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情况

（文字或数字说明）

预防流产〃流产后关爱

（PAC）公益项目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

公司

2011年100万元、

2012年366万元

全国28个省（含自治区

、直辖市）：北京、上

海、天津、重庆、吉林

、辽宁、黑龙江、福建

、广东、广西、江苏、

河南、河北、山西、山

东、青海、甘肃、内蒙

古、陕西、贵州、云南

、海南、安徽、湖北、

湖南、浙江、江西、四

川等

466

资助113家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开展

PAC项目，培训了200余名专业的PAC

咨询员

母亲绿色工程 公众捐款
2012年全年捐赠

74.1588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磴口县
30 2012年植树1000亩（25万棵） 余款2013年使用

关爱女性健康基金 中国人寿 2012年3月100万元 新疆巴州 100 5万贫困母亲两癌保险

关爱女性健康基金 个人捐款 2012年1月100万元 内蒙古赤峰 100 5万贫困母亲两癌保险

送子鸟助孕基金 北京华博医院 2012年全年200万 全国 122.04 为522名不孕症患者提供援助金 余款2013年使用

天道伟泽（北京）

控股有限公司
2012年9月 200万元 河南 200

在周口项城第一人民医院建立河南省亮

睛工程眼科培训中心

香港亮睛工程慈善

基金有限公司

2011年2月

272.171417万元物

资

云南、广东、甘肃、河

南、海南、贵州
272.171417

捐赠了包括电脑验光仪、角膜内皮计数

器等一系列进口设备共42台，分别落

实到上述地区各地方医院或亮睛眼保健

服务中心。

母亲邮包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

金会

2012年12月 1000万

元妇女卫生用品

四川、贵州、云南、内

蒙古等地
1000 随母亲邮包发放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其他公益项目落实情况

公益项目名称

亮睛工程

捐赠时间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资金（万元） 备注捐赠单位



母亲邮包
凡客诚品（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 400万

元服装

北京库装邮包、河北来

源县、河北邯郸市、河

北衡水县、内蒙古赤峰

市、天津市、宁夏固原

市隆德县、湖北、广西

400

43000余件北京库装邮包、1000件送

至河北来源县妇联、1000件送至河北

邯郸市妇联、1000件送至河北衡水县

妇联、1000件送至内蒙古赤峰市妇联

、1000件运送至天津妇联、3000件运

送至宁夏固原市隆德县妇联、3000件

运至湖北、5000件直接运到广西自治

区妇联,各地妇联已发放至贫困妇女。

安馨工程
湖北高德急救防护

用品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0.56万

元物资
西藏阿里 0.56 捐赠“母亲安馨医疗箱”一个。

凯普宫颈癌防治公益项

目

凯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2012年12月45万元

物资
天津市 45

2012年6月向天津市捐赠3台价值45万

元宫颈癌早期筛查HPV核心设备——“

HybriMax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

基金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公司

2012年12月 价值

200万元的《金沙江

移民农业实用技术丛

书》10000套

四川、云南 200
通过四川、云南省妇联将技能图书发放

给移民妇女及家庭

蓝天爱心基金
北京中民卓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2011年捐赠500套3G

接收器（包括多媒体

播放终端、后台操作

系统、SD卡、 3G 无

线路由器、联通3G上

网卡等配套设备），

总价值185.68万元

全国各地蓝天爱心基金

募捐箱
185.68 已安装到募捐箱上

蓝天爱心基金 SOLANA蓝色港湾
捐赠50.9055万元服

装
贵州、甘肃 50.9055

发放到贵州江县及甘肃省永登县胡家湾

村、临洮县窑沟村、长涝池村等地

2012年12月

704.4303万元物资

青海、内蒙赤峰市、甘

肃武威市、贵州黔南州

、陕西、山东章丘、深

圳罗湖区

704.4303

总价值约704万元的女性内衣发放青海

、内蒙赤峰市、甘肃武威市、贵州黔南

州、陕西、山东章丘、深圳罗湖区贫困

妇女

2012年12月 4万元 青海互助、内蒙赤峰 4
用于青海互助和内蒙赤峰现场慰问互动

活动及宣传活动

物资
安莉芳（中国）服

装用品有限公司



2012年9月 10万元妇

科外用药
河北 10 捐赠河北省涞源紫荆观镇

2012年10月 100万

元妇科外用药
河北 100 通过河北省妇联等单位发放。

2012年12月 100万

元妇科外用药
天津市 100

通过天津市各区县级妇联（和平区 河

西区 南开区 河东区 河北区 红桥区 滨

海新区 东丽区 津南区 西青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蓟县妇联 宁河县）发

放

物资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年12月10.7万

元图书
内蒙古赤峰市 10.7

4648册图书，发放至内蒙古赤峰市松

山区、红山区、喀喇沁旗、敖汉旗18

个妇女之家

物资
北京金日信达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2012年7月0.1593万

元图书

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石

窝村
0.1593 北京房山区大石窝镇石窝村免费图书馆

物资
北京巧绘手工编织

中心

2012年12月 1.76万

元围脖
内蒙古赤峰 1.76 随母亲邮包发放给内蒙古赤峰贫困妇女

物资
北京东银亚太纺织

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2.4万元

毛线
内蒙古赤峰 2.4

编织围脖404条,已随“母亲邮包”发

放内蒙古赤峰贫困妇女

物资
浙江义乌金华机器

猫纺织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0.1万元

毛线
内蒙古赤峰 0.1

编织围脖78条,已随“母亲邮包”发放

内蒙古赤峰贫困妇女

物资

珠海蓝天之略医院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012年12月捐赠价值

650万元的医疗设备
650 捐赠医疗设备,暂时尚未发放

物资
李宁（中国）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 80万元

服装

辽宁、河北涞源、广西

、暖冬行动启动仪式纪

念品

80
2012.9救助辽宁暴雨灾区、2012.10

救助河北涞源暴雨灾区

物资
深圳市明月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12年10月7.6287

万元服装
贵州省威宁县 7.6287 贵州威宁县云贵乡地震灾区

物资
飒拉商业（北京）

有限公司

2012年8月160万元

服装

山西、内蒙赤峰、河北

张家口、北京延庆
160

山西、内蒙赤峰、河北张家口、北京延

庆贫困妇女

物资
中山日日昕鞋业有

限公司

2498双鞋，价值

63.56656万元

辽宁、黑龙江、山东、

济南、湖北、河北、北

京

63.56656
辽宁、黑龙江、山东、济南、湖北、河

北、北京贫困妇女

物资
河北鹏烨药剂有限

公司



广告资源
凤凰都市传媒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3月21日至23

日5.1428万元广告资

源

北京 5.1428

北京搜秀、王府井两个点位共3块LED

大屏，播放“母亲水窖”公益宣传片，

播放频次为：30″片长，30次/天。

广告资源
凤凰都市传媒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18日到

24日153.8万元广告

资源

北京、广州、深圳 153.8

北京（王府井世纪大厦、西直门交通枢

纽、崇文门搜秀商城、中关村鼎好大厦

、CBD小屏组）、广州（北京路潮楼

、海珠广场缤缤时装、江南西广百新一

城、天河路购书中心、广晟大厦）、深

圳（CBD中心区凤凰大厦、深南大道

东门振华大厦、华强北赛博数码广场、

深南大道万象城）LED大屏，播放“

母亲水窖”的公益宣传片，播放频次

为：30″片长，30次/天。

广告资源
中法网（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日~2012

年12月31日730万元

广告资源

全国 730

捐赠宣传时段，在数字电视第122频道

1月~5月，7次/天播出母亲水窖30秒

公益广告，6~12月，7次/天播出母亲

邮包30秒公益广告。

广告资源
上海申通德高地铁

广告公司

2012年5月-2012年6

月31.695万元广告资

源

上海、天津、重庆、南

京
31.695 上海、天津、重庆、南京地铁站台

合计 6108.988377 5987.7395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