK	WORLD	WATER	DAY

3月22日，在第二十三届世界水日之际，“母亲水窖”项目在线下与全球领先的水技术企业赛莱默（Xylem）公司共同举办了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以唤起公众对饮水安全的重视。

当天，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了赛莱默2015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有近150位来自妇基会和环保部

宣教中心、首都水务行业同仁及新闻媒体朋友和赛莱默公司员工。活动特别设计了负重长走活动，长走的距离大约3-5公里，让参

与者切身体会到在用水困难的偏远地区，妇女们长途

跋涉取水的艰辛。

在举行线下活动的同时，妇基会微信订阅号发起

了“探秘水世界”活动，通过知识讲解、项目成果展示

以及游戏互动，在腾讯乐捐和新浪微博发起有奖筹款

和转发抽奖等活动，进而让公众更加了解水知识，更

加关心和支持“母亲水窖”及农村中小学生饮水安全。

【2009年起，赛莱默与妇基会共同启动了“水印

计划”之中国行动。到2014年，“水印计划”在中国总

投入171万美元，惠及58所贫困地区的学校，约4万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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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nors

新的荣誉

妇基会荣获“2014年度传媒公益推动力奖”
CWDF	WINS	2014	MEDIA	CHARITY	PROMOTION	AWARD

2月10日，由公益时报社与腾讯公益基金会

等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在北京举

行。妇基会在年会上荣获“2014年度传媒公益推

动力奖”，妇基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秦国英以带领

团队在2013~2014年度接受社会捐赠资金及物

资8.73亿元，公益支出约9亿元（含跨年实施项

目），解决了2934万贫困地区妇女饮水、健康等

问题的成绩入选“影响·2014中国公益100人”。

百事公司合作“饮水安全伙伴项目”
荣获CECP主席卓越奖

PEPSICO	WINS	CECP	CHAIRMAN'S	AWARD	
FOR	SUPPORTING	WATER	CELLARS	FOR	MOTHERS	PROJECT

2月23日，企业慈善促进委员会（CECP）评选百事公司的“饮水安全伙伴项目”为CECP主席卓越奖得主。

百事公司自2001年起与妇基会“母亲水窖”公益项目开始合作，并将合作纳为百事公司“饮水安全伙伴项目”的一部分。截至

2014年底，百事基金会、百事公司大中华区及员工已共同捐资近5500万元人民币，共建水窖1500多口，新建或升级改造小型安

全饮水工程170多处，修建校园安全饮水工程90多处，培训农村群众17万余人；项目已经惠及了包括四川、云南、甘肃、贵州、广

西、河北、内蒙古、青海、重庆及陕西省在内的10个省

（区、市）72.4万人。2014年10月，妇基会授予百事公

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女士“母亲水窖”项目

首位国际公益大使称号。

【企业慈善促进委员会是国际唯一的专注企业

慈善领域的商界领袖组织，由著名演员、慈善家保

罗·纽曼和其他商界领袖于1999年创立，致力于提高

全球企业慈善事业的领导水平和质量，其175个会员

均是国际知名企业的CEO和总裁。每年一度的“企业

慈善卓越奖”在主席这一类别只发放一个（只有年收

入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才有资格进入该类别），由

独立的评选委员会选出，评选委员来自企业、政府、媒

体、非营利组织、咨询机构和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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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1月15日下午，“守护童年·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2014成绩汇报会暨中国首个“家庭中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研究

成果发布在北京举行。

作为活动的重要部分，知名自然科学家金锋教授代表课题组向社会发布中国首个针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角色地位问

题的课题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的“好爸爸胜任特征模型”成为打造“完美老爸”的“宝典”。

著名演员黄磊受邀出席活动，并被授予“守护童年·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项目爱心大使；在活动现场，黄磊不仅

与育儿专家就“高质量陪伴”的话题展开互动，还与在场的爸爸们分享了自己的“好爸爸经”。会后，200位爸爸代表们在

好爸爸教室里聆听了一次精彩的育儿知识洗礼课堂。

“守护童年·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自2014年6月启动以来，以调研和讲座的方式走进全国5个城市，直接影响近

2000名家庭成员；与包括儿童、老师和家长在内的近3500位调研对象进行沟通。

RESULTS	OF	RESEARCH	ON	FATHERS'	ROLE	IN	FAMILY	RELEASED	IN	BEIJING

中国首个“家庭中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研究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



1�

重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1月29日上午，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在北京启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妇基会副理事长甄砚出席活动并向与会专家颁发证书。来自全国各大医院心脏和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近30位

专家和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共60余人出席活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书记、副院长金春明，心内科副主任刘梅颜和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卫生处处长徐静

分别发言。

【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旨在通过对女性心脏、心理疾病的专项研究，心脏专科医师的培训和早期防治知识的宣

导，促进我国女性心脏、心理疾病防治工作的有效性，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PROJECT	TO	IMPROVE	WOMEN'S	HEART	AND	MENTAL	HEALTH	LAUNCHED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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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启动

PROJECT	TO	PROMOTE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LAUNCHED

2015.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2月3日，“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医疗、心理、教育、保健、营养等多

个领域的国内权威专家及妇幼保健院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方从项目的内容与方向、科普与研究、志愿者管理、优

秀孕妇学校老师推选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初步就“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2015年度的工作计划达成

了共识。

3月6日，辣妈帮与妇基会宣布合作“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共建准妈妈和新手妈妈的移动时尚

互动宣教平台，让妈妈们成就更好的自己，孕育健康的宝宝。　　

3月30日，“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在京启动。项目旨在创新母婴健康知识传播途径，搭建APP时

尚孕育互动宣教平台，帮助年轻妈妈们成就更好的自己，孕育健康宝宝，优化就诊环境，促进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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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用爱点亮“星”灯—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活动在厦门海沧举行

3月7日，用爱点亮“星”灯—关爱自闭症儿童慈善公益活动在厦门海沧举行。活动邀请了“星儿”家庭及结

对子家庭参加。孩子们和大人开心地唱歌跳舞，不少“星儿”带来了才艺展示，有唱歌跳舞、有讲故事，还有人带来

了他们的手工贴珠作品，让现场观众赞叹不已。现场，IN2爱心团队募捐了善款，用于自闭症创作工坊的日常开支，

及奖励自闭症孩子的劳动成果。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公益项目在厦门试点实施已有3年了，所帮助的自闭症孩子都取得了不同程

度的进步，许多孩子的行为问题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部分孩子可实现独立的生活及简单的工作。目前，正努力为

有能力的大龄自闭症孩子筹备成立创作工坊，帮助孩子作品完成后放在不同的公共场所展出，供爱心市民认捐，用

关爱给更多的自闭症儿童家庭带来信心和希望。

CARE	FOR	AUTISTIC	CHILDREN	ACTIVITY	HELD	IN	XIAMEN

“守护童年·女生安全行动”公益众筹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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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公益
Internet-based Charity

“母亲邮包”在腾讯公益发起“新年送母亲红包”微募捐活动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PROJECT	RAISES	DONATIONS	OF	NEW	YEAR	GIFTS	
FOR	MOTHERS	ON	WECHAT

2015年春节期间，妇基会联合腾讯公益、滴滴打车以及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

主持人尼格买提共同发起“新年送母亲大红包，一起把爱带回家”活动，邀请网友们一起为

母亲们送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参与方式是捐赠20元微信小红包，5位爱心网友汇聚一个大红包，即100元

“母亲邮包”，为母亲送去贴心的爱。

2015年春节前夕，尼格买提来到甘肃通渭县，亲手为贫困母亲送上“母亲邮包”，送去新春的问候。

活动自2015年2月12日开始至3月27日结束，共在腾讯公益线上募集善款48万余元，为近5000名贫困母亲送去了“母亲邮

包”和网友的片片爱心。

“守护童年·女生安全行动”公益众筹正式上线
PROJECT	ON	SECURING	GIRLS'	SAFETY	RAISES	FUNDS	ONLINE

3月19日，妇基会与紫丁网合作开展的“守护童年·女生安

全行动”公益众筹正式上线。“守护童年·女生安全行动”公益

项目是“母亲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基金”设立以来发起的第一个

公益项目，旨在针对女生遭遇性侵等人身伤害问题，通过教育

培训和实验预防，让女生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从

而提高女生自我保护能力。

2014年，该项目首期已经为河北、贵州两地四个县的中小

学校的女生发放了价值100万元82000册的《女生安全手册》，

项目第二期价值100万元的《女生安全手册》目前也已经进入了

印制尾声，计划近期发放。此次众筹合作通过公众捐赠筹集资

金购买的《女生安全手册》，将分别发放到河北、贵州、云南、湖

北、陕西5个留守儿童大省，在此基础上，逐步覆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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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水窖”爱心水杯登陆腾讯乐捐
WATER	CELLARS	FOR	MOTHERS	PROJECT	RAISES	
DONATION	ON	TENCENT	WEBSITE

2011年，“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启动，为中国农村中小学校修建

供水系统，建设饮水设施和卫生设施，购置安装净水设备，开展卫生健康教育，

改变师生卫生行为。虽然有了达标的饮用水，但是孩子们喝水的容器却是五花

八门：用旧了的饮料瓶、自家带的碗、用手捧水，甚是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

2015年初，随着网络众筹的大势兴起，妇基会“爱心水杯”行动应运而生，

在腾讯公益微募捐平台上，只要捐款10元，便可为农村学校的一个孩子购买一

个优质的、无毒无味、抗震耐摔、密封性强的水杯和一个安全饮水教育折页。项

目自上线以来募集善款十多万元，网友的点滴爱心，呵护了孩子们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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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资讯传真

新华保险捐赠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母亲健康快车”和“母亲邮包”落地发放活动在昆明举行

NEW	CHINA	INSURANCE	DONATES	TO	QUAKE-AFFECTED	AREAS	IN	LUDIAN,	YUNNAN	PROVINCE

1月21日上午，“情系鲁甸，回馈社会—新华保险‘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昆明举行。新华保险在鲁甸地震发生后的第一

时间展开查勘理赔工作。同时，通过妇基会向地震灾区捐赠20辆“母亲健康快车”、7500个“母亲邮包”，并开展灾区医生培训等，为

震区提供了有力帮助。

新华保险累计向妇基会捐款2700余万元，包括：捐赠“母亲水窖”项目、设立妇女儿童关爱基金、组织“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四

川雅安地震灾区校园安全饮水项目、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母亲健康快车”等。

雀巢向咖农子女颁发奖学金

NESTLE	GRANTS	SCHOLARSHIPS	TO	CHILDREN	OF	COFFEE	PLANTERS

1月29日，妇基会与雀巢公司向38位2014-2015学年度云南大学生发放每人5000元的“雀巢奖学金”。这项计划将持续4年。

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群众隆冬穿上新鞋子

RESIDENTS	IN	QUAKE-AFFECTED	YUNNAN	HAVE	NEW	SHOES	FOR	WINTER

2015年初，辽宁女企业家毕美娜携手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向妇基会捐赠了价值50万元的物资。这批物

资包含儿童运动鞋638双，成人皮鞋815双，用于定向捐赠给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的群众。目前，这批物资已经分别在昭通市昭阳区苏

甲乡井底小学和鲁甸县地震重灾区进行了物资发放。

中油首汽捐赠“母亲健康快车”落户河北涿鹿

PETROCHINA	AND	SHOUQI	OIL	DONATES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O	ZHULU,	HEBEI	PROVINCE

2014年12月5日－31日，妇基会与中油首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为精彩生活点赞，为妇女健康加油”—“一箱油，一元

钱”公益活动，累计筹集48万元善款。2月10日下午，妇基会、中油首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母亲健康快车”捐赠仪式在河北省涿鹿县

县医院举行，并为涿鹿县贫困妇女及其家庭进行了技能培训等公益活动。

康师傅优悦倾情助力“母亲水窖”

MASTER	KONG	DONATES	TO	WATER	CELLARS	FOR	MOTHERS	PROJECT

3月22日，康师傅优悦与“母亲水窖”项目在重庆联合发起“优水悦人心，点点滴滴全国健康跑”爱心慈善活动，以期唤起人们对

水资源的关注，号召更多人加入“母亲水窖”公益项目中。在活动现场，康师傅优悦与“母亲水窖”项目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

跑步里程兑换，消费者互动等方式，募集50万个水滴，这些水滴将转化为善款，由康师傅优悦捐赠给“母亲水窖”项目。

“母亲邮包—孕产包”发放活动在云南大理举行

HEALTH	CARE	PRODUCTS	DONATED	TO	NEEDY	MOTHERS-TO-BE	IN	DALI,	YUNNAN	PROVINCE

3月27日，妇基会、上海广生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举行了“母亲邮包—孕产包”发放活动，向贫困地区的

孕产母亲们送出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孕产关爱包”5000个。

第一届紫尚家园病友会在京召开

LECTURE	ON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HELD	IN	BEIJING

3月8日，妇基会联合解放军307医院、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紫琪尔健康管理集团，举办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健康系列公益

讲座暨第一届紫尚家园病友会”大型公益活动。旨在通过公益讲座、互动问答及病友间交流，为乳腺癌患者提供援助和关爱，帮助乳

癌患者正确认知癌症，为病友之间搭建互助交流的平台，并动员、集结全社会力量抗击乳腺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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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动态
Project Update

 

2015年2月4日起，“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公益短片（2015

版）在陕西各公共场所摆放的249台便民多媒体募捐箱陆续播放。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与西安欣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

自2014年1月起，在全省的公共区域（商场、学校、医院、酒店、车

站、机场、超市、旅游景区等）实施摆放多媒体便民募捐箱项目，这一

携带LED大屏幕和便于群众进行各项生活缴费、票务订购的多功能

募捐箱，将在陕西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ADVERTISEMENT	BROADCAST	ON	249	

MULTIMEDIA	DONATION-RAISING	
BOXES	IN	SHAANXI	PROVINCE

ACTIVITY	HELPS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2015“金沙回沙—接老乡回家”大型公益活动在贵阳启动

2015年春节前夕，贵州省妇联、贵州金沙酒业集团共同发起以关爱进城务工人员为主题的“金沙回沙—接老乡回家”大

型公益活动发车仪式于2月9日在贵阳正式起航。100台大巴从贵州各地赴广州、珠海等地，接近5000名贵州籍农民工返乡回家

过年，耗资达到600万元。 

“母亲邮包”公益短片在陕西249台便民多媒体募捐箱陆续播放



迎接明天的太阳
GREETING	TOMORROW'S	SUNSHINE

2015年2月5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召开公益传播媒体伙伴交流会议，总结

2014年宣传传播工作，通报2015年主要工作安排及传播重点，并听取了媒体伙伴

的意见建议。

为表达对媒体伙伴长期以来对妇基会热情支持与合作奉献的感谢之情，公共

传播部特献上诗歌《迎接明天的太阳》。

当刺骨的寒风吹在我们的脸上

当洁白的雪花洒落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用炙热的情感向你们诉说衷肠

曾经的记忆里

记者是无冕之王

你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远望着你们

在世界大舞台上，尽情挥洒

谱写属于你们的华章

如今，我们怀着十二分的向往

来到你的身旁

看你急促的行走辗转于重叠的职场

匆忙的脚步

不是在采访

就是奔波在采访的路上

疲倦的身影常常陪伴漫天星光

我们阅读的每一篇文章

都是你们汗水的结晶

你们用思想的火花

引领着时代的风尚

笔尖记录时代

把我们的进步点滴呈现

镜头见证发展

让母亲灿烂的微笑瞬间绽放

荧屏呈现和谐

为时光隧道准备好了精美的图画

电波传递爱心

把爱的声音传送给远方

你们用赤诚和热情 

记录了我们在公信力建设上每一步的成长

你们用声音和图像

刻画了我们背后的劳碌和奔忙

你们用责任和爱心

表达了我们实施民生工程、福祉贫困母亲的一片热肠

你们用理想和信念

再现了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每每用心挖掘项目内涵，发布独家视角报道

行走在公益第一线，直录妇女生活变化的点点滴滴

一次次专题，一次次推送，公益与传播传递着爱与信念

你们微笑着摇头，说：“没什么！”

执著地热爱自己的梦想

更多的如他们一样的朋友

你们是一道道独特的风景

你们的激情飞扬

你们的真情释放

总是让人难忘

与你们的相知相识

我们感到无上荣光

前进的道路虽然坎坷，但更充满希望

有你们一路携手

我们在公益之路上

必将大声歌唱，共同迎接明天的太阳

21

To Media Partners

致媒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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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1000,000元（含）以上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中国烟草总公司

神华公益基金会

上海广生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省新方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红十字会

深圳市新网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海辰恒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珍草中医药技术开发中心

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麦克奥迪（厦门）医疗诊断系统有限公司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腾讯月捐网友捐赠款

上海久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含）-1,0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报社

北京海辰恒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

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有限园公司

东莞美康鞋业有限公司

捐 赠 记 录
donation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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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李宁体育（天津）有限公司

广东富迪慈善基金会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广东千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瀛世界（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市领昇酒业有限公司

南昌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高尔夫运动联谊会 

湖北东西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

中茗茶树花科技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吉和纸管品有限公司

10,000（含）-1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

台湾雅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八八众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省妇女联合会

深圳市真医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北通四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绍兴县燕翔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妇联项目工作办公室

南昌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肇州县发展壮大蔬菜专业合作社

中国共产党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委员会

黑龙江省穆棱市下城子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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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浙江省百世慈善公益基金会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建欧市妇女联合会

涿州县中医院

江苏省溧阳市漂亮宝贝儿童摄影

江苏省无锡市贝比秀儿童摄影

噶尔县妇联

墨脱县卫生服务中心

洛隆县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酷爱进口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工会工作委员会

上海心缘家庭关系辅导中心

福建省女企业家联谊会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肇源县三农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肇源县庄稼人农作物种植合作社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扬州市翔宇妇女儿童基金会

庆安县民乐镇春辉食用雅加达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

鞍山市女企业家协会

宿迁市宿城区机关幼儿园

中国农业银行泗阳县支行

杭州下城区璞缘珠宝设计工作室 

苏州圣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小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美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桂平市妇幼保健院

武汉润泽鸿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华训国际医学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宿迁市公安局

句容市文化广电体育局

徐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六分局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徐州分院

宿迁市总工会

李秋虹　王晓霏　崔　瑶　莫心民　孟　菲

赵　宁　胡卫星　孙幼伟　王　丹　张肇元

冯广明 史娟华

KEVIN RAYMKND O CONNIR OIIVER HE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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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1,000（含）-1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市妇联

宿迁供电局

中国银行镇江分行

宿城公安分局

昆明长水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镇江丹阳市妇联姐妹服务中心

宿迁市建筑业协会

新北区妇联

钟楼区政府 

北京集智景翔建筑装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宿迁市宿城区双庄镇人民政府

北塘区贝比秀儿童摄影馆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

无锡市崇安区财政局

无锡市滨湖区女企业家协会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妇联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妇联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

江苏省烟草公司宿迁市公司

骆马湖水利管理局

宿迁市工商局

宿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宿迁市水务局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久丰服务中心

韩亚航空北京办事处

上海地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妇联

宿迁市造价协会

镇江市润州区妇联

泗阳县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晓店镇人民政府

锐珂（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人民政府

ihis张敬轩歌迷论坛

宿迁市委农工办

丹徒区环保局王新新

北家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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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

北京智扬致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办

宿迁市宿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上海尚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镇江市国税局

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宿迁学院

江苏省宿迁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江苏省宿迁市农委

宜兴市妇联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皂河镇人民政府

镇江市地税局

北京中彩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宿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宿城分局

无锡北塘区贝比秀儿童摄影馆

泗阳县江苏银行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井头乡人民政府

云南机场集团公司大理机场

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

宿迁市宿城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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