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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妇基会于2012年步入国家5A级基金会行列

Plum Blossoms Come After the Hard Coldness
—CWDF Classified as China's Top Foundation

2012年4月，民政部公布了对妇基会的评估等级

结果。经过民政部和专家组的严格评估，妇基会最终通

过各项评估指标，被评为国家5A级基金会。

此次评估工作先后经历了专家组实地考察、评估

委员会终审、媒体公示等阶段。此次被评定为国家5A级

基金会，是对妇基会各项工作的最大肯定。

回顾近25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

始终围绕国计民生大局，把“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

素质，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作为根本任务，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忱，不

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振奋精神、团结奋斗，才能不断

取得发展进步。

近25年来，妇基会为解决女性人才教育培养资金

的匮乏，募集资金1.5亿多元，支持建成了全国第一所

专门培养女性人才的大学—中华女子学院；1996年,

围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创立了以“小额贷款、入

户扶贫、循环使用”为模式的母亲创业循环项目，累计

滚动投入循环金1.4亿多元，扶助了30余万贫困妇女姐

妹实现脱贫致富，辐射带动近300万人；配合国家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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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发战略，实施了以解决西部贫困干旱地区群众饮水

困难的母亲水窖项目, 截止2012年底，项目实施规模近

7亿元，在以西部为主的24个省区市修建“母亲水窖”近

14万口，小型集中供水工程1500多处，180多万群众受

益，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母亲健康快车在社会爱心和农村贫困妇女中间架起了

一条条绿色的生命通道，目前已有1600多辆母亲健康

快车在全国30个省（区、市）开展各种形式的医疗卫生

健康服务，受益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人次。此外，妇

基会还组织实施了灾区母亲安居工程、贫困英雄模范

母亲资助计划、母亲绿色工程、针对贫困妇女的白内障

“复明行动”等公益项目以及慈善文化倡导活动，新开

发了母亲邮包、关爱失独母亲、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

动等公益项目。 

在所实施的公益项目中，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

车、母亲创业循环、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4个项目分

别获得国内慈善界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母亲绿

色工程项目发起人易解放也荣获中华慈善奖—慈善

楷模奖。妇基会分别获得“全国先进民间组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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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pril 2012,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nounced the result of the assessment of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The CWDF was graded as a 5A 

foundation, which is the top level in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evaluation grade. 

During the assessment, an experts' group 

inspected CWDF's projects and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conducted final examinations. The 

process has been reported in the mass media to 

collect public opinion. Winning the 5A grade is 

a big recognition for CWDF's work. 

Looking back CWDF's 25-year history, we 

realize that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mproving women's qualific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and 

women's cause" is our fundamental task. Also 

we should be highly responsible and passionate 

to fulfill our mission, and open our mind and 

unite to achieve further progress.

We will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becoming 

a national top foundation and make pla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We wil l  improve our 

management and ensure greater transparency, 

be open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never 

stay in stagnation. We will make unremitting 

ef for t s to become a qual i f ied women's 

char itable organizat ion which can bear 

responsibilities and stand the test of time.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在美国

福布斯和民政部所属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最透明基金会和十佳基金会榜单上名列前茅。

2012年底，妇基会更是凭着对公信力建设的不懈追

求和扎实工作，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2012年度全

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中，排名第一。

这些荣誉，对妇基会来说，是坚守中的付出，更

是坚守中的光荣。我们将抓住被评为国家5A级基金

会的契机，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科学谋划未来，

更加扎实地工作，更加规范地管理，更加诚信透明，

“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为打

造成一支不辱使命、勇于担当、经得起考验的女性公

益慈善组织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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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S OF 2012

2012年荣誉榜

荣 誉 榜
HONORS

2012年4月，妇基会被民政部评为国家5A级基金会
In April, CWDF was graded as 5A-class found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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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妇基会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
In April, CWDF was named the "Civilized Organization of Beijing"

  
2012年4月，“中国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获第七届“中华慈善奖”
In April, "China Construction Bank—Aid for Heroes' Mothers" won the 7th China 
Charity Award
 



2012年，面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减缓、慈善服务日趋专业多元等多重挑战，妇基会抢抓发展机遇，重

点抓好募资、公信力建设、规范化管理和项目专业化实施等工作，形成了稳步发展的态势。募资总额超过

3.4亿元，连续两年保持历史最高水平；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成为继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创

业循环项目之后，再次获得国家最高慈善奖项—中华慈善奖；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2012年度全国基

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中，妇基会排名第一；经过民政部严格评审，妇基会成为2012年度唯一进入国家最

高等级—5A级基金会的单位。

一、公信力建设机制更加成熟

建立健全捐赠查询系统和信息发布平台，公开捐赠流程、善款善物管理和使用落实、成效反馈等相

关信息，依托官网相继完善和公开了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赠信息等近300余次。严格执行

并进一步修改完善了预算及资金审批、内外部审计制度。坚持高标准的项目监测和第三方评估，做到资助

立项事先论证、实施过程主动跟踪、项目效果全面评估。组织捐赠者和媒体记者共12批260多人次到项目

实施地区进行现场检查监督。

二、传统品牌项目有了新拓展

围绕传统品牌项目，着力探索从项目帮扶到综合扶助，从服务妇女到服务家庭，从单一服务到多元服

务的转变。

母亲水窖项目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撬动政府配套资金6000多万元；借鉴国际项目运作经验和方

法，进行设备升级改造，推动新建和扩网建设集中式供水工程等；积极开展妇女—卫生—健康知识培训

和卫生行为干预；试点开展了母亲水窖节水灌溉等项目；校园安全饮水计划在上年试点基础上逐步铺开，

解决了云南、海南等8省区市30所学校的安全饮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向国贫县和老少边远地区新投放410辆，规模较上年扩大2.1倍，全国总数已达

1700多辆，覆盖了30个省区市1000多个县市，受益人数超过3000余万人次；配合全国妇联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项目，为贫困“两癌”患者发放救助资金5770万元；在基层医院设立了20个妇女健康服务门

诊点；在多个省份开展了“两癌”防治培训；为600余名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免费实施了手术。

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创新了实施模式，集中力量对上年统一招标发放的2087万元创业循环金使用情

况，进行追踪落实和效果督查；借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专业机构的优势，以云南、四川、广西3省为试

2012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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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了妇女创业及能力素质培训，进一步形成了项目特色。

三、创新项目开辟服务新领域

母亲邮包公益项目作为第一个以贫困妇女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一对一”自助式公益项目，经过近一

年的调研论证、名址采集、内品招标、物流配送、信息系统建设等前期筹备工作，于5月份正式启动。项目

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和热情参与，募集资金2000余万元，发放母亲邮包及家庭健康安

全知识手册12万多份，为贫困母亲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爱。

此外，针对家庭教育、失独母亲、自闭症儿童家庭、女性流产呈低龄化趋势等新情况、新问题，分别

设立了爱在家庭、失独母亲关爱计划、蓝色关爱行动、预防流产伊爱行动等项目，这些新设立的项目切

合了妇女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及家庭现实需要。

四、募资工作稳健发展

全年又与一批新的捐赠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大对社会慈善资源的动员力度，团结

了一批新的爱心单位；积极打造公众筹资平台，初步形成了手机短信、网络、银行、邮局为一体的公众筹

资平台；继续争取政府资源，有效联合社会力量，募资渠道日趋多元，捐赠总额持续增长。

五、宣传及理论研究取得积极成效

结合公益项目及大型活动，着力打造妇基会与媒体、女性公益协作联盟、企业之间的联合宣传平

台，进一步形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力的传播机制。

编辑出版了《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发布了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报告与合作

发展报告，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组织开展了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

赴港专题培训和内部交流活动。受邀组织参加了在法国马赛召开的第6届世界水论坛，并在“妇女水论

坛”上作了重点发言。

新的一年已经启程，尽管公益慈善依然在薄冰上前行，但我们坚信，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长

期以来紧密合作、结成亲密伙伴关系的朋友们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会恪守使命，肩负责

任，继续奋发向上、扎实前行，在岁末再交一份骄人的答卷！



2012 witnessed the challenge of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and diversified charitable services.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achieved stable development by focusing on fund raising, credibility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foundation raised over 340 million yuan (US$ 54 million) in 2012, reaching the highest level in history; 

the project to fund mothers and wives of heroes became the another CWDF project (others wer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s) that won 

the top national prize for philanthropy. On the list of the most transparent Chinese foundations released by 

foundationcenter.org.cn, CWDF ranked No.1; after the strict assessment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CWDF 

became the only foundation admitted as the national top (5A) class in 2012.

1. Mature system to gain credibility

CWDF completed its information release platform to make public the procedure of donation, the 

management and use of donations and project outcomes. The basic information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jects and donations was updated for about 300 times on the CWDF official website. The foundation 

strictly implemented its budget and fund approving and auditing policies and revised some policies; monitored 

projects with high standards, including making argument before funding a project, tracking project progress 

and giving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outcomes. It has organized 12 groups of some 260 people, including 

donors and media reporters, to visit and inspect the project sites. 

2. Expansion of projects

CWDF has made efforts to expand its projects' functions, by helping needy people from all-around aspects, 

serving both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providing diversified service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vested over 17 million yuan (US$ 2.7 million) and allocated over 

60 million yuan (US$ 952,380) from government's supporting fund. Learning from the operational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CWDF updated equipment and built more concentrated water supply system, 

conducted trainings on women's health and intervened into sanitation behavior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was on trial;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for-Campus" program helped 

provide drinking water for 30 schools in eigh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ent 410 new medical vehicles to national-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and remote areas, twice the number in 2011. By now, over 1,700 medical vehicles that are available 

in over 1,000 counties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have benefited some 30 

million people. To support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project to aid needy rural mothers, 

CWDF allocated medical assistance fund of 57.7 million yuan (US$ 9.2 million) to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two cancers") patients nationwide, set 20 women's health service stations in grassroots hospit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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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d trainings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wo cancers;" it also paid for 600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from impoverished families to receive free surgeri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focused efforts on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the use of 

the 20.87 million yuan (US$ 3.3 million) which was distributed to public bidding-winning programs in 2011. 

The foundation also held trainings, with assist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on business 

start-up and women's capability building in pilot areas in Yunnan, Sichuan provinces an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3. New projects and services

After one year's investigation, public bidd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distribu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CWDF launched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to help women in poor areas in May 2012. The project 

has won recognition of society and raised over 20 million yuan (US$ 3.2 million), which was used to distribute 

some 120,000 parcels and handbooks about health care and safety in family.

Also, other projects, including "Love Is in Family"(to promote family education), "Care for Mother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ren," "Blue Love Action" (to help families of autistic children) and the Yiai Fund (to 

prevent abortion at a young age), were launched.

4. Progress in fund-raising

CWDF built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more group donors and mobilized more units to add social charitable 

resources. It has established a donation platform which facilitates donations through text messages, the 

Internet, bank deposit and postal mails and tried hard to call for government's and social support. All these 

efforts resulted in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donation. 

5. Progress in publicity and academic research

CWDF has established a platform for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mass media, women charities union and 

enterprises in public promotion of projects and large-scale activities, and formed a mechanism which can 

combine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n 2012, CWDF produced the Blue Book of China's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2011, in which 

th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women's charities was released; held the thir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and organized members of women's charities union to receive trainings and 

exchange ideas in Hong Kong; its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6th World 

Water Forum in Marseille, France.

A new year has started. Although there is a tough way to go for public charity, we believe that with the 

atten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of our long-term partner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we will fulfill our missions and duties and present a satisfying result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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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理事会决策更加科学规范

2012年，理事会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充分发挥决策把关作用。根据民政部《基金会
管理条例》要求，认真筹备和落实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理事会议的规定，坚持每月召开一
次理事长办公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理事长办公（扩大）会议，重要事项随时研究，做到
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的集体研究和科学决策，确保了妇基会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五届九次理事会议于2012年3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秦国英秘书长作的《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增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廖勋、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
联络办社会工作部巡视员叶志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典、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部长邹晓巧
为理事；因工作调整和年龄等原因，孙阿清、谷秀英、杨丽华3名同志不再担任理事职务。

会议对做好2012年各项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性意见。

In 2012, CWDF's Council gave more guidance to the foundation's work.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n foundation management, a 
foundation should hold at least two meetings among council members each 
year. Director of CWDF's Council held a meeting once a month and an extended 
meeting once a season for council members to meet and discuss important issues 
in time, which ensured the progress of the foundation's work.

五届九次理事会议通过了2011年工作报告及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
WORK REPORT OF 2011 AND PLAN FOR 2012

The ninth Council members' meeting of cwdf's fifth council 
approved the work report of 2011 and the work plan fo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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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十次理事会议部署了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等有关安排
SPIRITS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2013年总体工作思路
GUIDELINE ON WORK IN 2013

2012年11月，五届十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主题，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秦
国英秘书长作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今年以来主要工作情况及年底前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2年1-10月财务报告》，结合妇基会工作实际，对做好今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各项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性意见。

会议决定增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香港华懋集团董事、华懋慈善基金理事、香港妇女联合协进会会
长龚因心为理事。

2013年2月，在认真研究总结的基础上，理事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妇基会2013年总体工作思路。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and effect first, CWDF will 
strictly practice its projec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expand the coverage of projects. The foundation plans to 
invest funds and materials worth at 320 million yuan (US$ 
50.8 million), including funds of 270 million yuan (US$ 42.8 
million). 

严格落实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和效益
Sticking to stric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s of projects1

按照质量第一、效益第一的原则，
严格落实项目实施管理办法，进一步推
进现有品牌项目的实施工作，不断扩大
受益面，确保项目实施质量和效益。全
年拟投放项目资金及物资3.2亿元，其
中资金2.7亿元。

The tenth council members' meeting of CWDF's fifth council set the schedule of 
learning the spirits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t the director's meeting, the general guideline of CWDF's work in 2013 was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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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母亲水窖”项目。继续围绕五年发展规划，深化
品牌内涵；简化项目运作流程、加强与专业单位的深入合
作，确保实施质量。拟投入项目实施资金4570万元，其中
2820万元实施常规“母亲水窖”项目，1750万元用于“校
园安全饮水”计划，为西部贫困干旱地区40万群众解决基
本生活用水问题，为146所学校解决安全饮水困难。

b.“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以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实施
10周年为契机，展示项目10年发展成果，评估母亲健康快
车10年运作情况，总结项目良好运作经验，发布“母亲健
康快车”项目实施10周年评估报告、中国留守妇女健康状
况调查报告。制定母亲健康快车新的5年发展规划，进一
步扩大服务功能、加大快车投放数量。全年预计发车200
辆。

c.“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积极开拓新的合作伙
伴，深化开展创业循环金整体投放工作，扎实做好项目招
标工作，试点引入专业运作机构参与项目实施，提升项目
管理水平。深化合作伙伴参与培训的新型项目实施模式。

1、进一步争取 政 府支持。在积极申请2 013 年至
201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1.5亿元的同时，申请扩大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母亲“两癌”救助等项目
的资金规模。

2、不断巩固与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加大服务力
度，组织合作伙伴参与项目实施与监督，在建立互信共赢
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拓展新的合作项目。同时发展一批
新的重要合作伙伴，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3、加强与有关协会、商会等组织的合作。根据近年
来与有关协会、商会开展合作的经验，重点选择有合作意

计划投入循环金2400余万元。
d.“母亲邮包”项目。认真做好项目系统平台升级与

管理，规范项目实施与反馈机制，加强项目培训；进一步
加强与基层妇联、邮政的紧密合作，举办多种形式的公
益活动；丰富公益产品内容，研发新的邮包类别，如“家
庭舒心包”等，积极开发母亲邮包的衍生品。拟募集资金
3000万元，为30万个贫困母亲及家庭送去母亲邮包。

e.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继续实施好中央彩票
专项基金、方正健康发展基金支持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
目，优化实施流程，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和指导，对2-3个项
目实施省进行现场考察及评估，探索向市县级妇联执行
单位进行招标，以进一步提高项目执行效益。预计2013
年投入实施资金5500万元，救助5550人。

f. 继续做好“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项目”、“中国
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首都英模暨见
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等公益项目的实施。

g. 积极开发新的项目。如:“失独母亲帮扶计划”等。

增强发展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全力做好募资工作
To be more active to achiev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aise more funds2

CWDF's target of fund collection in 2013 is 260 million 
yuan (US$ 41.2 million).

向的单位，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建立新的合作模式。
4、充分利用和发挥公众募款平台的作用。重点利用

微公益、腾讯月捐、支付宝等网络平台做好公益项目募
捐，继续做好母亲邮包等公众募款项目的实施工作，不断
提高公众募款比例，确保募资额持续稳步增长。

全年募资目标为2.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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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策划好2013年“母亲健康快车”项目10周年的宣传工作，加大对“母亲水窖”及“校园安全饮水”项目的
宣传力度。

2、与媒体进一步建立深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媒体的合作由原来的单一发稿、报道活动的扁平化合作转向
深度战略的立体化合作，并深入开发、策划、利用好微公益募资平台。

3、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要求，多形式、多角度开展宣传活动。
4、加强对基金会及各公益项目的宣传力度，在电视台、电台等主流媒体及移动电视、地铁、公交站点等场所投

放公益广告及公益宣传片。

创新宣传工作机制和方式方法，增强宣传的主动性、系统性
Creating new mechanism and methods to carry out more active and organized promotions4

1、编辑出版《2012年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与专业调查机构合作，编辑出版《2012中华女性公益慈善
发展报告》，丰富蓝皮书的内涵，调查并分析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女性在慈善领域的意识、需求等，为女性慈善事
业的发展提供数据及理论依据。

2、启动开展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评选表彰活动，举办2013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暨女性公益慈善协
作联盟会议。

3、借助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科研实力，共同创设女性公益慈善培训中心，针对女性公益慈善组织量身打造培训
课程和交流机会，为定期组织女性公益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和参观交流进一步创造条件。

积极推进女性公益慈善文化传播和理论建设
Spreading women's charity culture and promoting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es5

1、认真落实民政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
的各项规定，完善妇基会《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细化
项目信息。

2、依托社会媒体和妇基会自身网站、会刊、年报、微
博等媒介，及时将重大信息向社会公开。做到机构信息基本
公开，捐赠信息即时发布，项目信息按实施周期定时发布。

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不断加强公信力建设
Improving information openness and enhancing credibility3

3、认真研究管理运行成本公开的方式方法，继续组
织捐赠者代表和媒体记者赴项目实地考察，及时总结项
目实施经验，主动查找和克服薄弱环节。

4、建立妇基会项目实施责任制，认真抓好项目地区
执行信息反馈工作，以不同方式不定期检查和评比项目落
实情况。积极做好对公众个人捐赠信息的直接反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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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FINANCIAL CONTROL AND 
CAPITAL USE EFFICIENCY

一年来，妇基会严格执行并进一
步修改完善了专项基金管理办法、预
算及资金审批、内外部审计制度。严格
规范资金使用及报销审批流程，坚持
对各项目实行单独核算，防范风险。在
年度审计中获得第三方高度认可。

I n  2 012 ,  C W D F  r i g o r o u s l y 
e n f o r c e d  a n d  r e v i s e d 
t h e  r e g u l a t i o n  o n  f u n d 
management and policies on 
budget and fund approval 
and audit ing. It has a st r ict 
procedure for capital use and 
cost reimbursement approval 
and insisted that each project 
keeps a separate account to 
avoid risks. In the yearly audit, 
CWDF's financial control wa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third-
party organization.

审 计
报 告

财务管控及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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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业务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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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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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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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情况分析

资产和债务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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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CHIEVEMENT IN GAINING CREDIBILITY
公信力建设迈出新步伐

一年来，妇基会始终注重规范化管理，始终把
公信力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始终注重信息的公开透
明，充分利用官网、会刊以及其它媒体公开相关信
息，在第三方机构的透明指数排行榜中名列前茅。

CWDF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gaining credibility 
by releasing information on its off icial website, 
publ ications and other media. Its information 
openness degree took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anks of the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2012年12月26日，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中基透明指数
2012排行榜”。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129.4分的满分成
绩，在全国2213家基金会排名中，与另外16家基金会并列
第一名。

中基透明指数由研究性公益机构基金会中心网研发，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依据国务
院《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基透明指数的整个指标体系共
包含60个指标，由40个合规性指标和20个倡导性指标构
成，满分129.4分，其中基金会基本信息58.2分、财务信息
28.8分、项目信息38分、捐赠信息4.4分。

妇基会在《中基透明指数2012中国最透明五十家基金会排行榜》中
名列第一
TOP OF THE MOST TRANSPARENT FOUND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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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ember 26, 2012, foundationcenter.com released the rank of Chinese 
foundations' transparency degree. CWDF and another 16 organizations 
placed No.1 with 129.4 points among 2,213 foundations.

On January 5, 2013, the China Charity & Don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released the Report of the 
Transparency of China'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2012. CWDF placed No.13 among the 100 most 
open organizations and No.6 among all public 
foundations.

2013年1月5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了
《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报告》选取了
全国500家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第三方网络监测，并
结合深度访谈和在线问卷调查等方式，从完整性、
及时性、易得性和规范性等四个维度，对2012年我
国慈善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
公布了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排名前100位的组织机
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名列第13位，在所有公募
基金会中名列第6位。

妇基会在《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公益慈善组织 透明度
TOP100排名中位居前列
IN THE FRONT RANK OF TOP 100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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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DF updated information for some 150 times in 2012, 10 
percent more than in 2011.

妇基会依托官网、微博、会刊完善了基本信
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赠信息等。2012年共
发布信息近150余次，较2011年增加了10%。

通过媒体公开信息情况
INFORMATION OPENNESS



24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主要项目捐赠资金使用落实情况
USE OF DONATIONS FOR MAJOR PROJECT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一

公益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
资金

（万元）

落实情况
（文字或数字说明）

备注

纪惠/慧贤
腾飞计划

纪惠集团
廖汤慧霭
汤文亮
汤子亮

2012年8月
20万元

北京市 20

将奖励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五所大学
100名贫困优秀女大学生

项目进行中，
待结束后具体
受助名单在妇
基会母亲创业
循环金项目
官网公布

金宝
奖学金

金宝洋行
金宝商务

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总裁
谢王寿鴒

女士

2 0 0 5 年 、
2010年一共
捐赠 5 0万元
用于循环金，
于2 012 年 5
月结束循环，
资 金 转 为 奖
学金。2012-
2013年度使
用奖 学 金12

万元

北京市 12

中华女子学院
对外经贸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工商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五所大学40名

贫困优秀女大学生

项目进行中，
待结束后具体
受助名单在妇
基会母亲创业
循环金项目
官网公布

沃尔玛妇女
发展基金

沃尔玛
（中国）
投资有限

公司

2010年10月
89万元

循环实施
2012年3月

100万元
循环实施

云南省大理州
漾濞县
宾川县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

河北省
张家口市
怀安县

189
帮扶带动850户

贫困妇女发展生产
项目进行中

诚美·善美天下
爱心基金

上海诚美
化妆品

有限公司

2008年
98万元

2012年4月
20万元

四川省
成都市
遂宁市
乐山市

118

（1）98万元用于开展
女性创业培训，培训

  人数251人
（2）20万经捐赠者同
 意，用于公益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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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
资金

（万元）
落实情况 备注

联想
“首都英模暨

见义勇为
人士”

专项基金

联想控股
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
 100万元

2012年5月
10万元

2012年12月
100万元

此笔为2013年
项目款

北京市 110

资助北京市政法系统
英模英烈子女、因公
牺牲致残的干警等四
类人群98人，表彰10
个政法先锋号单位和
100名优秀干警；资
助北京市民政局核准

的见义勇为牺牲及
伤残人士40人。

考虑到受资助
人员均为

特定人群，
人员名单

不宜向社会
公布

“玫好家园
 绿色行动”

项目

玫琳凯
（中国）
化妆品

有限公司

2012年5月
10万元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固原市
原州区

10

在原州区三营镇生态
移民安置区团结村，种
植枸杞、红梅杏为主
的特色经果林160亩

　

四川德阳
伤残儿童

项目

香港大学
理学院
1967年
毕业生

2012年6月
7.28175

万元

四川省
德阳市
什邡市
红白镇

7.28175
帮扶四川德阳什邡市
红白镇10名因地震

导致伤残的儿童

具体受助名单
在妇基会

母亲创业循环金
项目

官网公布

孟山都
中国绿色乡村

项目

孟山都
基金会

2011年12月
65.23232

万元
2012年7月

61.865224
万元

广西壮族
自治区
百色市
田东县

127.097544

（1）新建三座集中供
水工程，维修47座

原有水柜
（2）向新安小学捐建
 40平方米冲凉房和

卫生间一间；
铁架床40套；

课桌椅200套。

玫琳凯
女性创业

基金

玫琳凯
（ 中 国 ）

化妆品
有限公司

2012年2月
500万

内蒙古
自治区
通辽市
湖南省
邵阳市
怀化市
通道县
湘西

自治州
花垣县
云南省
楚雄州

500

 （1）帮扶546名
  贫困女性实施

母亲创业循环项目
（2）用于与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合作的
“促进女性参与
文化产业发展”
培训试点项目

（3）项目宣传、
验收检查等相关

费用。

项目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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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资金
（万元）

落实情况 备注

中国英模母亲
—建设银行

资助计划

中国建设
银行

2007年捐赠
5000万元，于
2007-2016年
开展专项资助，

每年约500
万元，

2012年为506.5
万元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省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宁波
厦门
深圳 

506.5

资助1818名
英模妻子或母亲，
其中：北京市81人

天津市28人
河北省100人
山西省45人
内蒙古28人
辽宁省87人
吉林省49人

黑龙江省37人
上海市20人
江苏省105人
浙江省32人
安徽省72人
福建省42人
江西省49人
山东省155人
河南省111人
湖北省90人
湖南省71人
广东省38人
广西省42人
海南省16人
重庆市34人
四川省116人
贵州省31人
云南省65人
西藏18人

陕西省69人
甘肃省53人
青海省21人
宁夏24人
新疆63人
宁波10人
厦门3人
青岛9人
深圳4人

具体
受助名单
在妇基会
母亲创业
循环金
项目

官网公布

厦顺铝箔
慈善基金

王少华
女士

既往捐赠款50
万元，循环使用

云南省
大理州
祥云县
弥渡县

50
帮扶带动100户

贫困妇女发展生产
项目

进行中

水库移民妇女
发展扶持基金

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

公司

2011年9月，
800万元

四川省
云南省

800

共资助1064名学生
救助58名大病患者
组织2次技能培训
建设6个妇女之家

配备8辆
母亲健康快车

总计： 　

2549.879294
万元（含既往捐
赠款本年执行资
金和循环金滚动
本金）

　 2549.87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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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落实金额

明细(元)
落实情况 备注

母

亲

水

窖

中国光大

银行
2,500,000.00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常家河镇高庄村

明山村水窖300眼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华家岭乡梁岖村

牛山村水窖300眼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陇阳乡张湾村

党岔村水窖300眼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什川乡漆嘛村

古城村水窖300眼
　

250,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襄南乡前湾村水窖200眼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义岗镇寨子村

乔沟村水窖300眼
　

375,000.00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平襄镇卢董村、

安堡村水窖300眼
　

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

90,000.00 90,000.00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八里铺镇窑沟村水窖90眼 　

500,000.00

400,000.00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怒山村集中

供水工程1处
　

100,000.00  
与社会小额

捐款合并使用

500,000.00

 200,000.00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同德镇共和村水窖100眼 　

300,000.00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禄加镇长沟村水窖465眼 　

湾仔码头 450,000.00

50,000.00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镇龙潭村

联星村水窖50眼
　

400,000.00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林乡三家地村水窖400眼  

社会小额

捐款
100,000.00 100,000.00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武阳镇蔺家湾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社会小额

捐款
10,000.00 10,000.00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八里铺镇窑沟村水窖10眼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二

一、母亲水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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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落实金额

明细(元)
落实情况 备注

母

亲

水

窖

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
1,880,000.00

     50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高家屯乡贺家崖村

贺李沟村、樊家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40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北苏村

皮头村、孙家坡村、孟家塬村水窖400眼
　

     35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道镇道镇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38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25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三岔乡四条梁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百事员工捐款 236,321.00      236,321.00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西口镇黑沟村水窖234眼
与社会小额

捐款合并使用

社会小额捐款 23,679.00       23,679.00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西口镇黑沟村水窖234眼
与百事员工

捐款合并使用

支付宝 402,000.00

     150,000.00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坪地场乡凯跃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150,000.00 
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青阳乡茶园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100,000.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台烈镇

寨头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2,000.00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二官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社会小额

捐款合并使用

社会小额捐款 398,000.00

      78,000.00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二官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支付宝捐款

合并使用

     200,000.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

小利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120,000.0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凯本乡

小田坝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社会小额捐款 600,000.00

     250,000.00 
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午街铺镇水塘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捐款

合并使用

     350,000.00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小永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社会小额捐款 800,000.00

     300,000.00 重庆市开县镇安镇辽叶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200,000.00 重庆市江津区柏林镇兴农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300,000.00 
重庆市綦江区三江街道照贵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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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落实金额

明细(元)
落实情况 备注

母

亲

水

窖

社会小额捐款 800,000.00

     20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

青山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28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恭城县平安乡陶庄村

杉木寨屯集中供水工程1处
　

     15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

牙林村白三屯集中供水工程1处
　

     170,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昭平县五将镇南兴村

公兰屯集中供水工程1处
　

思八达(上海)

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0.00

     500,000.00 
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三宝乡下河套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500,000.00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应急水源工程5处 　

社会小额捐款 200,000.00      200,000.00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景星镇东升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
700,000.00

      20,500.00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世阳镇鲜加寺村水窖20眼

（联户工程）
　

      34,500.00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世阳镇鲜加寺村

集中供水工程2处（自流工程）
　

      95,000.00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曲水镇晴波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150,000.00 
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田湾乡爱国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200,000.00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埠头乡桐溪村

集中供水工程1处
　

     200,000.00 
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固城镇南太平庄村集中供水

工程1处
　

合计 　 11,190,000.00   11,190,000.00 
11省（自治区）21市33区（县）42镇55村，

水窖3769眼，集中供水工程3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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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

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落实金额明细(元) 落实情况 备注

校园安全
饮水计划

金叶基金 1,000,000.00 每所学校10万元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中和西镇小学、伊金霍洛旗
蒙古族小学，江西省上饶市

广丰县毛村镇乌岩完小，湖南
省常德市澧县大坪乡中学、
桃源县安寨镇河固小学，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
口镇渔坪小学、施恩州宣恩县

椿木营中心小学，海南省
琼中县湾领镇乌石小学、

琼中县黎母山镇黎母山中心
小学、五指山市番阳中心学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00,000.00 每所学校10万元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三标乡
中心小学、吉安市泰和县

螺溪镇中心小学
　

完美（中国）有限
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寥廓街道沙坝小学

　

威立雅水务 100,000.00      100,000.00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
黄沙铺镇万家学校

　

合计 　 1,500,000.00 1,500,000.00
6省（自治区)11市14区(县)
14所学校，6972名师生受益

　

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落实金额明细(元) 落实情况 备注

水印计划
项目

赛莱默公司 3,100,000.00 3,100,000.00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纸厂乡
大石板小学、者海镇

新工地小学，昆明市会东川区
拖布卡镇布卡小学、汤丹镇

中心小学

　

内蒙古阿荣旗太平庄中心校、
阿荣旗王杰小学，鄂伦春
自治旗诺敏镇第二小学、

宜里镇宜里小学

　

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阿恰乡
中心小学、启浪乡中心学校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

　

贵州榕江县古州镇宰告小学
平江乡滚仲小学

　

江苏南京竹镇中日友好
希望小学

　

合计 　 3,100,000.00 3,100,000.00
5省（自治区)8县16所学校

约12000多师生受益
　

三、赛莱默水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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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三

一、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捐赠金额
（万元）

落实金额
（万元）

投放数量
（辆）

落实情况 备注

中国铝业公司 2012年 500 500 41

河北省41辆：平山县、赞皇县、行唐县、灵寿县
尚义县、康保县、蔚县、怀安县、崇礼县

张家口市、沽源县、赤城县、万全县、涞源县
曲阳县、唐县、抚宁县、滦南县、大城、阜城县

南宫市、巨鹿县、广宗县、临城县、威县
承德县、安平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营子矿区

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盐山县、东光县、南皮县、肃宁县、海兴县

魏县、大名县、广平县、馆陶县

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公司

2012年 96 96 8

云南省4辆：绥江县、巧家县、永善县、水富县

四川省4辆：屏山县、宜宾县、雷波县、金阳县  

中国建设银行 2012年 700 700 48

青海省18辆：城东区、湟源县、湟中县
互助县、循化县、乐都县、刚察县、都兰县
贵德县、贵南县、共和县、尖扎县、达日县
久治县、玉树县、称多县、源县、天峻县

甘肃省12辆：城关区、永昌县、玉门市
临泽县、白银区、麦积区、庄浪县、合水县

安定区、渭源县、陇西县、临潭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辆：且末县、巩留县
库车县、喀什地区、鄯善县、青河县

吉木萨尔县、哈密地区

新疆兵团10辆：农一师三团、农三师伽师
农四师七十二团、农五师八十九团、农六师一0二团

农七师一二七团、农业建设第九师一六二团
农十师一八五团、农十二师、农十三师

北京黑龙江
企业商会

2012年 640 640 64

黑龙江省64辆：肇源县、肇州县、萝北县
绥滨县、海伦市、安达市、明水县、青冈县
兰西县、庆安县、双城市、五常市、方正县

宾县、巴彦县、通河县、木兰县、望奎县、绥化市
绥棱县、铁力市、嘉荫县、富裕县、拜泉县、甘南县
依安县、克山县、勃利县、密山市、鸡东县、

集贤县、友谊县、宝清县、饶河县、五大连池市
延寿县、同江市、东宁县、宁安市、嫩江县
孙吴县、富锦市、林甸县、虎林市、漠河县
尚志市、依兰县、肇东市、讷河市、泰来县

桦川县、呼兰区、桦南县、海林市、杜尔伯特县
林口县、塔河县、龙江县、逊克县、汤原县

呼玛县、穆棱市、北安市、抚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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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捐赠金额
（万元）

落实金额
（万元）

投放数量
（辆）

落实情况 备注

金叶基金 2012年 900 900 83

山西省10辆：阳高县、沁县、平鲁区、繁峙县
神池县、石楼县、兴县、昔阳县、临汾市、闻喜县

湖北省10辆：阳新县、郧西县、保康县
南漳县、秭归县、兴山县、远安县、当阳市

崇阳县、通山县

海南省10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屯昌县
陵水县、保亭县、定安县、五指山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临高县、白沙县

山东省10辆：济阳县、山亭区、安丘市、诸城市
郯城县、沂南县、平邑县、陵县、沾化县、单县

河南省8辆：洛阳市2辆、开封市、新乡市
许昌市、荥阳市、卢氏县、长葛市

云南省4辆：大关县、云县、镇康县、威信县

江西省5辆：南康市、上高县
峡江县、弋阳县、横峰县 

辽宁省10：桓仁县、宽甸满族自治县、义县
营口市、阜新市、辽阳市、盘锦市

铁岭市、喀左县、葫芦岛市

内蒙古10辆：和林县、昆区、新巴尔虎左旗
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旗、敖汉旗、赤峰市

卓资县、乌兰察布市、准格尔旗

四川省6辆：新龙县、道孚县、炉霍县
阿坝县、若尔盖县、壤塘县

神华公益
基金会

2012年 320 320 31

宁夏回族自治区30辆：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
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平罗县、惠农区、吴忠市、利通区
青铜峡市、盐池县2辆、同心县2辆、红寺堡区
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2辆、隆德县、泾源县

彭阳县、中卫市、中宁县、海原县2辆

西藏1辆：聂荣县

香港回归
扶贫基金         

（根据捐赠者
意愿，该基金
由母亲创业
循环项目
转向用于

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

2012年 300 300 30

江西省5辆：南康市、上高县
峡江县、弋阳县、横峰县

四川10辆：眉山市、自贡市、泸州市
岳池县、万源市、营山县、宝兴县、井研县

白玉县、内江市

安徽5辆：颍上县、涡阳县、
潜山县、宿州市、黄山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10辆：隆德县8辆、
利通区、青铜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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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
捐赠金额
（万元）

落实金额
（万元）

投放数量
（辆）

落实情况 备注

中国石油
天然气

集团公司
2012年 1000 1000 100

湖南20辆：宁乡县、湘潭市、湘乡市、衡东县
邵阳市、洞口县、慈利县、桃江县、东安县
辰溪县、茶陵县、常宁市、岳阳市、桑植县
郴州市、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会同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江西10辆：崇义县、信丰县、永丰县、赣州市
龙南县、全南县、定南县、寻乌县

吉安市青原区、资溪县

广西10辆：蒙山县、桂平市、陆川县、博白县
昭平县、富川瑶族自治县、钟山县、武宣县

宁明县、大新县

重庆10辆：荣昌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州区
巫溪县、云阳县、梁平县、南川区、渝北区

开县、永川区

湖北10辆：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老河口市
枣阳市、宜城市、谷城县、钟祥市、京山县

沙洋县

河南10辆：光山县、巩义市、卢氏县、永城市
南阳市、汝南县、卢氏县、鹿邑县、郑州市、郑州市  

山西10辆：阳曲县、浑源县、沁源县、山阴县
五寨县、偏关县、柳林县、和顺县、蒲县、垣曲县

山东10辆：历城区、沂源县、利津县、昌乐县
泗水县、宁阳县、五莲县、费县、阳谷县、东明县

河北10辆：新乐市、元氏县、涞源县、定兴县
饶阳县、深州市、故城县、任县、南和县、内丘县

中国工商银行 2012年 36 36 3 四川省：万源市、通江县、南江县

雀氏（福建）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2年 22 22 2

湖北省：黄冈市  

福建省：惠安县

爱心单位
（一）

2012年 88 88 4 江苏省：淮阴区

爱心单位
（二）

2012年 32 32 3
江苏省：涟水县、灌南县

吉林省：延边州

合   计 　 4634 　 417 　

说明：根据捐赠者要求，车辆及车载医疗设备价格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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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2011年12月，财政部拨付5000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用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
助”项目，资助贫困的宫颈癌、乳腺癌患者进行治疗。首批2600万元落实情况已于2012年4月在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官方网站公示。现将余额2400万元（其中50万元用于项目的组织、宣传、培训、统计及评估等工作，含首批
2600万元的工作落实经费）落实情况公示如下：

编   号 项 目 落 实 地 落 实 金 额（万元） 救 助 人 数 （人） 备注

1 北     京     市 104 104

2 天     津     市 4 4

3 湖     北     省 171 171

4 山     西     省 23 23

5 湖     南     省 73 73

6 重     庆     市 155 155

7 甘     肃     省 101 101

8 西藏自治区 28 28

9 贵     州     省 59 59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9 29

11 陕     西     省 68 68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14

1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3 23

14 上     海     市 4 4

15 浙     江     省 12 12

16 江     西     省 13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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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项 目 落 实 地 落 实 金 额（万元） 救 助 人 数 （人） 备注

17 山     东     省 286 286

18 内蒙古自治区 53 53

19 江     苏     省 193 193

20 云     南     省 6 6

21 河     北     省 11 11

22 广     东     省 82 82

23 吉     林     省 7 7

24 安     徽     省 17 17

25 河     南     省 52 52

26 黑    龙    江    省 136 136

27 海     南     省 8 8

28 四     川     省 96 96

29 福     建     省 44 44

30 辽     宁     省 360 360

合   计 　 2350 2350

说 明: 救助名单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网站（http://www.mqjkkc.org/）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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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方正健康发展基金

继2010年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捐款500万元之后，2011年再次捐赠500万元，用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资助贫困的宫颈癌、乳腺癌患者进行治疗，现将项目落实情况公示如下：

编   号 项 目 落 实 地 落 实 金 额（万元） 救 助 人 数 （人） 备注

1 甘       肃       省 10 10

2 青       海       省 55 55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50 50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0 50

5 内蒙古自治区 20 40

6 河       北       省 20 20

7 四       川       省 40 60

8 云       南       省 20 20

9 湖       北       省 35 35

10 江       西       省 36.9 79

11 黑    龙    江    省 40 40

12 吉       林       省 20 20

13 陕       西       省 5.6 36

合   计 　 402.5 515

说   明: 根据捐赠者要求及项目管理办法，剩余资金将用于继续救助及项目评估、公益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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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蒲公英中学公益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2004年设立了蒲公英公益项目，用于资助和扶持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教育权利的蒲公英
中学的日常运作与维护，并向该校学生提供助学金等公益援助。现将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蒲公英项目捐助使用情况公
示如下：

捐赠时间 捐赠单位及个人 捐赠金额（元） 备注

2012.0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日常筹款 200,000.00 

2012.03 海南德鸿实业有限公司 日常筹款   200,000.00 

2012.11 个人5人 蒲公英马拉松  8,011.99 

2012.12

北京中金公益基金会

“共谱爱曲”蒲公英公益
慈善晚宴筹款

76,000.00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8,000.00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0,000.00 

广东南方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45,000.00 

河源中光电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3,000.00 

廊坊市悦庭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80,000.00 

瑞益荣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北京海青文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0,500.00 

北京九城口岸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北京得思益市场顾问有限公司 3,000.00 

融科智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北京世纪润华广告有限公司 10,800.00 

北京西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4,000.00 

嘉福（北京）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2,000.00 

（一）公益项目收入



38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捐赠时间 捐赠单位及个人 捐赠金额（元） 备注

2012.1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共谱爱曲”蒲公英公益
慈善晚宴筹款

1,000.00 

景川公司  2,000.00 

北京东方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0.00 

北京九城天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50,000.00 

克莉丝汀国际策划（北京）有限公司 120,000.00 

北京国研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30,000.00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4,000.00 

北京赛得味餐饮有限公司 2,000.00 

北京高阳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8,000.00 

匿名6人 21,000.00 

个人23人  234,900.00 

2013.01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88,000.00 

匿名 31,040.00 

合   计 　 1,973,551.99 

（二）公益项目支出

支出时间 用途 支出金额（元） 备注

2012.01 蒲公英中学校舍取暖费 200,000.00 

2012.03 蒲公英中学教师培训及房租费  600,000.00 

2012.12 蒲公英慈善晚宴活动经费 169,597.00 

2013.01

学校冬季取暖煤款 150,000.00 

学校中院、后院房租     400,000.00 

学校3个月教师工资、保险 600,000.00 

学校日常开支 150,000.00 

合   计 　  2,269,597.00 

说   明: 2012年度支出资金包含2011年度部分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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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2年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四

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1,048,400.00 2012.07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永宁乡

4507个暖心包
暖心包：
1048400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向阳乡
735个暖心包

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公司

1,000,000.00 2012.05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4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00000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3000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道真仡佬族苗族
自治县

1434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969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 597个贴心包

中央组织部
干部职工

180,500.00 2012.06 甘肃省舟曲县
902个暖心包、

1个贴心包

暖心包：
180400             
贴心包：

100

国家发改委
干部职工

52,820.00 2012.05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528个贴心包
贴心包：
52800

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2.12

青海省西宁市 260个贴心包

贴心包：
37000              

暖心包：
63000

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 61个贴心包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49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 315个暖心包

中国气象局
干部职工

45,100.00 2012.06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451个贴心包
贴心包：
45100

中国记者协会
干部职工

7,100.00 2012.06
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

自治县
71个贴心包

贴心包：
7100

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

500,000.00 2012.09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5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500000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
3,080,000.00 2012.10 

四川省绵阳市

盐亭县500个
安县300个

梓潼县600个
暖心包

贴心包：
1878800             
暖心包：
1201200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市2000个
崇州市1808个

贴心包

四川省达州市
渠县833个

万源市2567个
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磴口县487个

乌拉特中旗619个
暖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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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陕西省西安市 6个贴心包

陕西省咸阳市 9个贴心包

陕西省渭南市
31个暖心包
蒲城县3468

暖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兴和县16个

集宁区126个
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1400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敖汉旗1个

翁牛特旗22个
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1个暖心包

冠军联盟 80,000.00 2012.12

重庆市巴南区 100个暖心包

暖心包：
80000

广东省佛山市

禅城区25个
高明区25个
南海区25个
三水区25个

暖心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 县 100个暖心包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50个暖心包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50个暖心包

北京毅速联合
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干部职工

7,600.00 2012.06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76个贴心包
贴心包：

7600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监管分局

干部职工

4,700.00  2012.06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47个贴心包
贴心包：

4700

北京市律师
协会干部职工

233,900.00 2012.08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2339个贴心包
贴心包：
233900

解放军总政治部
机关干部

146,600.00 2012.07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473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5000              
暖心包：
416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红山区163个
暖心包

巴林左旗29个
贴心包

甘肃省兰州市

七里河区15个
贴心包

皋兰县50个
贴心包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29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31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

会宁县297个
贴心包

景泰县35个
贴心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40个贴心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 32个暖心包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13个暖心包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51个贴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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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陕西省西安市 6个贴心包

陕西省咸阳市 9个贴心包

陕西省渭南市
31个暖心包
蒲城县3468

暖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兴和县16个

集宁区126个
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11400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敖汉旗1个

翁牛特旗22个
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1个暖心包

冠军联盟 80,000.00 2012.12

重庆市巴南区 100个暖心包

暖心包：
80000

广东省佛山市

禅城区25个
高明区25个
南海区25个
三水区25个

暖心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 县 100个暖心包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 50个暖心包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50个暖心包

北京毅速联合
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干部职工

7,600.00 2012.06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76个贴心包
贴心包：

7600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监管分局

干部职工

4,700.00  2012.06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47个贴心包
贴心包：

4700

北京市律师
协会干部职工

233,900.00 2012.08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2339个贴心包
贴心包：
233900

解放军总政治部
机关干部

146,600.00 2012.07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473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5000              
暖心包：
416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红山区163个
暖心包

巴林左旗29个
贴心包

甘肃省兰州市

七里河区15个
贴心包

皋兰县50个
贴心包

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 29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31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

会宁县297个
贴心包

景泰县35个
贴心包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40个贴心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 32个暖心包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 13个暖心包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51个贴心包

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江苏泗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 2012.05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20个贴心包

贴心包：
2000

锦辉控股有限
公司

10,000.00 2012.05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50个暖心包
暖心包：
10000

中国银监会舟
山监管分局
干部职工

4,700.00 2012.06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47个贴心包
贴心包：

4700

中央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工会
8,000.00 2012.06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80个贴心包

贴心包：
8000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连云港监管

分局

5,000.00 2012.06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50个贴心包
贴心包：

5000

音·为爱乐团 3,181.20 2012.06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31个贴心包
贴心包：

3100

江苏省宿迁市
交通运输局
干部职工

13,900.00 2012.06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泸西县

32个暖心包

贴心包：
7500               

暖心包：
6400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35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10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10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10个贴心包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10个贴心包

江苏省泰州
银监分局
干部职工

5,200.00 2012.0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52个贴心包
贴心包：

5200

常州爱斯特空
调设备有限

公司干部职工
3,000.00 2012.0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30个贴心包

贴心包：
3000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扬州监管分局

干部职工

5,200.00 2012.0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52个贴心包
贴心包：

5200

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淮安监管
分局干部职工

6,200.00 2012.0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62个贴心包
贴心包：

6200

上海兴陈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00 2012.07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1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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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全国妇联干部
职工

51,250.00 2012.08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146个贴心包

贴心包：
33000               

暖心包：
18200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21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29个贴心包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38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
96个贴心包
91个暖心包

贵州省妇女
儿童发展
基金会

20,000.00 2012.09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18个贴心包

贴心包：
20000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182个贴心包

广西银监会
干部职工

36,900.00 2012.09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 102个贴心包

贴心包：
34500              

暖心包：
2400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19个贴心包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 136个贴心包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88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12个暖心包

山西省妇女
联合会

200,000.00 2012.09 
大同市天镇县 1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200000
长治市武乡县 1000个贴心包

徐州银监局
干部职工

5,800.00 2012.09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11个贴心包

贴心包：
5800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 47个贴心包

中国储备棉
管理总公司
干部职工

61,300.00 2012.0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 613个贴心包
贴心包：
61300

上海市青浦区
城市管理监察

大队工会
委员会干部职工

1,000.00 2012.1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10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00

世界花卉大观园
干部职工

1,199.20 2012.11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 12个贴心包
贴心包：

1200

山西澳林北方
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2012.12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3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300000

中国美术家
协会干部职工

5,700.00 2012.1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27个暖心包 贴心
包：300                
暖心包：

5400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 3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
科技厅

干部职工
24,000.00 2012.11 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

安多县14个
巴青县2个

班戈县28个
嘉黎县1个

尼玛县56个
聂荣县13个

申扎县6个暖心包

暖心包：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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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中国工艺
（集团）公司

干部职工
50,000.00 2012.12 

江苏省徐州市 4个贴心包

贴心包：
24400               

暖心包：
25600

甘肃省
庆阳市11个贴心
包，白银市10个

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215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东地区 4个贴心包

重庆市巴南区 8个暖心包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地区81个
暖心包，阿里地
区39个暖心包

上海市青浦区
民政局工会

委员会
1,000.00 2012.1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 5个暖心包

暖心包：
1000

中国教育工会
青浦区东方

中学工会委员会
1,000.00 2012.12 重庆市丰都县 5个暖心包

暖心包：
1000

上海市青浦区
公路规费
征稽所

干部职工

2,000.00 2012.12 重庆市丰都县 10个暖心包
暖心包：

2000

石嘴山银行 500,000.00 2012.12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572个
惠农区838个
平罗县1090个

暖心包

暖心包：
500000

上海容宇服装
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2.1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 1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0000

银川市妇联 60,000.00 2012.12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灵武市450个
永宁县150个

贴心包

贴心包：
60000

李宁（中国）
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200,000.00 2012.1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隆安县 400个暖心包

暖心包：
200000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300个暖心包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浓林县 300个暖心包

Max Mara 200,000.00 2012.12 

贵州省毕节地区
威宁彝族回族

苗族自治县887个
赫章县8个暖心包 暖心包：

200000

云南省昭通市
彝良县104个

镇雄县1个暖心包

北京瑞蚨祥绸
布店有限责任

公司
18,000.00 2012.05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 180个贴心包

贴心包：
18000

各级妇联和邮
局组织发动，
通过邮政系统
前台代收捐赠

6,138,185.21 2012

内蒙、陕西、甘肃、青海、四川、
贵州、新疆、西藏、山西、天津、
河北、江苏、江西、湖北、湖南、

广西、广东、宁夏、云南

51110个
贴心包
5136个
暖心包

贴心包：
5111000            
暖心包：
102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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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

数量(个）

母亲邮
包金额
（元）

母
亲
邮
包

支付宝 88,536.37 201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松山区320个
贴心包、208个
暖心包、巴林左旗

24个贴心包

贴心包：
46900               

暖心包：
41600

甘肃省兰州市

安宁区1个
贴心包、皋兰县

1个贴心包、
榆中县2个

贴心包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1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

景泰县1个
贴心包

靖远县2个
贴心包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28个贴心包

天津市大港区 59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17个贴心包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

13个贴心包

易宝支付 14,028.02 2012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红山区29个
暖心包、35个

贴心包、
巴林左旗1个

贴心包、
敖汉旗7个

暖心包
贴心包：

6200               
暖心包：

7800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
1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 25个贴心包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3个暖心包

腾讯乐捐 10,400.00 2012.10 
新疆和静县 78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400贵州遵义县 26个贴心包

新浪
微公益

12,500.00 2012.11

新疆新源县 55个贴心包
贴心包：
10500               

暖心包：
2000

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野马川镇 50个贴心包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3个暖心包

贵州省毕节地区 7个暖心包

淘宝网店 3,600.00 2012.1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9个暖心包

贴心包：
1200                

暖心包：
2400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

1个贴心包

天津市大港区 3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 1个贴心包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 1个贴心包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 2个贴心包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 3个暖心包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3个贴心包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 1个贴心包

合计 14,669,500.00 　 　
贴心包：99777个
暖心包：23459个

贴心包：
9977700        
暖心包：
4691800

注：贴心包单价100元、暖心包单价200元。捐赠金额出现零钱时，捐赠累计每100元，即为贫困母亲寄送一个母亲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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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PROJECTS
传统品牌项目有了新拓展

   母亲水窖项目综合效益进一步扩展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项目基本情况：母亲水窖项目投入资金170 0多万
元，撬动政府配套资金6000多万元；借鉴国际项目运作
经验和方法，进行设备升级改造，推动新建和扩网建设
集中式供水工程等；积极开展妇女—卫生—健康知识培
训和卫生行为干预；试点开展了母亲水窖节水灌溉等项
目；校园安全饮水计划在上年试点基础上逐步铺开，解决
了云南、海南等8省区市30所学校的安全饮水。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vested 
over 17 mi l l ion yuan (US$ 2.7 mi l l ion) and 
allocated over 60 million yuan (US$ 952,380) from 
government's supporting fund. Learning from the 
operational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CWDF updated equipment and bui l t more 
concentrated water supply system, conducted 
trainings on women's health and intervened 
into sanitation behavior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 was on 
trial; the campu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helped provide drinking water for 30 schools 
in eigh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居住在甘肃省通渭县、现年46岁的李芳勤和大多数农
村妇女一样在家务农。以前她家里用水特别困难，生活也过
得很艰难，主要经济来源靠丈夫农闲时外出打工，儿子患病
在床，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她所住的村庄比较偏僻,
饮水来源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水窖和河里的土山泉水，而且地

案例1  “母亲水窖”让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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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偏远且无法正常供给，吃水非常困难。用水成了她心头一件最难的难心事儿，每次
去沟里挑水,来回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有时累得喘不过气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到平地
处后将水桶放下歇一歇。若遇上干旱，沟里水枯期她就要从远在5公里以外的水源地
拉水。

2011年，在水窖项目落户卢董村后，她家被确定为项目实施户。2012年，在专业技
术人员的指导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她家的水窖打得既标准又快，还配套装上了项目
专门提供的窖盖，彻底解决了祖祖辈辈吃水难的问题。

现在家人吃上了蓄集在水窖里的雨水，生活也好起来，她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方方正正的院子硬化的整整齐
齐。现在，他们两口子一心想着种好那十来亩庄稼，打算再多养几头牛什么的，让日子
越过越红火。

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上马台村
的村民们曾经因为缺水，每天到村外
1公里的半山腰背水，如果遇到15天
以上的干旱，不得不转移到嘉陵江担
水，来回一趟就要两个多小时，村民
们生活饱受艰辛。

因为缺水，上马台村遇到了生存
难题，种庄稼要看天吃饭，搞养殖更
是连想都不敢想。于是，男人们外出
打工，留守妇女便成了生产和家庭的
主力，排着长队挑水是村里妇女每天
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上马台村吃水困
难的问题被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李鹏同志得知后，他捐出30万元稿费
资助上马台村饮水工程建设。2011-
2012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又先后
投入65.15万元在上马台村实施百事
“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建设。
工程实施后，自来水通向了家家户户，
通向了田间地头。孩子们在学校里再
也不会每天定时定量分水喝，田间地
头是成片的的蔬菜，村里又多了无数

案例2 “母亲水窖”项目走进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上马台村

的鸡鸭牛羊，村民们原已麻木沧桑的脸上绽放了光彩。
村民杨永芳办起了养鸡场，每年能产出上千只鸡，每只鸡就有20多元的利润。

看到今天的一切，杨永芳激动地说：“母亲水窖确实是大地一般的恩情、母亲一
样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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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2日，在第20届“世界水日”和第25届“中国水周”到来之际，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母亲水窖”饮水安全总结推进会议。

会上，秦国英秘书长汇报了“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实施情况；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与百事公司、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建立了“母亲水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
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被聘为“母亲水窖”形象大使，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
主持人任鲁豫、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旭东、青年演员任泉被聘为“母亲水窖”宣
传大使；推出了“水天使”徽章，为“母亲水窖”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成为首批“水天
使”徽章获得者。

On March 22, 2012, to 
commemorate the 20th 
Wo r ld Wate r  Day and 
25th China Water Week, 
CWDF held a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and carry 
on the Water Cel 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项目重点活动  KEY ACTIVITIES

“母亲水窖”饮水安全总结推进会议在京召开
   Summary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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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中国光大银
行副行长刘珺、董事武剑率光
大集团总行、分行员工共44人
组成的“母亲水窖”西部行回
访团赴甘肃通渭进行考察。

回访团实地考察了甘肃通
渭“母亲水窖”项目执行情况，
并举行了“中国光大银行‘母
亲 水 窖’爱 心 教 育 基 地（甘
肃通渭）”授牌仪式和六一村
“母亲水窖”工程揭碑仪式。
考察团一行还向通渭县榜罗镇
南梁小学的小学生捐赠了学习
用品及资助款。

5月24日至25日，重庆市妇
联联合市水利局在开县召开了
2012年百事基金会—中国妇
基会合 作“母亲水窖·饮水安
全”项目现 场交流会。与会人
员对开县2011年度“百事”项
目“母亲水窖”改 建和学校饮
水安全升级工程进行了实地考
察。妇基会专家组也对项目进行
了验收检查，并对百事项目的后
续工作及项目报告撰写提交等
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培训。

In May 2012, Liu Jun, Vice-president of China Everbright Bank, and Wu Jian, member of the bank's Board of 
Directors led a 44-person group to visit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Tongwei, Gansu Province.

   中国光大银行赴甘肃考察“母亲水窖”项目
   China Everbright Bank's visiting group to Gansu2

   2012年百事基金会—中国妇基会合作“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现场交流会在重庆市举办
   PepsiCo-CWDF activity in Chongq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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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7月24日至
27日，香港华懋集团董
事、香港华懋慈善基金
理事龚因心女士应妇基
会邀请赴宁夏考察“母亲
水窖”等公益项目。

O n  M a y  2 4 ,  2 0 12 ,  w o r k e r s  f r o m 
C h o n g q i n g  M u n i c i p a l  W o m e n ' s 
F ed e rat i o n a n d Ch o n g q i n g wate r 
conservation bureau attended a two-
day activity of Pepsi Foundation—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Participants 
inspected the reconst ructed water 
cellars in Kaixian County and renovated 
campus drinking water works. A CWDF's 
experts group also checked the projects 
and trained participants on how to do 
follow-up work and write project reports.

On July 24, 2012, 
D i rector of Hong 
K o n g - b a s e d 
C h i n a c h e m 
C h a r i t a b l e 
Foundation Limited 
K u n g  Y a n - s u m 
s ta r ted a th ree -
day visit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Ningxia 
H u i  Autonomous 
Region.

   香港华懋慈善基金理事龚因心应邀赴宁夏考察“母亲水窖”等公益项目 
    Kung Yan-sum 's visit to Ningxi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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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11-2012, the Xylem Watermark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in two primary schools in Hongtupo and 
Wudingshan, both in Nanhua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project helped improve the sanitation conditions 
in the two schools. The new toilets were clean without bad smell and mosquitoes and there was no more 
accumulation of dirty water with a better drainage system.

   赛莱默“水印计划”云南省南华县项目竣工
   Completion of Xylem Watermark project in Yunnan5 

2011-2012年，赛莱默“水印计划”项目在云南省楚雄州南
华县红土坡镇中心学校和五顶山乡中心小学两所学校实施。

项目改造了卫生设施，新建了水冲式厕所、寄宿生洗刷间，
厕所新建化粪池，铺设厕所化粪池污水管道，开展了卫生健康
理念宣传教育，建立了健康教育制度，利用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
健康教育，完善宣传教育设施。赛莱默“水印计划”的实施，改
善了两所学校的环境卫生条件，新厕所建成后，达到“三无”效
果，师生不再受臭味和蚊虫的困扰；下水道建成，管道大，排水
畅通，校园不再有污水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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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
   EXPANSION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项目基本情况：全年向国贫县和老
少边远地区新投放410辆，规模较上年扩
大2.1倍，全国总数已达1700多辆，覆盖了
30个省区市1000多个县市，受益人数超
过3000余万人次；全力落实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项目，为贫困“两癌”患者发
放救助资金5770万元；在基层医院设立了
20个妇女健康服务门诊点；在多个省份开
展了“两癌”防治培训；为600余名贫困家
庭唇腭裂儿童免费实施了手术。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ent 410 new medical 
vehicles to national-leve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and remote 
areas, twice the number in 2011. By now, over 1,700 medical 
vehicles that are available in over 1,000 counties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have benefited some 30 
million people. To support the ACWF's project to aid needy rural 
mothers, CWDF allocated medical aid of 57.7 million yuan (US$ 9.2 
million) to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two cancers") patients 
nationwide, set 20 women's health service stations in grassroots 
hospitals and organized trainings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wo cancers;" it also paid for 600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from impoverished families to receive free surgeries.

风俗孕妇开始腹痛不能告知他人，加样措一直强忍到了早晨
8时才不得不告诉家人，而这时已到了临产时刻。家人闻讯一
阵惊慌，急忙拨打电话呼叫“母亲健康快车”。不到十分钟，
热水乡卫生院的“母亲健康快车”就呼啸而至，这时加样措已
腹痛得站不起来，她很快被送往县医院。经医生检查，羊水
已破，导致胎儿发生宫内窘迫症，医护人员立即采取措施进
行紧急抢救，终于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事后加样措
感激地说：“是‘母亲健康快车’救了我和孩子的命！”

正如龙玛日寺管会主任西巴所说，“母亲健康快车”是
老百姓的“救命车”、“民心车”和“娘家车”。

案例1   “母亲健康快车”为寺院撑起“保护伞”

青海省都兰县龙玛日寺院地处偏远，经济相对滞后，寺院
里共有僧人43户，妇女36人，儿童20人。由于农牧民妇女基本
卫生健康知识缺乏，很多妇女得了病只能“常拖着，硬挺着”，
常常是疼得受不了才到医院去，龙玛日寺院的妇女更是如此。

自从“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落户热水乡以后，乡卫生院医务
人员经常乘坐“母亲健康快车”深入农牧区、寺院等，在广大妇
女群众中开展义诊、健康普查、宣传咨询等公益活动，切实落
实项目宗旨，取得了显著成效。

2月15日凌晨1时许，正是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候，龙玛日寺
院僧人索南彭措之妻加样措突感腹痛，出现了产兆。鉴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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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助农村贫困“两癌”妇女，使她们及时有
效地得到治疗，2010年下半年，妇基会启动“贫困母
亲两癌救助”项目专项基金。按照贫困程度、病情等
情况，救助每位贫困患者5000或10000元。

2011年初，财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决定在
“十二五”期间每年拨付5000万元，用于支持该项
目。继2011年首批5000万元顺利落实到位后，2012
年度第二批5000万元正在按计划落实中。

In early 2011,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decided to 
allocate 50 million yuan (US$ 7.9 million), from its 
special lottery charity fund each year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11-2015) to the "aid 
for needy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project. The first 50 mill ion yuan has been used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second 50 million yuan is 
under way.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42
岁的韦兰芬在春节前领取救助资金时痛痛
快快地哭了一场。韦兰芬在2009年参加农
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时被发现患有宫
颈癌，由于拿不出昂贵的医疗费用，她只能
在一个乡镇卫生院施行子宫全切手术。医
生要求术后三个月到市级医院作复查，但
对于一对夫妻都下岗多年，上有80多岁的
老人、下有一对上学的女儿，因前期治病早
已家徒四壁债台高筑的贫寒之家，再也无
钱去医院复检。当妇联工作人员将1万元中
央彩票公益金送到她家时，韦兰芬紧紧攥
着厚厚一沓钱，就像攥着自己的救命稻草
一样，她哭诉道：“一份救助就是一份希
望，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们这个家庭
和孩子们的希望”。

案例2  “两癌”救助项目为贫困母亲带来希望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继续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Special Central Lottery Fund" For Impoverished Mothers1

项目重点活动  KE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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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三下乡”20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向内蒙古、湖南
    New medical vehicles to Inner Mongolia and Hunan2

   母亲健康快车—超早期宫颈癌筛查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Early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Fund3

 1月9日，作为全国妇联2012
年“送温暖、三下乡”活动内容之
一，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的
12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
呼和浩特市举行。

2月2 2日，“巾帼 学雷 锋 快
车送健康”湖南省“母亲健康快
车”发车仪式在长沙举 行。近年
来，“母 亲 健 康快车”项目在 湖
南全省共免费救助孕产妇及其他
病人8000余人，培训各类医务人
员4万余名，义务巡诊就诊27万人
（次），直接受益的妇女群众达
30余万人。 内蒙古自治区发车仪式

湖南省发车仪式

2012年3月2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超早期宫
颈癌筛查”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母亲健康快车— 超早期宫颈癌筛查”专项基金由麦克奥迪（厦
门）医疗诊断系统有限公司首批捐赠的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同
时该公司还捐赠了20套细胞DNA倍体定量分析系统，用于女性特别是偏
远地区女性宫颈癌筛查工作。

On January 9, 2012, as a part of the ACWF's 
campaign to bring culture, technology and 
health to rural areas, 12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of CWD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tar ted ser vice in Hohhot, Inner Mongol ia 
Autonomous Region. On February 22, eight 
medical vehicles star ted off in Changsha, 
Hunan Province. 

On March 2, 2012, CWDF's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Early Cervical 
Ca n ce r  Sc re e n i n g "  f u n d wa s 
launched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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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健康发展基金”回访团赴青海考察并发放第二批救助金
     Founder's visiting group to Qinghai4

受助患者领取救助金

 回访团一行  

为检查“方正健康发展基金”2011年度乳腺癌、宫颈癌
救助资金实施情况，督促做好2012年度救助资金的发放执
行工作，2012年6月18日-21日，妇基会与方正集团一行20人
赴青海考察，相继举行了“方正健康发展基金”青海省“两
癌”防治基层医务人员培训、“方正健康发展基金”青海省
“两癌”救助金发放和2011年度救助资金青海省首批受助
人入户回访等活动。  

F ro m J u n e 18 -21,  2 012 ,  2 0 
e m p l o y e e s  o f  C W D F  a n d 
Founder Group visited Qinghai 
P rov i nce.  A s  a pa r t  of  the 
"Founder Health Development 
F u n d "  p r o j e c t ,  t h ey  g a ve 
trainings to grassroots medical 
worker s on prevent ion and 
t r e a t m e n t  o f  b r e a s t  a n d 
cervical cancers, distr ibuted 
relief funds and visited the first 
group of beneficiaries of the 
fund in Qinghai. 

 18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向青海 
 New medical vehicles to Qinghai5
5月11日，“感恩母亲·回馈社会”— 中国建设 银

行·母亲健康快车青海省发车仪式在西宁举行。由中国建设
银行捐赠的价值200万元的18辆“母亲健康快车”陆续驶
往青海省各地。

On May 11, 2012, 18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worth  
two million yuan (US$ 317,460), donated b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tarted service in various places 
of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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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秦国英秘书长一行在修水县妇幼保 健院实地检
查“母亲健康快车”超早期宫颈癌筛查项目实施情况，并召开了
“母亲健康快车”妇女“两癌”工作座谈会。期间，还为竹坪乡
竹坪村宫颈癌中晚期患者冯女士送去了10 0 0 0元“贫困母亲两
癌救助”资金。

 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举行
 New medical vehicles to Heilongjiang6

5月13日，中国妇女发展
基 金 会 在 北 京人 民 大 会 堂
东门外广场举行北京黑龙江
企业商会“感恩母亲·回馈
社会— 母亲健康快车”发
车仪式。北京黑龙江企业商
会捐赠的55辆“母亲健康快
车”将驶往黑龙江省的55个
县。6月29日，“关爱母亲  真
爱健康”—黑龙江省“母
亲健康快车”接车仪式在哈
尔滨隆重举行。

On May 13, 2012, 55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donated by Beijing Heilongjiang Chamber of Commerce left for 
55 coun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On July 18, 2012, CWDF Secretary-
General Qin Guoying and other staff 
visited a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hospital in Xiushui County, J iangxi 
Province to see the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 of "Early Cervical Cancer 
S c re e n i n g "  p ro j e c t  a n d h e l d  a 
discussion about work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s.

妇基会赴江西省修水县检查项目
CWDF's visit to Jiangx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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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华爱心“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宁夏举行
     Shenhua's donation in Ningxia8

神华公益基金会向宁夏捐赠的30辆“母亲健康快车”

2012年８月２8日下午，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神华爱心
“母亲健康快车”宁夏发车仪式。发车仪式
结束后，由神华公益基金会捐赠的30辆“母
亲健康快车”驶往宁夏的30个县区。

O n Aug us t  28 ,  2 012 ,  3 0 med ica l 
service vehicles donated by Shenhua 
Foundation lef t for 30 count ie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母亲健康快车”驶进乡村为女教师义诊
     Free check-ups for rural teachers9

 2012年9月10日，在教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母亲健康快车”
来到乡镇，为农村女教师和妇女群众进行义诊。

在活动现场，为女教师和参加活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免费体检和发
放药品，随车医师针对检查结果进行了现场指导，同时免费发放了图
片宣传单、健康知识手册。

On September 10, 2012, on the occasion 
of China's Teachers Day,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of fered f ree examinations for rural 
teachers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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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捐赠2万口“母亲水窖”、100辆“母亲健康快车”
     CNPC employees' donations10

2012年12月22日上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全国妇联举行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员工捐赠2万口“母亲水窖”、100辆
“母亲健康快车”活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是妇基会战略合作伙伴。2012年，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决定向妇基会捐赠3067.53万元，其中，2567.53万元由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和员工捐赠。这笔捐款主要用于为西部贫困干旱地区修建2万
口“母亲水窖”，为贫困农村地区配置100辆“母亲健康快车”。

On December 22, 2012, CWDF 
h e l d  a  c e r e m o n y  a t  w h i c h 
employees of China Nat 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donated 20,000 water cellars and 
100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创新了实施模式
   NEW MOD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项目基本情况：与捐赠方尝试建立分级
联席会议制度及项目实施现场研讨会制度，
增强了项目管理水平和公信力。集中力量对
2011年统一招标和集中发放的2087万元创
业循环金落实情况开展追踪落实和效果督
查；借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专业机构的优
势，以云南、四川、广西3省为试点，进行了妇
女创业及能力素质培训，进一步形成了项目
特色。

CWDF cooperated with donors to establish systems of 
holding joint conference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discussions 
on project sites, which enhanced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redibi l i ty. It centered ef for ts on t rack ing and 
monitor ing the use of the 20.87 mil l ion yuan (US$ 3.3 
million) which was distributed to public bidding-winning 
programs in 2011. The foundation also held trainings, with 
assist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on 
business start-up and women's capability building in pilot 
areas in Yunnan, Sichuan provinces an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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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卢氏县淤泥河村妇女魏小巧，全家三口
人，孩子上学，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
2010年，她养蚕1张，由于不懂技术，不会管理，基本
没有挣钱。自从上级妇联在该村实施“母亲创业循
环”项目后，向她提供3000元项目资金，扶持其发展植
桑养蚕，她用这笔资金购买了优质桑苗。2012年，新增
植桑园3亩，养蚕6.5张。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接受能力
有限，但她勤快、好学，积极参加村里和县妇联举办
的技术培训班，而且在植桑养蚕过程中，她结合实际
问题，勤琢磨，勤实践，逐渐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养
蚕技术和管理方法。2012年销售蚕茧600斤，年增收
11000元。她现在还当起了老师，不厌其烦地把养蚕的
窍门、养蚕注意事项和技术介绍给其他姐妹们，为她
们解决了很多无法克服的技术难题。

张桂君，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偏坡营
乡偏坡营村人。多年来，张桂君一直在隆
化、北京打工，后于2005年5月回乡创办了隆
化县君发养猪场，从20头猪做起。

为了扩大规模，2007年，她在县、乡妇
联的帮助下借到了香港扶贫资金2万元，把
企业一点点做大。2011年，她申请使用了母
亲创业循环项目资金10万元，政府配套资金
10万元，总投资20万元。张桂君为周边20户
妇女各提供了价值2000元的带崽母猪和饲
料，并为她们提供保护价，无偿为养殖户提
供技术指导和服务，无偿提供种猪适配，帮
助她们发展生产。2012年，出栏生猪380头，
新建牛舍300平方米，牛存栏42头，新建储青
池618立方米，储青草386立方米。张桂君也
被评为省、市“双学双比”女能手、隆化县巾
帼英杰联谊会副会长。同时，她安排了4名家
庭贫困妇女在猪场务工，帮助解决了农村留
守妇女的就业问题。养殖场每年还收购当
地农户玉米410多吨用做饲料，实现了农产品
的增值增收。

案例1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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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8日，“玫琳凯女性创
业基金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启动仪式在
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举行。

2011年，妇基会以“玫琳凯母亲创
业循环项目”为资金支撑，面向包括河
北省在内的5个省份进行公开招标，张
家口市的万全、康保、怀安3个县依靠
特色种植、养殖成功中标。2012年中标
的3个县共落实“玫琳凯母亲创业循环
项目”资金110万元，通过资金扶持、技
能培训和技术支持，培育了女技术骨干
600名及女大户、女能手200名，带动和
辐射2万余名妇女受益。

2012年3月，妇基会“孟山都中国绿色乡村”第三期项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实施。该
项目由孟山都基金会捐赠20万美元，用于百色市田东县作登瑶族乡敬布村的集中供水工程建
设，解决当地近千人的生活缺水和饮用水安全问题。项目已于2012年6月完成。

6月18日，项目回访团赴田东县对绿色中国乡村项目实施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
对项目建设情况表示满意。

On February 28, 2012, the Mary Kay Women's Small Business Fund was launched in Wanquan County, Zhangjiakou 
of Hebei Province. 
In 2011, CWDF invited public bidding on Mary Kay's investmen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in 
five provinces; Wanquan, Kangbao and Huai'an counties of Zhangjiakou won the bid with their unique planting 
and breeding programs. In 2012, 1.1 million yuan (US$174,603) was offered for the three counties to organize skill 
training and solve technical problems, which cultivated 600 skillful women technicians and 200 successful rural 
businesswomen, and benefited over 20,000 women in general.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启动仪式举行
    Launch of Mary Kay Women's Small Business Fund 1

“孟山都中国绿色乡村”第三期项目在广西百色成功实施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in Guangxi 2

项目重点活动  KE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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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促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有序开展
Mary Kay's promotion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3

2012年4月9日-14日，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国
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玫琳凯
（中国）化妆品公司、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等单位组成的玫
琳凯女性创业基金促进女性
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调研小
组，在云南楚雄州开展了为期
六天的实地考察以及参与式选
村工作。

调研组一行与云南妇联深
入了解了项目执行情况，与当
地妇联召开参与式选村座谈

In March 2012, the third-phase of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Nanning, 
Guangx 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Monsanto Foundation 
donated US$200,000 to build water 
supply system in Jingbu, a village 
in Tiandong County, Baise, which 
would solve the shortage of water 
for some 1,000 local residents. The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 June 
2012. An inspection group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and capital 
use of the project after it visited 
Tiandong County on Jun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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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pril 9-14, 2012, a group sent by CWDF,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and 
UNDP visited Chuxiong, Yunnan Province to select 
pi lot s i tes for "Mar y Kay—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 project. Finally 
Tadi Village in Dayao County, Jinlong Community 
in Jinbi Town and Chalim Village in Yongren County 
became the project's pilot sites.
On April 25, th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Kunming. 
Mary Kay (China) invested another 3.5 million yuan 
(US$555,600) which made the fund's total reach 4.2 
million yuan. The project will benefit more than 2,800 
women. 
F ro m J u n e 2 5 - 3 0 ,  t h e p ro j e ct ' s  t ra i n i n g o n 
developing cultural industry was held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会，6个候选点的村长、彝绣协会代表参加
座谈。最终确定了大姚县龙街乡塔底村、金
碧镇金龙社区、永仁县莲池乡查利么村三个
地区为本次项目的示范点。

4月25日，项目在云南昆明启动。玫琳
凯中国增资额350万元，使基金在云南省
累计投入金额达420万元，受助女性超过
2800人。

6月25日至6月30日，云南“玫琳凯促进
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培训会议在杭
州举办。学员通过课程培训、实地考察，学
习了苏杭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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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妇基会召开2012年母亲创业循环
项目评标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
所长杜晓山，农村发展研究所创业信贷研究室副
主任张红，沃尔玛中国高级公共关系经理周建甡
等参加了评标会。

评标会上，专家和捐赠方代表分别对参与此
次项目招标工作的9个省区的23个申请项目进行
了讨论和评议，并填写了评审意见。

10月12日，沃尔玛中国与
妇基会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
州签署捐赠协议，沃尔玛公司
再次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继续
用于支持妇基会“母亲创业循
环项目”。 

On June 25, 2012, CWDF held a conferenc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n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Mothers Project. Du 
Xiaoshan, Deputy Director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Zhang 
Hong, Deputy Director of Business Start-up Loa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institute and Zhou Jianshen, Senior 
Public Relation Manager of Walmart China,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donors 
discussed the 23 candidate projects in nine provinces and 
gave their judgment.

On October 12, 2012, Walmart China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CWDF to donate two million yuan (US$ 317,460) 
to continue support to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2012年母亲创业循环项目评标会在京举行
Bidding evaluation conference 

沃尔玛中国向“母亲创业循环项目”捐赠200万元人民币
Walmart China's donation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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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JECTS, NEW SERVICES
创新项目开辟服务新领域

   母亲邮包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母亲邮包”公益项目作为第一个以贫
困母亲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一对一”自助
式公益项目，它的特点是高度透明、参与便
捷。项目5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充分认可和热情参与，截至年底，募集资
金2000余万元，发放母亲邮包及家庭健康
安全知识手册12万多份。

2012年以来，妇基会立足妇女需求，不断开辟服务妇女的新领域，在传统
品牌的基础上，开发实施了多个针对困难群体的公益项目。

In 2012, CWDF provided more services, based on women's needs, 
in more areas through several projects to help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This is the first highly transparent charitable project 
in which each donor can choose to donate to one 
impoverished mother through var ious convenient 
ways. Since its start in May, 2012, the project has won 
public recognition and received many donations. By 
the end of 2012, over 20 million yuan (US$ 3.2 million) 
had been raised and used to distributed parcels and 
handbooks on health care and safety knowledge in 
family.



64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安业乡东胜村是偏远山区的一个
贫困村。2012年12月，一份份“母亲邮包”送到了这个村
子，送到每位贫困母亲手中。母亲们收到邮包后，喜悦之
情挂上眉梢。一位大娘说：“我活了七十九年，没用过一
块香皂，脸部手部，没用过一点护肤霜。”另一位大娘拿
到邮包中的小手电时喜出望外：“晚上上茅房黑灯瞎火，
这个太需要了！”“还有药箱呐，还有棉签、创可贴、体温
计，东西还挺实用的呐！”不知哪位大娘说了一句，大家都
笑了。一位大娘说起儿媳干活伤手的事情，因为不小心被
镰刀伤了手，当时家里没有可包扎的药布，只撕了一块普
通布包扎，几天后伤口发炎了，当时正值收获季节，手发炎
不能干活，把儿媳急得直掉眼泪，别人家的庄稼都收拾完
了，她家的还有好几亩庄稼没收完，后来邻居帮忙才把粮
食收回家。

来源，只能依靠儿子儿媳外出打工挣钱来贴补家用。屋漏
偏逢连夜雨，乌云的丈夫几次生病住院欠了亲戚朋友很多
债，为了还债，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即使儿媳有了身孕
仍坚持打工。年迈的乌云既要照顾多病的丈夫，又要照料
年幼的孙女，过度的操劳让乌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
许多。

2012年12月4日，当嘎查妇代会工作人员将红色的母亲
邮包送到乌云家里时，乌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装满爱心和
温暖的包裹，慢慢地打开，倒出里面的东西，家人也都围拢
了过来，查看着每一种物品，儿媳的手里拿着护手霜和防
冻膏突然说：“这个对我妈来说最实用了，我妈的手脚都冻
坏了一直也没舍得买个冻伤膏，每天只是用热水烫烫，脚肿
的连鞋都不能穿，你看她的手洗东西洗得都裂了，全是血口
子，脚也裂口了，这下好了，洗完手脚擦点这东西，好得就快
了。妈，你快看看，这东西可真好。”说着，媳妇把护手霜和
防冻膏递到乌云手里，乌云仔细端详着媳妇递过来的护手
霜和防冻膏，爱不释手很长时间也不愿放下。乌兰拿着这只
防冻膏，眼睛里溢满感激的泪水。孙女说：“还有手电、小
药箱，真全啊。”

案例1  “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贴心的爱

案例2  “母亲邮包”雪中送炭

乌云是赤峰市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红光嘎查胡北沟小
组的一位贫困母亲，今年60岁，家里有六口人，她家于2005年
响应政府移民搬迁号召，从交通闭塞的深山搬迁到了生活相
对便利的平原地带。虽然交通便利了，但是现在居住的地方距
离原居住地较远，土地耕种不方便，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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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启动“母亲邮包”公益项目。“母亲邮包”分
100元的母亲贴心包和200元的母亲暖心包两种，
主要选取贴近贫困母亲需求的日常生活用品，如
家庭小药箱、卫生巾、牙膏、洗衣粉、毛巾、毛毯、
围巾、马甲、手套等，每种“母亲邮包”有近20种
生活用品。捐赠者可通过中国邮政3.6万个网点，
妇基会网站、中国邮政网站、腾讯公益、易宝支
付、支付宝以及手机短信等方式进行捐赠。

3月-5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积极组
织下属各公司及单位开展捐赠“母亲邮包”，
集团下属各单位认真向职工讲解“母亲邮包”
项目，职工们积极捐赠。截止到5月15日，中国
兵器集团公司共组织职工捐赠“母亲邮包”项
目款共计920030.52元，捐赠下属单位有：兵
器集团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南
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等32家。

On May 22, CWDF launched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wo 
types of parcels valued at 100 yuan and 200 yuan, 
which contain daily necessities including medical 
kits, sanitary napkins, toothpaste, washing powder, 
towels, blankets, scarves and gloves, are available. 
Donors can donate in 36,000 post offices nationwide, 
on CWDF official website, China Post website, www.
gongyi.net, and through yeepay, alipay and text 
messages.

B y  M a y  15 ,  2 012 , 
C h i n a  N o r t h 
I n d u s t r i e s  G r o u p 
C o r p o r a t i o n 
(No r inco G roup)' s 
employees donated 
some 920,030 yuan 
(US$ 146,036) to the 
P o s t a l  P a r c e l  f o r 
Mothers project.

“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Launching ceremony in Beijing1

     中国兵器集团公司积极参与捐赠“母亲邮包”项目
      Norinco Group's donation2

项目重点活动  KE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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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日，妇基会在内蒙古赤峰市举行首批“母亲邮包”项目落
地发放活动。截止到2012年6月6日，赤峰市共接到社会各界捐赠的“母亲邮
包”4343个，覆盖红山区1个村的343名母亲、松山区63个村的4000名母亲。

在发放活动中，有关领导与到场媒体记者现场体验了“母亲邮包”高效、
快速、准确的投递流程。大家在赤峰市邮政局一起参加了“母亲邮包”打包、
装车、发运等工作环节，并与包裹投递员一起分两路奔赴赤峰市红山区和松
山区“母亲邮包”受益贫困母亲家中，把一个个凝聚着爱心的“母亲邮包”送
到贫困母亲手中。

为做好“母亲邮包”项目实施工作，7月2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邮政集团总公司联合举办“母亲邮包”
项目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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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张荣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秦国英秘书长在会议上介绍了“母亲邮包”项目的有关情况。“母亲邮包”首批落地发放地区赤峰市邮局的负
责同志介绍了“母亲邮包”项目发放工作流程。赤峰市妇联介绍了如何做好“母亲邮包”相关工作。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张荣林对中国邮政全系统如何做好“母亲邮包”项目做了相关要求。黄晴宜理事长就各省区市妇联如何
推广和参与“母亲邮包”项目，如何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任务，把握关键环节，加强工作统筹，努力做好“母亲邮包”
项目宣传募款工作等作了重要讲话。

On June 20, CWDF distr ibuted 
the f i r s t  batch of  pa rce l s  i n 
Chifeng, a c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By June 
6, the city had received 4,343 
donated parcels, which could 
benefit 343 mothers in one village 
in Hongshan Distr ict and 4,000 
mothers in 63 villages in Songshan 
District.

“母亲邮包”项目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在京举办
   Video conference4

首批“母亲邮包”项目落地发放活动在内蒙古赤峰市举行
First batch of parcels distributed in Inner Mongoli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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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4日，“母亲邮包寄
深情·新华大爱暖万家”善款捐赠仪
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新华保险公司全
体员工向妇基会“母亲邮包”公益项
目捐款308万元。

新华保险捐购的“母亲邮包”将
投向内蒙古、陕西、四川等地区年人
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或低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妇女，并优先
选择捐助老少边远贫困地区母亲和
自身无脱贫能力的单身母亲、英烈母
亲及妻子。

O n  J u l y  2 ,  t o  p r o m o t e 
t h e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f 
Posta l Pa rcel fo r Mother s 
project, CWDF and China 
Pos t  G roup he ld a v ideo 
c o n f e r e n c e .  S e c r e t a r y -
General Qin Guoying ga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 
and workers f rom Chifeng 
Women's Federation talked 
about thei r exper ience i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Z h a n g  R o n g l i n ,  d e p u t y 
general-manager of China 
Post, instructed the group's 
work involving the project. 
CWD F ' s  P res ident  H uang 
Qingyi gave a speech.

新华保险员工向“母亲邮包”捐赠资金300余万元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s donations5

On July 24, employees of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donated 
3.08 million yuan (US$ 488,800) 
to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 ro j e ct  a t  a  ce re m o ny  i 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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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上午，云南省“母亲邮包”项目落
地发放仪式在泸西县隆重举行。妇基会在云
南省泸西县收集贫困母亲名址信息共计5万
条，截止到2012年7月31日，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共捐赠“母亲邮包”5242个，覆盖永
宁乡全部55个自然村，4507名母亲；向阳乡
覆盖9个村，735名母亲。

在发放活动中，有关领导与到场媒体记
者与当地邮局包裹投递员一起奔赴泸西县永
宁乡“母亲邮包”受益贫困母亲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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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August 7, parcels for needy mothers were presented in Luxi County, Yunnan Province, where CWDF had 
collected names and addresses of over 50,000 needy mothers. By July 31, Norinco Group donated 5,242 parcels 
to women in Luxi, including 4,507 in 55 villages of Yongning and 735 in nine villages of Xiangyang. 

云南省“母亲邮包”项目发放仪式在泸西县隆重举行
Distribution in Yunnan 6

“母亲邮包”项目发放活动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上营乡举行
   Distribution in Gansu 7

8月23日，“母亲邮包”落地发放活动在甘肃省
定西市临洮县上营乡举行。临洮县上营乡47岁的单
身母亲蔡凡香接到了妇基会送来的母亲贴心包，里
面放有爱心小药箱、牙膏、牙刷、手电、毛巾等基本
生活用品。蔡凡香说：“这些东西太实用了，自己家
里穷平时想买但是又舍不得买，现在妇联能帮捐赠
者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我很感谢。”截止到2012
年8月，妇基会向甘肃省捐赠“母亲邮包”2549个
（母亲贴心包1594个，母亲暖心包955个），分布在
兰州、白银、定西等6个地区。

On August 23, parcels for needy mothers 
were distributed in Lintao County of Dingxi, 
a city in Gansu Province.敬一丹与受助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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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顶顶与北京培新小学学生一起织围脖  收到爱心围脖的母亲

11月23日，妇基会在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启动“让母亲温暖过冬—我们一起送
邮包”系列活动。在2012年12月-2013年3月期间，活动充分利用和发挥“母亲邮包”
公益平台作用，通过爱心传递和爱心叠加，在倡导社会公众关爱自己母亲的同时，把
爱送给更多的母亲和家庭，让贫困母亲充分感受社会的温暖。

启动式上，妇基会发布了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它包括“母亲邮包1+1”主体活动和
三项同步行动。主体活动将广泛发动机关 、企事业单位、公众家庭或个人在为身边人
做一件好事的同时，以“母亲邮包”的形式，为需要帮助的贫困母亲奉献一份爱心。
三项同步行动分别是“手中卡·心中爱”母亲邮包有奖明信片、我的“多多”—母亲
邮包卡通玩偶爱心义卖、“我为妈妈织围脖”以及爱心联动。同时还开展了新华网大
学生村官做公益活动，百事公司号召天猫网站、百事淘宝商家及个人捐赠母亲邮包；
与有关爱心单位一起在新浪微公益平台开展“母亲邮包爱心接力转发”活动。

On November 23, CWDF 
l a u n c h e d  a  " W a r m 
W i n t e r  f o r  M o t h e r s " 
a ct i v i t y  a s  a  p a r t  o 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 ro ject,  wh ich wou ld 
last from December 2012 
to March 2013, to cal l 
on people to not only 
give care to thei r own 
m oth e r s  b ut  to  m o re 
women and families. 

“让母亲温暖过冬—我们一起送邮包”系列活动启动
   "Warm Winter for Mothers" activity8

温暖过冬启动仪式现场  收到爱心围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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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
   "CARE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ACTION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重点关注自闭症儿童及家庭，通过组织
丰富多彩的活动，使自闭症儿童及家庭得到关怀和帮助，号召社会更加关注
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及对其家庭的综合帮助。内容包括：拍摄《自闭症儿童的
家》纪录片，开展自闭症儿童家庭专业培训，组建自闭症儿童家庭公益培训
中心，开展自闭症儿童家长经验分享会，开展自闭症儿童家庭结对帮扶，培育
稳定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制作“海豚之声”关怀自闭症儿童家庭网站等一系
列活动。

The action intends to help autistic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ca l l  on societ 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 reatment of 
autistic children and conditions 
of their families.

On Apri l 2, the action's 
pilot operation started in 
Xiamen, Fujian Province.

4月2日，“全国自闭症儿
童家庭关怀行动”试点工作在
厦门市人民大会堂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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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全国自闭症儿童家
庭关怀行动之“六一”主题活动
在厦门鼓浪屿举行。此次活动以
“情系星儿、快乐同在、祝福永
远”为主题，包括快闪祝福、走
进星儿、涂鸦猜想、微笑计划、
万人签名等5项内容。活动在厦
门市各大著名景点、学校、机关
单位等陆续开展，持续约一个月
的时间。

On June 4, the action held 
an activity on the theme of 
"forever love and blessing 
fo r aut i s t ic ch i ld ren" as 
par t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celebration 
in Gulangyu Island,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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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
之“十百千万”计划（简称：蓝色关爱行动）
在广州启动。计划在未来3-5年时间内，对我
国“至少十余省份、百余家医院、千余名医生
开展自闭症规范诊断与治疗培训，期望惠及
万名自闭症孩子及其家庭”。

10月9日，自闭症儿童家庭
关怀行动在厦门举行全国首枚
以“关爱自闭症儿童家庭”为内
容的“有爱就有希望”主题公益
明信片首发仪式。厦门邮政局向
社会倡议，每认购一枚爱心明信
片，即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
赠1元，用于帮助贫困自闭症儿
童早期诊断和干预。

On September 24, a program which planned to 
train 1,000 doctors from 100 hospitals in dozens of 
provinces on autis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benefit 10,000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kicked off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rogram 
was named "Blue Love Action."

On October 9, China's first postcard on the 
theme of "wher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hope" 
was issued in Xiamen to promote "Care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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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在厦门大同中学举
行了思明区教育系统党员志愿者
“牵手自闭症儿童家庭走进校园”
系列活动。在以“周末，我们手牵
手”为主题的活动中，党员志愿者
大部分是具有音乐、绘画、心理等
专业背景的老师，他们将与被帮扶
对象定期谈心、交流，进行必要的
心理疏导，帮助自闭症儿童家长建
立信心。她们还将结合自己的专业
优势，从自闭症儿童对音乐和绘画
有特殊的敏感的特点着手，通过绘
画艺术治疗，使自闭症儿童的观察
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11月11日至16日，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
动之“十百千万”计划（简称“蓝色关爱行动”）首
期培训班在江西井冈山市举行。70名来自国内各
级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护士、儿童保健科
医生护士、自闭症康复训练机构、残联及福利院的
医生参加了培训。中山大学附属三院邹小兵教授、
复旦大学儿科医院徐秀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武
丽杰教授、厦门妇幼保健院江瑞芬主任等10位国
内知名儿童自闭症诊断治疗专家授课。

On November 3, an on-campus activity to help autistic 
children's families was held in Datong Middle School in 
Xiamen. Teachers of music, arts and psychology gave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o parents of autistic children to 
help them build confidence. 

From November 11-16, the first training course of "Blue Love Action" was held in Jinggangshan, a city of Jiangxi 
Province. A total of 70 doctors and nurses from maternal and infant hospitals, autism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enters and welfare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attended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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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
   THE "LAST 1· POST ABORTION CARE" PROJECT

The "Last 1· Post Abortion Care" project intends to 
reduce unwanted pregnancy and repeated abortion 
by promot ing knowledge on contracept ion and 
encouraging women and their spouses to form the 
habit of using correct and regular contraceptive ways. 
It would fund hospital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ost 
abortion services. Since the project started in 2011, 97 
hospitals had obtained investment and about 300,000 
women received high quality services after abortion.

项目通过设立优质服务门诊、规范流产后服务流
程、宣传避孕知识、强化立即避孕的意识、指导避孕方法
的有效落实、促进女性及其伴侣坚持、正确、常规使用
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有效降低重复
流产率。2012年6月，《三级妇产医院评审标准（2011年
版）实施细则》将“流产后关爱”内容纳入评审标准。项
目开展一年以来，全国共97家医院获得资助，近30万流
产女性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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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LATFORMS, NEW AREAS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项目
      "CHINA CONSTRUCTION BANK—AID FOR HEROES' MOTHERS" PROJECT 

截止2012年，项目累计发放资助款2524万元，已救助了
9056名贫困英模英烈的母亲或妻子，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英模
英烈的家庭生活条件，为弘扬慈善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4月，“中国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
项目在第七届“中华慈善奖”评选中喜获“最具影响力”项目奖。

在认真组织实施传统品牌项目、积极开发
落实创新项目的基础上，妇基会围绕妇女需求，
努力搭建公益平台，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促进
妇女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In addition to efforts to carry out old and new projects, CWDF 
also worked to build platforms for charitable activities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harity.

By the end of 2012, the project had distr ibuted 25.24 
mi l l ion yuan (US$ 4.01 mi l l ion), which helped 9,056 
mothers or wives of those soldiers and police officers 
who died or got injured for heroic deeds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The projec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philanthropy and harmony in society. In April, 
it won the title of "most influential project" prize at the 7th 
China Charity Award.

积极搭建公益平台，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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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爱复明扶贫”工程
     "EYESIGHT RESTOR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On September 26, a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the project was held, during which former Vice-
Chairpers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en Zhili presented 
funds to 10 mothers (or wives) of heroes.

  9月26日，“中国贫困英模母亲—中国建设行
资助计划”项目总结大会暨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陈
至立副委员长等有关领导向10位英模、英烈的母亲
（妻子）代表发放资助款。 

“母 爱复明扶 贫 ”工程 实
施7年来，亚洲防盲基金会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捐赠7
部流动眼科手术车，已完成手
术11291例，直接受益人数达
43125人。

5月24日，妇基会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举行母爱
复明—展现生命色彩“复明
23号”流动眼科手术车捐赠暨
喀什启动仪式。

Since the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in 2005, the Asian Found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has donated 
seven mobile eye treatment centers to CWDF, in which 11,291 surgeries were operated. A total of 43,125 people 
benefited from the project.

On May 24, CWDF held a ceremony in Kashgar,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for donation of another 
mobile eye treatment center to loc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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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项目
   "LENOVO CAPITAL HEROIC ROLE MODELS FUND"  

  携手梦洁家纺实施“爱在家庭”公益项目
    "LOVE IS IN FAMILY" PROJECT

截 至2 012 年底，由联 想
控股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首
都英模 暨 见 义勇为人士专项
基金”已达1000万元，每年定
向救助英模及见义勇为人士。
2012年9月5日，专项基金向北
京市延庆法院捐赠30万元，主
要用于提升法院干警素质、助
力法院发展的相关工作。

On September 5,  the 
fund donated 300,000 
y u a n (U S $  47, 619)  to 
t h e  Ya n q i n g  Co u nt y 
P e o p l e ' s  C o u r t  o f 
Be i j i ng to ra i se cour t 
pol ice's qual i f ications 
and support the court's 
development. 

2月29日，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向妇基会捐赠260万元人民币设立“爱在家
庭”公益项目，该项目主要围绕建设“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开展工作。 

On Februar y 29, Hunan Mendale 
Household Textiles Co., Ltd. donated 
2.6 mi l l ion yuan (US$ 412,670) to 
establish the project which intends to 
advocate family and personal vir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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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首批救助金发放和“母亲健康快车”
   启用仪式在向家坝水电站库区举行 
   DISTRIBUTIONS OF THE "FUND FOR EMIGRANTS FROM THREE GORGES
   DAM AREA" AND MEDICAL VEHICLES

On March 6, the "fund for emigrants from Three 
Gorges Dam area" allocated its first donation 
of 285,000 yuan (US$ 45,238) to representatives 
of poor students and residents who suffered 
serious sickness and eight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at a ceremony 
in P ingshan Count y, nearby X iang j iaba 
hydroelectric station reservoir area. 

3月6日，由全国妇联、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共同发起
设立的“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首批救助金发放和
“母亲健康快车”启用仪式在金沙江下游向家坝水电站库
区屏山县新县城举行，向受助学生代表和大病移民代表发
放救助金28.5万元，启动8辆“母亲健康快车”。

12月12日，“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2012-2013
年度救助金发放仪式和项目座谈会在金沙江下游溪洛渡水
电站库区永善县隆重举行。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于2011年7月决定在3年时间内
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与全国妇联共同设立“水库移民妇
女发展扶持基金”，主要开展贫困助学、大病救助、技能培
训、“妇女之家”以及“母亲健康快车”配置等五个方面的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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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中国·大风歌》全国巡演启动仪式及首演在京举行 
    PREMIERE OF "MOTHER CHINA · SONG OF THE BIG WIND"

5月4日，由妇基会联合中国侨联、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共同主办的歌剧《母亲中国·大风歌》
全国巡演活动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首演。该
剧由美国旧金山游子吟合唱团倾情演出。演出旨
在通过歌声展现中国古老文明的魅力，体现海外
华人对祖国的热爱。

On May 4, the premiere of "Mother China · Song of the 
Big Wind," an opera sponsored by CWDF,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was staged in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Beijing. A choir 
from San Francisco performed the opera, which intends to 
display the charm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love of overseas Chinese to their mother country. 

“五芳斋幸福家庭基金”捐赠暨第二届幸福家庭全国征集活动圆满结束
   "WUFANGZHAI HAPPY FAMILY FUND"

4月24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五芳斋集团承办的“五芳斋幸福
家庭基金”捐赠暨第二届全国幸福家庭征集活动在京启动。

启动式上，五芳斋集团捐赠200万元项目基金，启动“第二届五芳斋幸福
家庭全国征集活动”。本届活动侧重于公益倡导和爱心分享，将以“全家福”
作为情感载体，呼吁人们在追求个人事业的同时，不忘家中父母长辈，用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O n  A p r i l  2 4 ,  C W D F  a n d 
W u f a n g z h a i  G r o u p  h e l d 
a  d o n a t i o n  c e r e m o n y  f o r 
"Wufangzhai Happy Family Fund" 
and announced the s ta r t  of 
a national selection of happy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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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y 29, CWDF and 
Un i po la r  Techno l ogy 
Co.,  Ltd.  launched a 
program to show 3D films 
for free in 100 schools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nationwide, in Beijing.

    睿立宝莱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公益放映计划在京启动
     UNIPOLAR FILM SHOWING PROGRAM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5月29日，妇基会与睿立宝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镜享3D微梦
想—睿立宝莱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公益放映计划”在国家奥林匹公园奥运工程
建设馆正式启动。活动旨在通过校园3D影片放映活动，让农民工子弟也能够享受
3D技术带来的震撼视觉体验，丰富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奥运会体操冠军邢傲伟被
聘为形象大使。

公益放映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10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校园放映。

  “关爱妇儿健康·共享幸福生活”公益行动启动
     "CAR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CTIVITY

5月15日，妇基会启动以“关爱妇儿健康、共享幸福生活”为主
题的公益行动。行动主要依托各地妇联“妇女之家”，以妇女儿童
身心健康为主题，以“妇儿大讲堂”公益巡讲活动为主体，充分发
挥妇基会的公益慈善平台作用，动员和集合社会爱心力量，动员医
疗卫生、文化教育、法律援助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基层尤其是贫
困地区妇女儿童送知识、送健康、送温暖。

On May 15, CWDF launched an activity 
on the theme of "Caring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Sharing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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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将爱注入留守儿童心田—儿童电影《指尖太阳》
   在京首映
    PREMIERE OF SUNLIGHT ON FINGERTIPS

The film Sunlight on Fingertips 
intends to call on the whole 
s o c i e t y  t o  t h i n k  a b o u t 
p ro b l e m s  o f  l e f t - b e h i n d 
c h i l d r e n  a n d  ta ke  m o r e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sure 
their happiness and health in 
growth.

9月25日，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共秀山县委
县人民政府、深圳铁色高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以关爱留守儿童为
题材的电影《指尖太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

电影《指尖太阳》意在进一步引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入思考，共
同研究和推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办法，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举措帮助和关
爱这些孩子，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够享受到关爱，能够快乐健康成长。电影以
温暖的基调、质朴的讲述方式，全景式地描述了生活在渝东南山区的留守儿童
们，如何在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爱下实现愿望的故事，通过孩子们本
色的出演，真实地再现了留守儿童自立自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电影《指尖太阳》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列为向十八大献礼国
产重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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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新闻文化基金启动
    WOMEN'S NEWS CULTURE FUND

7月2日，“妇女新闻文化基金”正式启动。该基金是我国诸多公益慈善基金中唯
一以倡导社会性别平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为宗旨的新闻文化项目基金，
由第八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卢小飞、赖谦进捐出获奖奖金发起，系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下专设的推动我国妇女新闻文化事业发展的项目基金。将以“奋进”和“奋飞”
两个具有奖励性质的妇女发展计划实施，并资助一批倡导社会性别平等、记录妇女
奋斗足迹的新闻文化项目。

On July 2, the Women's News Culture Fund was established as China's first 
charitable fund intending to advocate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Lu 
Xiaofei and Lai Qianjin, both winners of Changjiang and Taofen Awards 
(China's top award for news reporters) donated their awards to establish the 
fund under CWDF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new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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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揭晓
   TOP 10 NEWS ON GENDER EQUALITY

2012年12月，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单位发起的“2012年性别平
等十大新闻事件”评选揭晓。经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等媒体单位和新闻院校的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审定，确定了2012年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入选的十大新闻事
件是：

1、我国大陆地区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出台；
2、中国首位女航天员“飞天”；
3、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4、三部门联手推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5、部分高校按性别划线，录分女高男低遭集体维权；
6、反家暴立法获公众高度认同；
7、女大学生上演“占领男厕”行动；
8、35至64岁农村妇女宫颈癌免费检查全覆盖列入计划；
9、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由升转降；
10、聚焦性侵害幼女涉罪法条，呼吁保护儿童权益。
201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在全国妇联报送的关于2012年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妇

工要情》上作出重要批示，认为评选出的十大新闻事件很有意义，要求新闻媒体做好宣传。

In December, CWDF and th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announced the result of the selection of top 10 news events on gender equality in 2012. The 
news are:
1) The first local regulation on gender equality in mainland China took effect;
2) Liu Yang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women in space;
3) "Sticking to the basic State policy of gender equality" was written in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4) Thre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operated to protect rural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land use;
5) Female students complained to educational authority that some universities set higher admission lines for 
them than for male students in enrolment;
6) Efforts to formulate the law on fighting domestic violence won public support;
7)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ccupied" men's toilet to urge related departments to provide more toilets for 
women;
8) Free cervical cancer check-up will be offered to all rural women at the ages between 35 and 64;
9) China's sex ratio at birth began to fall;
10) Legal workers called for mor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in terms of laws in cases of sexual infringement 
on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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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莉芳集团2012慈善捐赠活动举行
  EMBRY'S DONATION

E m b r y  G r o u p  d o n a t e d 
underwear worth 7.04 million 
yuan (US$ 1.12 mi l l ion) to 
CWDF.

12月8日，“大爱怒放—2012安莉芳集团公益在行动”慈善捐赠仪式
在山东章丘安莉芳工业园举行，安莉芳集团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了价
值704万元的内衣。此次活动延续了2011年的活动主题，通过捐赠，帮助少数
民族妇女体验到最时尚的女性内衣产品，传递给她们关爱身体的健康理念，
送去对她们的体贴及呵护。

  淮阴东方母爱文化博物馆开馆暨“爱心校车”、“母亲邮包”捐赠仪式
  在淮安举行
   THE ORIENTAL MATERNAL LOVE MUSEUM AND DONATIONS OF SCHOOL 
   BUSES AND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9月28日，位于古黄河北岸、东方母爱公园内的中国淮阴•东方母爱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迄今中国惟一的
母爱主题博物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题写馆名。

开馆典礼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向淮阴区捐赠了“爱心校车”和“母亲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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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报道  
  PROGRESS IN PUBLICITY

 

CWDF has maintained close cooperation 
w i t h  p re s s ,  ex p l o re d n ew o n - l i n e 
promotional methods and organized 
large-scale inspections to charitable 
projects. 

与常规媒体保持密切合作，大力推动以深度报道为载体的合作
模式，积极开拓新的网络宣传方式，同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公益项
目考察活动，宣传工作形式多样。

重点开展了“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宣传推广
Promotion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1

宣传及理论研究等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PROGRESS IN PUBLICITY AND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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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起组织宣传联动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media2

成功组织“完美·芬芳之旅”母亲系列公益项目探访
"Perfect﹒Fragrant Tour" series visits3

在中国记协和各地方妇联的大力支持下，21个省区市近
80多家媒体参与了宣传联动活动。宣传联动做到了电视有
影、电台有声、报纸有文的全方位报道。

With support of All -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and local women's federations, about 80 media 
organizat ions in 21 prov inces took par t in the 
reporting of CWDF projects on TV, radio programs and 
newspapers.

8月6日至9日、8月21日至24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共同组
织“2012关爱母亲西部行—完美·芬芳之旅”公益项目探访活动。由中国记协牵头，新华
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的记者共50多人分赴云南、甘肃，深入偏
远贫困地区，对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小额循环、母亲邮包等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探
访，实地考察项目实施落实情况。

妇基会公益大使、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和妇基会公益大使、著名影视演员萨日
娜一起参加了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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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ugust 6-9 and August 21-24, CWDF and Perfect (China) Co., Ltd. organized some 50 reporters from 20 
media units including Xinhua News Agency, People's Daily and CCTV to inspect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an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s in remote areas in Yunnan and Gansu 
provinces.

CCTV hostess Jing Yidan and actress Sarina, both CWDF charity ambassador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inspections.

探访人员参加捐赠活动和母亲水窖奠基仪式

 探访工作座谈会  

探访母亲健康快车义诊活动       

记者入户采访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大使萨日娜参加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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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大使

敬一丹参加探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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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宣传有了突破
Breakthrough4

与新浪微公益、腾讯乐捐平台等进行深入合
作，陆续在微公益平台上发布30多个救助案例及
多期微公益活动。

CWDF re leased info rmat ion about 3 0 
donations cases and organized several 
on-line events on gongyi.weibo.com and 
gongyi.qq.com/suc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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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研究、协作联盟等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ACADEMIC RESEARCHES

2012年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召开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1

6月27日，2012年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
在北京天坛饭店举办。论坛主题为女性公益慈
善组织的公信力和能力建设。黄晴宜理事长致
开幕辞，甄砚副主席主持论坛开幕式。

On June 27, the forum 
wa s  h e l d  i n  T i a nta n 
Hotel in Beijing, on the 
theme of credibility and 
capabi l ity bui lding of 
women's cha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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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由政策解析、募资与项目运作、迎接新媒体时代三个单元组成。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
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北京大学法学院非盈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
董事长张锦丽和执行长姚淑文、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等作了
专题发言。

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

刘忠祥发言               王振耀发言                    邓国胜发言

秦国英发言                      金锦萍发言             张锦丽发言

姚淑文发言                  贝晓超发言                  窦瑞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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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公益慈善协作联盟会议召开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conference2

编辑出版《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
Bluebook of China's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in 20113

女性公益慈善组织精彩亮相善博会
Exposition4

2012年6月27日，2012女性公益慈善论坛结束后，女性公益慈善组
织协作联盟召开会议。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主席黄晴宜讲话，女
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秘书长秦国英总结了协作联盟成立以来的主
要工作，提出了下一步协作工作思路。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副主
席甄砚主持会议。

10月，妇基会出版《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书中围
绕女性公益组织创新发展、弘扬慈善文化、公益慈善文化建设与发展女
性公益慈善事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并发布了《2011年中国女性公
益慈善发展报告》。

8月26日至28日，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为代表的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参加了2012中国（宁夏）黄河善谷慈
善博览会。

妇基会通过108平米的主展区，以展馆灯箱、宣传彩页、宣传片、公益实践、手工制作、观众互动、主题沙龙
等多样化的形式，为观众显示了母亲系列公益项目的实施流程和成果。

河北省女性创业促进会、新疆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
务中心等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同时参展。

On June 27, Women's Publ ic 
Char i t y Associat ion held a 
conference after the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concluded. 

In October, CWDF's Blue Book of China's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in 2011 was published, in which topics 
such as innovation of women'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ion of philanthropic culture were discussed and th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men's charity in 2011 
was 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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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m  A u g u s t  2 6 -
28 ,  CWDF and othe r 
wo m e n' s  ch a r i ta b l e 
organizations attended 
t h e Ch i n a (N i n g x i a) 
Ye l l ow R ive r  Cha r i t y 
Valley Exposi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布《公益慈善合作发展报告》
 Report o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cooperation5

2012年12月18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中国妇女慈善奖”表彰大会
上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慈善合作发展报告》。

《报告》在总结妇基会与合作伙伴多年来慈善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概括
了公益慈善合作的八大特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慈善合作发展报告》是我国第一家公益慈善
组织针对合作发展问题发布的报告，也是社会各界参与和推动女性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的一份“成绩单”，《报告》将为进一步推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提供指引。

O n D e ce m b e r  18 ,  CWD F 
released the report at the 
Chinese Women's Char i t y 
Awards ceremony, in which 
e i g h t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o f 
cooperation in philanthropy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CWDF'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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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妇女慈善事业嘉宾来访中国妇基会 
  GLOBAL WOMEN'S PHILANTHROPY GUESTS VISIT CWDF

对外交流与合作

Colleen S. Willoughby and Susan G. Heikkala from Global Women’s Philanthropy, 
a research project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visited CWDF. The two sides 
talked about women's philanthropy in China.

3 月 1 8 日 ，美
国 华 盛 顿 大 学 全
球 妇 女 慈 善 事 业
（Global Women’s 
Philanthropy ）主任
苇可龄女士（Collen 
S.willoughby）、副主
任韩素珊女士（Susan 
G.Heikkala)等一行
来访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 会。双 方 就公 益 慈
善有关问题 进行了探
讨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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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公益慈善组织成员赴香港培训学习
  MEMBERS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RECEIVE   
  TRAINING IN HONG KONG

2月中旬，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率中国女性公益慈善
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负责人赴香港进行了为期5天的
学习交流。15个女性公益慈善组织的32名同志参加了培
训。

培训考察立足于完善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机制，
学习考察了香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学习了部分慈善
机构的成功运作模式和运作经验。培训期间，先后听取了
香港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妇女联合会、香港
社会服务联会、香港社会工作协会负责人和香港理工大
学陈锦堂博士的专题讲座，与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
和香港红十字会、东华三院、苗圃行动等慈善机构就社会
福利、社会工作、公共服务、资金募集、项目运作、信息公
开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I n  F e b r u a r y  2 012 , 
32 workers f rom 15 
women's charitable 
organizat ions took 
a f ive-day training 
course in Hong Kong.

香港中华总商会为本期社会福利及慈善事业专题研讨班举办了简

短的开学仪式

培训学员在香港东华三院大角咀综合服务中心学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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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受邀参加第六届世界水论坛
  CWDF ATTENDS THE 6TH WORLD WATER FORUM

  妇基会代表参加中国基金会领导人新加坡访学活动
   CWDF REPRESENTATIVES VISIT SINGAPORE 

From Ma rch 10 -16 ,  2 012, 
representat ives of CWDF 
attended the preparation 
conference for the 6th World 
Water Forum in Marsei l le, 
F r a n c e  a n d  d e l i v e r e d 
speeches at the forum.

 秦国英秘书长在会议上发言  

 秦国英秘书长与全球女性水工作者联盟主席交谈    

3月10日至16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加了在法国马赛召
开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前期筹备工作会议和第6届水论坛。

第六届世界水论坛由全球女性水工作者联盟举办，来自世
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在论坛上分享了“母亲水窖”项目在中国解决饮水安全方
面的经验和成绩，受到了主办方及其他NGO的好评，与会代表
对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母亲水窖”项目充满兴趣，并非常希
望在2015年即将韩国召开的第七届水论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能够承担更多的角色和任务。

9月9日至14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加了
2012中国基金会领导人新加坡访学活动，参与了
“亚洲慈善峰会”，参观考察了近十家政府部门和
非政府组织。新加坡政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严格监
管、大力支持，给中国基金会的参会人员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From September 9-14, 2012, representatives 
of CWDF and heads of other Chinese public 
foundations attended the Philanthropy in 
Asia Summit in Singapore and visited several 
gove r nmenta l  depa r tment s  and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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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中国妇女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等5个单位、王海荣等8名个人获得“中国妇女慈善奖”典范奖，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等14个单位、尤东洋等16名个人获得“中国妇女慈善奖”模范
奖，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50个单位、马晓光等40名个人获得“中国妇
女慈善奖”贡献奖。

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慈善奖”每两年表彰一次，主要是为进一步弘扬慈善
文化，推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激发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支持妇女发展的
热情，不断营造良好的妇女发展环境，适时对给予女性公益慈善事业作出积极
贡献的爱心单位、爱心个人进行表彰。

On December 18, 2012, 69 units and 64 individual were presented 
with the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wards at a conference in Beijing. 
Five units including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and eight 
individuals won the "leaders awards;" 14 units including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Ltd. and 16 individuals won the "role model awards;" 50 units 
including Chin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nd 40 individuals won the 
"contribution awards."

The ACWF presents the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wards biennially 
to units and individuals who made outstanding contr ibutions to 
women's philanthropy. The aim is to promote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charitable cause and create a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women's progress.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WARDS 
CEREMONY

“中国妇女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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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至立副委员长向典范奖获者颁奖

宋秀岩副主席向模范奖获奖者颁奖

黄晴宜理事长向模范奖获奖者颁奖 甄砚副主席、刘海荣副理事长向贡献奖获奖者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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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成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二批战略合作伙伴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Other Five Enterprises 
Became the Strategic Partners of CWDF

2012年12月18日，在中国妇女慈善奖表彰大会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玫
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第二批战略合作伙伴单位，黄晴宜理事长向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单位授牌。

这6家战略合作伙伴单位均长期参与支持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
项目，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后，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合作关系，为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至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战略合作伙伴单位已达11家。百事公司、中国
光大银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赛莱默（中国）
有限公司5家单位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一批战略合作伙伴。

On December 18, 2012, at the conference for presenting the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wards,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Founder Group,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Ltd. and Bayer Healthcare Co., Ltd. became the 
second group of strategic partners of CWDF. CWDF Chairperson Huang 
Qingyi presented partnership certificates to these enterprises. 

Other five of the CWDF's 11 partners are Pepsi, China Everbright Bank,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and Xylem (Chin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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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Chronicle of Events
2012年大事记

1月1日  与“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组委会举办“善行天下”慈善晚会，筹得善款437.68万元人民币
On January 1, CWDF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Learning-mode China Century 
Successful Forum jointly held a charity evening, at which about 4.38 million yuan (US$ 695,238) 
was raised.

1月-12月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首批5000万元资金发放到位
From January-December, the first 50 million yuan of the "Special Central Lottery Fund" to aid 
needy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had been distributed.

1月-12月 “天伦孕育基金”公益中国行活动走进山东、四川开展系列活动
From January-December, the Tianlun Fertility Fund held activities in Shandong and Sichuan 
provinces. 

2月2日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捐赠22万元资助汶川地震中的贫困儿童
On February 2, Ebohr Luxuries (Shenzhen) Ltd. donated 220,000 yuan (US$ 34,920) to help 
needy children affected by Wenchuan Earthquake.

2月11日  组织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部分成员赴香港参加公益培训
From February 11-17, CWDF organized some members of Women's Charities Union to receive a 
training course in Hong Kong.

2月9日     为患有唇腭裂及其他头面部畸形的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医疗的“微笑行动”专项基金成立
On February 9, the special fund for “Smile Action" project (which provides free medical 
treatment for poor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and other kinds of facial deformity) was 
established.

2月29日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捐赠260万元设立“爱在家庭”公益项目
On February 29, Hunan Mendale Household Textiles Ltd. donated 2.6 million yuan (US$ 412,700) 
to establish the Love is In Family project.

3月2日     举办“母亲健康快车—超早期宫颈癌筛查”专项基金启动仪式
On March 2,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Early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fund was 
launched.

3月6日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首批救助金发放
On March 6, the first sum of the "f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igrants from Three Gorges 
Dam area" was distributed.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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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秦国英秘书长参加2012年在法国马赛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
From March 10-16,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attended the 6th World Water 
Forum in Marseille, France. 

3月20日  第五届理事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
On March 20, CWDF held the ninth plenary meeting of its fifth Council.

3月22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母亲水窖”安全饮水总结推进会议
On March 22, a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and promot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3月22日  举办中国建行“感恩母亲•回馈社会”母亲健康快车发车活动
On March 22,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were donated b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to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at a ceremony.

3月29日 “孟山都中国绿色乡村”第三期项目在广西启动
On March 29, The third phase of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started in Guangxi.

4月  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评估，被评为国家5A级公益基金会
In April, CWDF was graded as the national 5A level public foundation.

4月2日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在厦门启动
On April 2, the national "Care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project started in Xiamen, 
Fujian Province.

4月6日  玫琳凯“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在四川启动
On April 6, Mary Kay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started in Sichuan 
Province.

4月10日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获第七届中华慈善奖
On April 10,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 Aid for Heroes' Mothers" project won the 7th 
China Charity Award. 

4月24日  五芳斋幸福家庭基金捐赠暨第二届全国幸福家庭征集活动启动
On April 24, the donation ceremony of the Wufangzhai Happy Family Fund was held and 
the 2nd National Happy Family selection activity started. 

-16日



106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4月25日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促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在云南启动
On April 25, "Mary Kay—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Industry"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Yunnan Province.

4月27日  召开2011年度项目捐赠实施信息暨“母亲邮包”项目广告媒体发布会
On April 27, a press conference for release of donation information in 2011 an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s advertising was held. 

5月4日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启动《母亲中国·大风歌》全国巡演首演活动
On May 4, the opening show of the "Mother China · Song of the Big Wind" was performed at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Beijing.

5月9日  中国光大银行考察甘肃省通渭县“母亲水窖”捐建情况
From May 9-11, China Everbright Bank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inspect the conditions of donated 
water cellars in Tongwei County, Gansu Province.

5月15日  启动“关爱妇儿健康、共享幸福生活”公益行动
On May 15, the "Caring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Sharing happy life" activity was held.

5月22日 “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启动
On May 22,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kicked off.

5月24日  与依波精品（深圳）公司联合开展“一诺十八年”活动，回访汶川地震受资助儿童
On May 24, representatives of CWDF and Ebohr Luxuries (Shenzhen) visited children who 
received quake relief funds in Wenchuan, Sichuan Province.

5月24日  在重庆召开2012年百事基金会—中国妇基会合作“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现场交流会
On May 24, an exchange on Pepsi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was made in Chongqing.

6月-10月 “方正健康发展基金”捐赠2012年度“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款500万元   
From June-October, Founder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donated five mill ion yuan (US$ 
793,650) to  aid breast an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6月16日 “母亲邮包”项目名称搭载神舟九号载人飞船遨游太空 
On June 16, a banner with the name of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brought to the 
space by the Shenzhou-9 manned spacecraft.

2012年大事记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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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 “孟山都绿色中国乡村项目”回访团赴广西百色考察
On June 18,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sent workers to inspect project sites in 
Baise in Guangxi. 

6月19日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项目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On June 19, "Lenovo Capital  Fundfor Heroic Role Models Fund" workers visited beneficiaries.

6月20日  首批“母亲邮包”项目落地发放活动在内蒙古赤峰举行
On June 20, the first batch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donations were distributed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6月20日  与可口可乐公司在广西开展项目试点调研工作
From June 20-21, Investigation of CWDF-Coca-Cola pilot projects was conducted in 
Guangxi.

6月25日  举办2012年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标会
On June 25, the bidding evaluation con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6月27日  第三届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在京召开
On June 27, the thir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was held in Beijing.

6月27日  召开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第二次工作会议
On June 27, the second work conference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was held.

 

6月  发现中国基金启动第四期“最早的中国”文化考察活动
In June, Exploring China Fund launched the fourth phase of Earliest China cultural activity.

7月1日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厦门思明区志愿者服务队组建
On July 1, a volunteer group for the "Care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project was 
established in Siming District, Xiamen, Fujian Province.

7月2日  与中国邮政总公司联合举办“母亲邮包”项目推进电视电话会议
On July 2, CWDF and China Post Group held a video conference to discuss issues about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7月2日  在中国记协启动“妇女新闻文化基金”
On July 2, the Women's News Culture Fund was established at the All-China Journalist 
Association.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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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月 “金叶基金”捐赠83辆母亲健康快车
From July-September, Gold Leaf Fund donated 83 vehicles for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7月24日  香港华懋慈善基金理事龚因心赴宁夏考察公益项目
From July 24-27, Kung Yan-sum, director of Chinachem Charitable Foundation inspected 
charitable project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7月24日  新华保险公司员工向“母亲邮包”公益项目捐赠善款300余万元
On July 24, Employees of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donated some three million 
yuan (US$476,190) to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7月-8月  关爱母亲西部行—云南、甘肃探访活动举行
From July-August, CWDF visited impoverished mothers in Yunnan and Gansu provinces. 

8月2日  北京市律师协会捐赠“母亲邮包”23万余元
On August 2, Beijing Lawyer Association donated some 230,000 yuan (US$ 36,508) to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8月8日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项目在湖南启动
On August 8, Mary Kay Women's Small Business Fund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Hunan 
Province. 

8月10日  举办“善行天下”慈善晚会
On August 10, CWDF held a charity evening. 

8月-12月 “香港回归扶贫基金”捐赠30辆母亲健康快车
From August-December, Hong Kong's Return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donated 30 
vehicles for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8月24日  “千林山区孕妇营养基金”在海南启动
On August 24, the Treerly Fund for Pregnant Women in Mountainous Area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Hainan Province.

8月24日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项目在内蒙古启动  
On August 24, Mary Kay Women's Small Business Fund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Inner 
Mongolia. 

8月26日  参加2012中国（宁夏）黄河善谷慈善博览会
From August 26-27, CWDF attended China (Ningxia) Yellow River Charity Valley Exposition. 

2012年大事记

-27日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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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发放
On September 5, the "Lenovo Capital Fund for Heroic Role Models Fund" was distributed.

9月19日  上海市启动“母亲邮包”项目
On September 19,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Shanghai.

9月20日  天津市启动“母亲邮包”项目
On September 20,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Tianjin.

9月20日  山西省启动“母亲邮包”项目
On September 20,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Shanxi Province.

9月23日  召开“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项目”一周年总结推进会
On September 23, a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and promote the Post Abortion Care project was held.

9月24日  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之“蓝色关爱行动”启动
On September 24, the "Blue Love Action," a part of the national project for family of autistic children, 
was launched.

9月24日 “母亲水窖•饮水安全”项目现场会暨百事水窖项目培训在四川省广安市举办
From September 24-27, the The PepsiCo—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held a training in Guang'an, Sichuan Province.

9月25日  以关爱留守儿童为题材的电影《指尖太阳》举行首映式
On September 25, Sunlight at Fingertips, a film on the theme of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premiered. 

9月26日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项目总结大会举行
On September 26, a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the "China Construction Bank—Aid for Heroes'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9月28日  东方母爱文化博物馆开馆暨“爱心校车”、“母亲邮包”捐赠仪式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举行
On September 28, the Oriental Maternal Love Culture Museum was open in Huaiyin District, Huai'an 
of Jiangsu Province, where a donation ceremony for love school bus an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s was also held.

10月9日  以“关爱自闭症儿童家庭”为内容的“有爱就有希望”主题公益明信片首发
On October 9, the postcard with theme of care for family with autistic children was released.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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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沃尔玛中国向妇基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
On October 12, Walmart (China) donated two million yuan (US$ 317,460) to CWDF.

10月16日  山西省启动“母亲邮包”项目
On October 16,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Shanxi Province.

10月16日  诚美“母亲创业循环”技能培训班在成都开班
On October 16, "Canway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for Mothers" project held a skill training course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10月26日 “孟山都中国绿色乡村”第三期项目在广西竣工
On October 26, the third phase of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was completed in Guangxi.

10月30日  关爱母婴健康“雀氏母婴关爱基金42天一辈子”第二期公益项目在湖北、福建两省启动
On October 30, the second phase of "Chiaus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Fund (42 Days for lifelong 
health)" was launched in Hubei and Fujian provinces. 

11月6日  百事大中华区“校园安全饮水工程落成暨母亲水窖捐赠仪式”在云南省曲靖市举行，百事公司捐赠80万元人  
  民币

On November 6, the donation ceremony of Pepsi China "Safe Drinking Water for Campus" project was 
held in Qujing, Yunnan Province, at which Pepsi donated 800,000 yuan (US$ 126,984).

11月23日  召开第五届理事会第十次全体会议
On November 23, the ten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fifth CWDF Council was held.

11月23日  “让母亲温暖过冬—我们一起送邮包”系列活动启动
On November 23, the "Warm Winter for Mothers" activity was launched as a part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11月27  在香港举行慈善项目汇报会
On November 27, CWDF made a report on its charitable projects in Hong Kong.

11月30日  黄金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妇基会捐赠200万元设立“中华爱国文化教育发展基金”
On November 30, Huangjinj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donated two million yuan (US$ 
317,460) to establish "China Patriot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Fund."

12月  中石油共产党员及员工捐赠2万口母亲水窖、100辆母亲健康快车
In December, CNPC employees donated 20,000 water cellars and 100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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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 “母亲邮包”项目在广西启动
On December 2,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Guangxi.
 

12月5日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女性卫生用品
On December 5, Guangdong Foryou Charitable Foundation donated sanitation products worth 10 
million yuan (US$ 1.6 million). 

12月12日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2012-2013年度救助金发放仪式暨项目座谈会举行
From December 12-13, the distribution ceremony for the "f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igrants from 
Three Gorges Dam area"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project were held.

12月18日   “中国妇女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On December 18, China Women's Charity Award ceremony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31日  举办中国创业家联盟—“母亲水窖”迎新年慈善晚会
On December 31, China Entrepreneurs Union—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New Year Gala was held.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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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合作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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