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7年第三季度母亲创业循环金等公益项目落实情况

截止2017年9月30日

公益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资金 落实情况

备注
（万元） （文字或数字说明）

青蛙王子
爱心（公益）基金

宣传倡导
青蛙王子日化有限公

司
2017年4月，100万元 河南 72

1、2017年5月27日在河南兰考启动青蛙王子“关爱留守儿
童让爱不孤单”系列公益活动已完成。 2、河南郑州8月11
日留守儿童夏令营活动。     

项目执行中

天创时尚关爱基金 创业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3年100万元、2014年
100万元、2015年100万元

及公众捐赠30万元.

内蒙古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300

实施手工业项目，扶持户数5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实现
户均收益2.5万元。

项目完成

富农基金
小额扶贫

创业 郭双女士
2008年捐赠176万元、小额

扶贫款8万元

黑龙江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184

实施种植、养殖业项目，扶持户数92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带动人数429人，实现户均收益约3.77万元。

理事扶贫                         
小额扶贫

创业 妇基会众位功勋理事
自1999年以来陆续收到妇基
会功勋理事捐赠42万元及公
众捐赠58万元小额扶贫款

河南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100

实施手工业项目，扶持8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带动人数
290人，实现户均受益约1.5万元。

德家专项基金                  
小额扶贫

创业 陈德英女士
2003年由内地爱心人士陈德
英女士陆续捐赠150万元及
公众捐赠40万元小额扶贫款

云南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190

实施种植、养殖业项目，扶持154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实
现户均收益约0.86万元。

厦顺铝箔慈善基金 
小额扶贫  

创业
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

司
自2005年陆续收到捐赠款

合计500万元

重庆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135

实施种植、旅游项目，扶持668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带动
人数2173人，实现户均收益0.63万元。

黑龙江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196

实施种植及手工项目，扶持84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带动
人数349人，实现户均收益约2.4万元。

贵州
（2017年2月-2018年

2月）
100 实施电商项目，拟扶持14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项目进行中

纪惠循环金
小额扶贫

创业 廖汤慧霭
2001年香港廖汤慧霭捐赠40
万元及公众捐赠40万元小额

扶贫款

湖北
（2016年8月-2017年

8月）
80

实施种植、养殖项目，扶持4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实现
人均收益7万元。

项目完成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
金

创业
玫琳凯（中国）有限

公司

自2001年陆续捐赠1000万
元

内蒙古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30 实施种植、养殖业项目，拟扶持65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项目进行中

北京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00 实施手工、种植业项目，拟扶持96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黑龙江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20

实施手工、种植业、养老及儿童项目，拟扶持60户女性实
现创业就业。

云南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00 实施种、养植业项目，拟扶持5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河南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00 实施手工项目，拟扶持50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宁夏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00

实施种养植业、电商项目，拟扶持51户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

2017年6月捐赠100万元 云南 76.8
在云南省永仁县外普拉村实施以妇女为主的可持续扶贫与发
展示范项目——@她创业计划SDGs示范村。

项目进行中

万事达卡“她梦想
”公益基金

创业 万事达卡 2017年，100万元
北京

（2017年8月-2018年
8月）

100
实施种植业、电商、手工、家政等项目，拟扶持户数53户
女性实现创业就业。

项目进行中

妇女基金 资助倡导
纽迪希亚

生命早期营养品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2017年5月，捐赠15万元 河南 10.8

1、在河南省新筛中心建立一个服务PKU患儿的“彩虹诊室
”
2、在郑州市举办1场线下PKU亲子家庭日活动
3、邀请PKU专家为河南PKU患者提供持续性培训

项目进行中

美丽事业，美好人
生项目

创业
欧莱雅（中国）

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7.913万元 
2017年 3月，350万元
2017年5月，50万元

河北、广东、黑龙江 30
在河北迁西县、广东广州市、黑龙江兰西县、萝北县及哈尔
滨阿城区等地开展美容彩妆技能公益培训，受益人数达240
人。

项目完成

全国 200

2017年欧莱雅中国庆祝在华20周年之际，与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共同设立“欧莱雅中国助力女性美丽绽放专项基金
”, 捐赠200万用于评选和资助涉及教育、环保、可持续发
展领域的20个女性公益项目，以期共建“美丽中国”。项
目自201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启动报名，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350多个公益项目的报名参选，项目覆盖了江
苏、北京、四川、上海、山东、浙江、新疆、西藏、辽宁等
十余个城市，着力聚焦于环保、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创新公
益领域。这些项目均切实在某个领域解决了社会问题，并培
养、提高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的创新性
、社会影响力及可复制性。

项目执行中

河北、广东、黑龙江 142.5
培训班拟在京津冀、广东省、黑龙江省、重庆市等4个重点
区域开展美容彩妆技能公益培训，受益人数预计920人，目
前黑龙江和河北迁西培训班已完成。

项目执行中



联合技术赈灾及安
全教育

资助倡导 联合技术公司
2016年1月，275万元
2016年12月，104万元

天津 80

2017年6月16日在天津启动赈灾及安全教育项目，于滨海
新区、和平区、河东区、河北区、河西区、南开区、红桥区
、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共10个区开展安全教育培
训，将有超过10000人受益。同时购置200个“安全社区共
建网络应急包”用于10个区项目执行单位的日常备灾工作
。

项目执行中

全国 13.5

在原有＂安全社区资源共享平台＂（ＡＰＰ）中加入专项基
金相关内容，实现应急人才、知识、服务的共享，打造跨平
台、跨区域、跨界别的整合体系，以期达到安防减灾、资源
共享、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及认知水平的效果。目前
APP已搭建完成，现补充相应功能中。

项目执行中

深圳 6.09
与深圳“STEM世博会”相结合，共为50个家庭提供安全教
育知识及科技体验互动小游戏。

项目执行中

爱茉莉太平洋
女性专项基金

健康、
宣传倡导

爱茉莉太平洋
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4月，600万元
2017年8月，400万元

广西 100
已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河池市金城江
区，为9116名贫困女性提供“两癌”筛查及8场健康知识讲
座，惠及26000名妇女。

项目完成

贵州 100.355

已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湄潭县，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
族苗族自治县，为8097名贫困女性提供宫颈癌筛查、4699
名贫困女性提供乳腺癌筛查，开展89场健康知识讲座，惠
及33000名妇女。

项目完成

湖南 100
已于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为
4711名贫困女性提供“两癌”筛查及29场健康知识讲座，
惠及21000名妇女。

项目完成

湖南 10
驰援湖南怀化辰溪县暴雨灾害，发放母亲邮包1000个，情
况如下：辰阳镇母亲邮包560个；锦滨镇发放母亲邮包360
个；潭湾镇发放82个。

项目完成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
义勇为人士专项基

金
资助 联想公益基金会 2016年12月，180万 北京 180

拟资助北京市政法委系统、北京市民政局系统英模英烈及见
义勇为人士等。

项目执行中

妇女基金-创业 资助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8月，40万 北京 40 支持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新校舍建设项目。 项目执行中



可口可口520计划 资助倡导 可口可乐公司 2016年1月，526万元

南京 60
定于南京市路西社区妈妈家建设，将通过女性技能培训、线
上推广、亲子教育、老年服务等服务近两万名社区人员。

项目执行中

云南 50

在红河建设“妈妈家”，通过专业的技能培训和素质教育，
提升妇女种植技能，并且挑选有意愿、有素质的女性和农
户，建立合作社，推出@她创业计划——哈尼红米产品，带
动当地发展。

项目执行中

上海 90

与UNDP合作，定于在上海闵行区进行妈妈家建设，项目围
绕弱势女性，联结家庭，服务社区，构建“女性+家庭+社区
”和谐发展网络。主要通过导师授课、创业沙龙等活动，帮
助贫困妇女、失地妇女等转变创就业观念，提升创就业能
力；将培训结业的妇女推荐就业。

项目执行中

沃尔玛女性发展基
金

资助倡导 沃尔玛公司
2017年1月，100万元
循环金回收款200万元

共计300万
全国 300

在南京、广州、重庆、湖南等地开展10场女性小微企业创
业者培训，培训女性小微创业者530人，促成学员企业间达
成合作意向60余项，学员普遍反馈通过参加培训不仅学到
了企业管理知识和实用技巧，也交到了朋友，积累了资源，
同时还增强了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并开发@她创业计划
网络平台，为全国女性小微企业家和创业者提供服务。

项目执行中

SAP她责任梦想项
目执行

资助倡导 SAP公司 2016年8月，100万 全国 100

完成《@ 她责任梦想研究报告——关于女性中小微企业借
助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发展的建议》。完成在上海、北京的
两场“@她责任梦想”——女性企业家数字化转型思享会
（高端培训班），来自上海和北京的近500名女企业家参加
了培训。

项目执行中

道富银行项目 创业 美国道富银行 2016年11月，26万元 江苏邳州 26

项目已经完成，已对邳州市陈楼镇推选的60名农村贫困妇
女进行牡丹种植加工技术培训，通过培训指导、跟踪服务，
目前60名学员全部熟悉岗位技能，掌握牡丹种植技术，有
55人走上就业岗位，月收入均在3000元以上，有5人实现
自主创业，辐射带动周边100多名贫困妇女或失业女性参与
项目活动，拉动了牡丹产业发展。

项目完成

总计：
5677.91万元

（含既往捐赠款本年执行资
金和循环金滚动本金）

382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