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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工作综述
2011年，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极不平常的一年。一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牢固树立服务国
计民生大局的指导思想，切实把握项目实施和募资工作两大重点，始终贯穿公信力建设这条主线，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扎实
推进，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不断强化精品意识，着力提高项目实施效益
认真研究和深刻把握妇女群众需求，把实施好项目作为服务国计民生大局的根本内容，围绕主体项目，不断拓宽项目内
涵，创新工作思路，保证了项目的实施效益。
—“母亲水窖”项目进一步创新升级。在深入实施“母亲水窖”
“1+N”综合扶贫的同时，积极推动“母亲水窖”项目创
新升级，重点开展了“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继续与水利部在18个试点项目县（区）合作共建“母亲水窖”，并将部分
农村学校饮水安全问题纳入试点内容。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服务功能进一步扩大。
“母亲健康快车”投放力度进一步加大，新投放“母亲健康快车”200
辆。建立“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管理办法，明确了救助程序和资金监管责任，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工作稳步进
行。积极探索建立了女性大病救助通道，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募款，尝试性地救助了十多位特殊贫困女性。
—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借力专家及专业机构资源，在15个省区市采取了项目招投标等方式，
不断提升了项目的专业化水平。2011年，邀请社科院专家对项目进行了专业测评，形成了《“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估报告》。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获“中华慈善奖”。
—其他公益项目稳步发展。在整体推动上述三大主体项目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继续抓好“母爱复明扶贫”、英模
母亲救助计划、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
“母亲绿色工程”、
“蓝天爱心基金”等公益项目的实施，以不同方式为妇
女群众提供了有效服务。
二、认真研究资金募集规律，完善资金募集长效机制
面对2011年公益慈善领域的特殊形势，深刻研究、积极探索资金募集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把与政府有关部门、国有
大型企业的合作以及开发公众捐款作为重点，不断创新募资模式。与大型国有企业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多家大型企业成为妇
基会新的战略合作伙伴；争取政府购买服务有新突破，成功争取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重大支持；充分利用外部力量，认
真策划和组织了公益晚会、论坛、拍卖等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2011年，妇基会共募集款物3.24亿元人民币，较2010年增加了50%，其中资金2.19亿元，物资1.05亿元。各项指标均超额
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工作目标。
三、更加自觉加强公信力建设，不断规范内部管理
一年来，妇基会把进一步建立公开、公正、透明、规范的工作机制摆到了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并贯穿资金募集和项目
实施的全过程，常抓不懈，狠抓落实。
—进一步加大了信息公开力度。按照透明高效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妇基会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了信息公开的
责任、内容和工作程序。依托有关媒体和妇基会年报、会刊及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公布资金募集和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目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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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通过妇基会网站发布信
息124条，媒体刊登报道162次。此外，还组织14批130多位捐赠单位代表、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等赴项目实施地区亲自考察，
检查项目实施落实情况。许多捐赠者在实地考察后，对妇基会捐赠款的使用及项目落实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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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了财务监管。严格预算管理，加强对预算工作的分析、控制，充分发挥预算管理在机构运行管理中的独
特作用；严格资金管控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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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不断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了
《员工手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规章制度汇编》等规范性文件，涉及9大类28项。同时，对项目管理制度作了重新梳理，
进一步明确了项目实施流程、实施方法和监管责任。
四、积极承担推进慈善文化发展的责任，不断促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深刻认识并自觉承担妇基会在构建慈善文化、推进妇女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责任义务，策划组织了系列活动。
—认真策划并成功举办首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从倡导公益文化，宣传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入手，联
合有关单位启动了首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推选产生出了“十大女性公益人物”、
“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
和“十大关爱女性企业（机构）名单，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充分发挥妇基会在女性公益慈善领域的引导作用，不断加大女性公益
慈善理论的研究力度。围绕公益慈善文化与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主题，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形
成了一定的理论共识。
—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蓝皮书》。围绕当前公益文化视角下两性平等、女性慈善公益事业的发
展趋势和基本规律以及女性慈善事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等主题，在系统总结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编写和
出版发行了国内第一本《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蓝皮书》，发布了2010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报告。
—倡议成立了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为适应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开放共享、优势互补、联
合互动、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妇基会牵头成立了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全国25家以服务女性为主的公益慈善组
织加入了联盟。
—进一步加强了合作交流。分别组团赴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行考察交流，与有关妇女组织及慈善机构就公益项目
设计、管理、运营理念、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为推动两岸三地妇女慈善组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五、不断加强对外宣传，充分发挥宣传先导作用
按照立足公益、服务项目、突出特点、形式多样和突出女性公益慈善特色的原则，注重宣传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在宣传策略上，坚持围绕和配合国计民生大局，与培育公民慈善理念相结合，与增强公众性别意识和对母亲天然的
关爱之情相结合，激发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妇基会公益项目的积极性。
—在宣传方式上，将日常宣传与重点宣传相结合，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相结合，注重宣传的常态化、重点化和立体化。
—在宣传手段上，紧紧依靠主流媒体，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主阵地和辅助作用。同时，高度重视新媒体的运用，发挥
微博、博客等新型媒体平台的独特优势，实现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公益宣传。
回顾2011年，既有辛勤的付出，更有收获的喜悦。在此，妇基会谨向所有关心支持妇基会发展的社会各界及所有爱心人
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妇基会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认清使命，明确职责，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紧紧抓住发展机遇，深入研究资金募集、项目实施的新特点、新要求，形成推动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做到眼
界更宽阔、精神更饱满、作风更务实、服务更有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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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verview of 2011
The year 2011 was an extraordinary ye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ity undertakings. With support
from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was guided by its key
principle — serving the people's best interests — and has focused its work on charity projects and fundraising. The CWDF has continuously enhanced its credibility and made great efforts in fulfilling its annual
tasks, as well as in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First, the CWDF has increased the benefits generated from its brand project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women's needs,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CWDF's project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erving the people's best interests. Innovative approach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dopted to ensure CWDF's brand projects take effect.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been improved. While the project's ‘1+N’ model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support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novative approaches have also been adopted; for example,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was affiliated to the projec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cellars have been set up in 18 provincial (regional) pilot sites and some rural school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expanded its services. Two hundred medical vehicl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rules for the Medical Aid Fund for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Suffering
from Two Cancers (breast cancer and cervical cancer) have been clarified in terms of procedures for providing
aid and supervising the use of charity funding. Channels for providing medical aid to female patients of
serious diseases have been explored. By adopting the one-on-one fund-raising approach, more than 10
women in extreme poverty have benefited from charity medical aid.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has been professionalized. Given support from experts and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the project has taken effect through public bidding in 1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 2011, expert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re invited to
evaluate and review this project. The Report on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released based
on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The project also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Other charity projects have seen smooth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major
projects, other charity projects have also been implemented to expand the services provided to women, such
as the Eyesight Restoration for Needy Mothers, Aid to Mothers of Heroic Role Models, Capital Heroic Role
Models Fund, Green Project for Mothers and Blue Sky Fund.
Second, the CWDF has studied regular patterns to perfect a long-term, efficient fund-raising mode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public charity undertakings in 2011, new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in fund-raising have been explored.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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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d large enterprises, as well as public fund-raising activitie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CWDF's work. In
2011, the CWDF collected funding and charity items with a combined worth of 324 million yuan (funding
worth 219 million yuan and items valued at 105 million yuan), representing a 50% increase over that of 2010.
Third, the CWDF has enhanced its credibility and standardized its management rules.
Enhance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rough media outlets, CWDF's annual report, newsletters and
website, information about charity funding that the CWDF has collected has been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asic curre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undation has been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notices about donations
have been immediately released, and information about charity projects has been released according to
periodic schedules.
Enhance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CWDF has managed its budgets strictly, improved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the budgets, and given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e CWDF has also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standardized
the usage of funds, submitted expense accounts and procedures for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nd kept
individual accounts for each project.
Establish and perfect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Management of CWDF's staff and work has been based
on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rules have been set up.
Fourth, the CWDF has taken active responsibility for promoting charity culture and healthy and
rapid growth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undertakings.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CWDF's responsibilities to help build up charity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initiative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 The First China Women's Charity Models Award Event was held.
• The Second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was hosted.
• The first Blue Book of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was published.
• The National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 Friendly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ctivities took place.
Fifth, the CWDF has given a leading role to the publicity of its projects.
Using charity concepts and projects' features as the promotional points, the CWDF has adopted various
publicity methods to emphas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public charity welfare initiatives.
Reviewing the year 2011, the CWDF has made ceaseless efforts so as to receive rewarding achievements.
Through this annual report, the CWDF pays respect and expresses its heartfelt gratitude to all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at have shown concern and support for CWDF's developm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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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荣誉榜
Honors o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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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

HONORS

2011年

妇基会获“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Civilized Uni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2011年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获“中华慈善奖”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2011年

“母亲水窖”公益广告获“最佳社会性别平等广告大奖”
A non-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for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award of Best Non-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on
Gender Equality

2011年

“母亲水窖”项目获“中国慈善高效奖”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High
Efficiency Award

2011年

“母亲水窖”项目获“环球慈善奖”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Global Charity
Award

2011年

“母亲水窖”项目获“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nominated one of the Top 10
Women's Public Charity Brand Projects

2011年

“母亲水窖”、
“母亲小额循环”公益海报获“第三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
优秀公益海报”
Posters for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award for Excellent Noncommercial Posters at the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Public
Charity News

2011年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获“京华公益奖—公益项目创新奖”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received the Beijing Public
Charity Award on Innovative Projects

2011年

妇基会获2011年北京马拉松“为慈善而跑”特别贡献奖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received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for the 2011 Beijing Marathon Race "Run for
Charity"

2011年

妇基会微博获“中国优秀政务微博”
The micro-blog of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China's Excellent Micro-blog on Politic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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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研究发展思路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Plan

第五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
THE SEVENTH PLENARY MEETING OF CWDF'S FIFTH COUNCIL
2011年5月10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五届理
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以通讯形式召开。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向各位理事、监事报送了2010年度财务报告和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进展情况及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发起成立“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
的有关情况。各位理事、监事对妇基会工作进行了认
真研究，对进一步做好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held the seventh plenary meeting of its fifth council on
May 10, 2011. The CWDF 2010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was submitted to the board members and supervisors.
I 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Safe D r i nk i ng Wate r
Program and founding plan of the National Women's
Pu b l i c Ch a r i t y A s s o c i at i o n we re rev i ewe d . B o a rd
members and supervisors offered suggestion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work.

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
THE EIGHTH PLENARY MEETING OF CWDF'S FIFTH COUNCIL
2011年9月27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召开。黄晴宜理事长出席会议并讲话，甄砚副主席主
持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秦国英秘书长作的《关于今年以来的主要工作及今后一段时期工作安排的报告》，讨论和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章程》的意见。会议认为，在公益慈善事业面临重要挑战的特殊时期，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今年以来的工作扎实有效，募资工作稳步开展，项目实施积极推进，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公信力建设不断加
强。
会议对进一步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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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WDF held the eighth
plena r y meeti ng of its f if th
council on September 27, 2011.
CWDF President Huang Qingyi
a d d r e s s e d t h e m e et i n g a n d
Zhen Yan, Vice-President of the
All -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p res i d ed ove r t h e
meeting. CWDF Secretar yGeneral Qin Guoying introduced
t h e fo u n d a t i o n ' s m a j o r w o r k
arrangements and plans in 2011.
Suggestions on revision of CWDF
Regulations were delib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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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事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
会议召开

2012年总体工作思路确定
GUIDING PRINCIPLES FOR 2012
2011年12月，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理事长办公会议通过了妇基
会2012年总体工作思路。
2012年，妇基会将围绕迎接党的“十八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工
作大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妇女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研究妇女群众得实惠、普受惠、
长受惠的项目工作机制，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一要继续深化丰富品牌内涵。按照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
部署，依托传统品牌，拓展项目内容，深化项目内涵，提高扶贫效益。要
严格落实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扎实推进各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不断扩
大项目受益面。
二要进一步拓展募资渠道。在不断巩固与现有合作伙伴良好关系
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公众募款平台
的作用，提高公众募款比例，确保募资额持续稳步增长。2012年的募资
目标为2.5亿元。
三要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要认真落实民政部关于信息披露指
引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和财务监管力度，确保资金使用
透明、安全高效，打造社会更加信赖的公益组织。
四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宣传优势。主动适应社会化媒体时代要
求，制定现代传播战略，主动、多角度、多层次地扩大社会影响力。
五要不断加强内部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在员工培训、管理教育、绩效考核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In December 2011, guiding principles for
CWDF's work in 2012 were approved at
the president's meeting. The principles will
include:
First, enrich brand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work plan approved 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poverty-alleviation
meeting, the CWDF will expand activities
affiliated to its brand projects and increase
benefits generated from the projects.
Second, expand fund-raising channels.
The CWDF will keep soli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cur rent par tners and tr y
to find new areas for cooperation. Third,
ensur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Based
on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e CWDF will further enhance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charity
donations and the foundation's financial
super vision and management. Four th,
make full use of new media. The CWDF will
update its publicity strategies to be more
in line with new media and to improve the
foundation's influence upon society. Fifth,
enhance internal building. Various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per fected and
efficiently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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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精品意识，着力提高项目实施效益

Increase of Benefits Generated from Brand Projects

“母亲水窖”项目进一步创新升级
IMPROVEMENT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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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实施“母亲水窖”
“1+N”综合扶贫的同时，积
极推动“母亲水窖”项目创新升级，重点开展了“母亲水
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2011年，下达常规“母亲水窖”项
目建设资金2450多万元，项目覆盖全国17个省（区、市）；
投放“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资金600万元，在贵
州、云南等农村地区的47所中小学校实施了校园安全饮水
项目；与水利部在已有合作基础的18个试点项目县（区）
继续合作共建“母亲水窖”，并积极协调将农村学校饮水
安全问题纳入试点内容。
In 2011, 24.5 million yuan was allocated to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hich covered 17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China. Six million yuan was allocated to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which covered 47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rural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With coopera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more water cellars were to be built in the 18 pilot
sites.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is expected to cover these pilot sites.

案例：滴滴甘露润桃李

云南省丘北县密纳小学处于云南省南部的偏远山
区，从县城到达学校需要少则四五个小时的行程。
校园的一个角落里，安装着一台净水系统。山里
水库流过来的水，经过净化成为可以直接饮用的安全
水。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像一群小燕子，呼啦啦地奔过
来，端起各自的水杯，笑着，闹着，痛快淋漓地喝着。
校长何建辉介绍：
“一年前，孩子们只能喝山里流
下来的浑水，常拉肚子。现在好了，有了净水设备，学生
洗手后的欢乐

们喝上了干净水，也养成了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
通过在校园开展健康教育及健康养成良好的卫
生行为习惯等活动，密纳小学用水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
改进，师生的饮水安全得到了保障。通过老师对净水
设备的定期清洗维护，保护了净水设备的干净整洁。学
生们既学会和掌握了节水知识，也懂得了正确的洗手
方法，口渴时再也不会用嘴直接在水龙头上喝水，不科
学、不卫生的饮水习惯基本消除。孩子们还将在学校学
到的卫生知识传输给家长，改变着全家人的卫生习惯。
同时，由于实施了“校园安全饮水计划”，密纳小学又
为其他学校提供了示范型的安全饮水、环境卫生设施
建设与健康教育模式。

学生们喝上了干净卫生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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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母亲水窖·饮水安全”工程试点汇报座谈会召开

Report Meeting on Nationwid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2011年1月7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水利部农水司在
广西南宁联合召开“母亲水窖·饮水安全”工程试点汇报座
谈会。甘肃、宁夏、陕西、四川、云南、广西6个试点省和18个
县的水利、妇联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上6个试点省和18个县的水利、妇联的有关负责
同志汇报了合作开展“母亲水窖·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进
展情况。秦国英秘书长总结了共同开展“母亲水窖·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情况，部署了下一步工作。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ACWF reported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six pilot provinces and 18 pilot counties.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summed up the project's achievements and introduced plans for the next stage of work.

2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启动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适逢第19届“世界水日”和第24届“中国水周”
之时，妇基会于3月22日在京举办“母亲水窖”校园安
全饮水计划启动仪式。
“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计划是在认真总结
“母亲水窖”实施10年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为推进
“母亲水窖”升级转型、实施新一个五年发展规划中
的重点内容之一，旨在解决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校的
饮水不安全问题，通过增加安全饮水和健康卫生设
施，配备相应的饮水设备或净水设施，建造适宜类型
的无害化卫生厕所，向学生传授饮水卫生安全、水源
环境保护以及节水知识等方式，逐步完善师生健康
需求，并通过学生将有关知识传递到家庭和社区。

与会嘉宾共同启动校园安全饮水计划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a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new five-year plan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ims to solve drinking water proble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remote rural areas. By
building hygiene facilities and clean toilets, allocating water purification equipment, and spreading knowledge
about drinking water safety,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gained access to healthy and clean water resources. Students have also passed on such knowledge to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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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事基金会持续发力，500万美元捐建“母亲水窖”
   Donation from PepsiCo Foundation

6月30日，百事基金会宣布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资500万美元，
以帮助中国农村部分缺水地区解决安全用水问题。陈至立副委员长出席
捐赠仪式，并向百事公司颁发了荣誉证书。黄晴宜理事长、甄砚副主席以
及水利部、商务部、环保部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

PepsiCo Foundation donated US $5
million to the CWDF to help solve water
safety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suffering
from water shortages.

陈至立副委员长向百事公司颁发荣誉证书

4“水卫士行动”携手“母亲水窖”启动节水计划
   Water Safeguard Action

8月25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北京怡苑文化艺术促进会联合主办的“水卫士行动”
携手“母亲水窖”节水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水卫士
行动”携手“母亲水窖”节水计划以“行动起来，一起做水
的卫士”为主题，倡导公众以实际行动应对水资源紧缺的
严峻挑战。该计划还将通过社会募捐，在干旱地区修建“母
亲水窖”，改善当地的饮水条件；通过“一盆水洗一辆车”
和“为你的瓶装水做记号”等活动，为大家提供科学节水方
法，引导公众将节约用水从身边做起。
The Water Safeguard Action joined efforts with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to call upon the
public to cope with water shortages in their daily life.

水卫士行动发起者袁熙坤先生教大家用一盆水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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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逛圆明园灯会、为母亲水窖捐款”公益活动在圆明园举行
   Public Fund-raising in Yuanmingyuan

7月12日上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圆明园管理处举
行签约仪式，双方共同启动“逛圆明园灯会、为‘母亲水窖’
捐款”活动，凡到圆明园游览的群众，通过在园区设置的10
个固定募捐点为“母亲水窖”捐款；作为纪念品，每捐赠10
元可以获得一枚“有爱，我不渴”的纪念胸章。
V i s ito r s to the Yua n m i ng y ua n I m pe r i a l Ga rden
donated money at 10 fund-raising sites in the garden.
Contributors who donated 10 yuan and above could
receive a commemorative badge.

游园群众咨询捐赠事宜

6  百事基金会考察“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云南、贵州项目
   PepsiCo Foundation's Visit to Yunnan and Guizhou

克莱尔女士与晴隆县凉水营村受益母亲交谈

丘北县锦屏镇密纳小学饮水设备

2011年9月22日至25日，百事基金会项目经理克莱尔（Claire Lyons）女士
等在云南、贵州两省进行了项目考察。克莱尔女士首先考察了云南省文山州丘
北县锦屏镇密纳小学、树皮乡树皮中心学校安全饮用水项目，了解了两个项目
学校修建的蓄水池、水塔、安装过滤器净水设备运行和去除微生物和悬浮物
等情况。
克莱尔女士等还实地考察了贵州省平坝县叶坪村、晴隆县凉水营村的安全
饮水实施情况。

Project manage r Cla i re Lyons,
f ro m the Peps i Co F oundati on,
made an inspection tour of the
projects in 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from September 22 to
2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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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光大倾情“母亲水窖”  员工再访项目点

   China Everbright Bank's Visit to Project Sites
为打造光大银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

形象，中国光大银行总行先后在2011年6月、7月、10月分别由总行副
行长马腾、单建保、卢鸿同志带队，分3批考察了陕西省、甘肃省、贵
州省“母亲水窖”的实施情况。在考察活动中，对贫困群众进行了慰
问，并对考察地区中小学校进行捐助。

考察团合影

The head office of China Everbright Bank
sent three groups of representatives to visit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Shaanxi, Gansu and Guizhou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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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服务功能进一步扩大
EXPANDING SERVICES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2011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进一步加大了“母亲健康快车”的投放力度，新投放“母亲健康快车”200辆。截至
2011年底，在全国已投放快车1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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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建立了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工作稳步进行，下达救助资金3208万元；联合中
国疾控中心等单位编写了《妇幼健康知识手册》、
《如何生一个健康宝宝》等书籍；积极探索建立女性大病救助通道，
通过短信平台、微博等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向社会募款，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尝试性地救助了十多位特殊贫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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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1, 1,289 Health E 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were allocated to more than 1,000 counties
and cities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China. More than 3 0 million
people benefited from the project. Management rules
for the Medical Aid Fund for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Suffering from Two Cancers were set up, and 32.08
million yuan was allocated to help the disadvantaged
mothe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Handbook on
Women and Infants' Health Care and How to Give Birth
to a Healthy Baby were published. Channels to provide
medical aid to female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serious
diseases were expanded. New media, such as SMS
messaging and micro-blogs, were used to promote
public fund-raising. More than 10 women in extreme
poverty received one-on-one medical aid.

案例：嘎查牧民的救护车

在海拔近2000米、面积约20000多平方公里、陡峭
山陵伴广袤草原的内蒙古赤峰克里克腾旗，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向旗妇保所捐赠的一辆“母亲健康快车”，
目前已经流动服务了四年，辗转行程9.6万公里。
从2007年起，
“母亲健康快车”每年两次开进嘎查
（蒙语“村”）。不少妇女被查出了妇科病和肿瘤，其中
很多因为早期发现早治疗，
“捡回了命”。2011春天，草
原大旱，达古拉发愁活计，一直感觉疲惫，胸部难受，
准备出发巡诊的“母亲健康快车”

却也没时间细想。妇女节后，
“母亲健康快车”开到了家
门口，影像科医生老郑为达古拉检查了很久，说“你长
了不好的东西”，并劝达古拉尽快去赤峰市的大医院复
查。在赤峰市医院，达古拉被确诊患上乳腺癌。
“很快
安排我做了手术，现在已经没事了”，据达古拉回忆，
赤峰医院的专家很惊讶地告诉她，医院里接治的乳腺
癌患者大多数都是中晚期，像她这么早发现问题就来
做手术的，真是“太幸运了”。
现在，贡格尔嘎查的百余户人家，亲切地称“母亲
健康快车”为“牧民的医疗救助车”。每次健康快车开
进嘎查，妇女们都想法子放下手里的活计聚过来排队
看医生，有时候，家里的男人也跟过来，做检查。

医生正在询问达古拉术后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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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Support from Special Lottery of Central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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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
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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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目
前，首批5000万元正在按计划落实。

In early 2011,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decided
to allocate 50 million yuan — annually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 to set up a special
public welfare lottery of the central budget. The
money will be used to support the Medical Aid
Fund for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Suffering from
Two Cancers. At present, the first-year lotter y
has been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planned
schedule.

2“母亲健康快车”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计划启动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Financial Aid Plan
2011年11月25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
建设银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捐赠协议，启动
实施“母亲健康快车”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此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
资700万元，主要用于在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购置
医疗救治专用车辆，为当地农村和贫困妇女、少数
民族妇女提供健康咨询和义诊、免费健康检查、药
品及健康资料发放、孕产妇住院分娩免费接送、基
层医务工作者培训以及特殊病例救助等服务。这是
中国建设银行继2007年出资5000万元启动“中国
贫困英模母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后向中国妇女发

活动现场

展基金会的再次捐赠。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d 7 million
yuan to the CWDF, which has been used
to purchase medical vehicles in Xinjiang
Uyg u r Autonomous Reg ion, Q i ngha i
Province and Gansu Province and provide
health counseling, voluntar y diagnosis,
free check-ups, medicines and health care
materials to disadvantaged rural women
and women from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e funds have also been used to offer free
transportation to pregnant women, provide
training to grassroots medical workers, and
treat patients of special cases.
陈至立副委员长向建设银行颁发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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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简压缩庆典规模，中铝公司500万元支持“母亲健康快车”
Donation from CHINALCO

2011年8月15日，中国铝业公司“关爱母
亲·回馈社会”— 中铝十年·母亲健康快车
捐赠暨发车仪式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中铝公司将此次捐赠活动作为公司成立
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简压
缩庆典规模，将节约出来的500万元全部捐献
给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向贵州、甘肃、新疆
捐赠33辆“母亲健康快车”及配套医疗设备，
降低当地妇科病发病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幼
儿死亡率和新生儿患病风险，提高妇女儿童卫
生健康水平。
甄砚副主席代表妇基会接受中铝公司捐赠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1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CHINALCO)
donated 5 million yuan to the CWDF and purchased 33 vehicles and medical treatment equipment to provide
health care services in Guizhou and Gansu provinces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4“方正健康发展基金”救助患病贫困母亲  
   Founder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由北大方正集团捐助设立的“方正健康发展基金”2011
年进入了对贫困母亲“两癌”救助的实施阶段。方正集团从
2010年到2014年五年间，每年将捐赠500万元用于救助农村
贫困“两癌”母亲。2011年，方正集团首批捐助资金500万元
已全部落实到人、执行完毕，覆盖24个省（区、市），救助了
430人。

Founder Group donated 5 million yuan to provide
medical treatment to 430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in
24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受助母亲现场领取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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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徐丽泰女士检查即将投放的“母亲健康快车”

Rita Fan Hsu Lai-tai's Examination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2011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回归扶贫基金”信托人范徐丽泰女士
检查了利用“香港回归扶贫基金”项目尾款购
置的30辆“母亲健康快车”。这30辆“母亲健
康快车”将投放于云南、湖南、四川、内蒙、吉
林等地，开展流动医疗服务。
O n D e c e m b e r 3 0 , 2 011, R i t a F a n
Hsu Lai-tai,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rustee of the Hong Kong
Return Poverty Relief Fund, examined
3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purchased by the Fund.
范徐丽泰女士及宋秀岩、黄晴宜、甄砚等检查“母亲健康快车”

6“母亲健康快车”主题曲“转动幸福转动爱”发布

   Release of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heme Song
为进一步扩大“母亲健康快车”的社会影响，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专门制作了“母亲健康快车”
主题曲“转动幸福转动爱”，并于2011年11月21日、
22日分别进行了主题曲配唱及MV拍摄工作。
“转动幸福转动爱”由台湾超级偶像第三届
冠军朱 俐静、第一届季军 林宗兴与内地“糖 糖乐
团”主唱。整首歌曲风明快、清新，倡导轻松、愉悦
的健康公益，充满希望与幸福，如同“母亲健康快
车”为偏远地区妇女和儿童带来阳光一般。而其与
众不同的宣传方式，改变了公益歌曲通常的做法，
未来海峡两岸的KTV、音频、视频皆可点唱，海峡两
岸同胞都将能听到、看到这首主题曲。

主题曲发布会现场

To enhance the project's social influence, the CWDF produced a theme song for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entitled "Rolling with Happiness and Love". Recordings and a music video of the song were completed
from November 21 to 2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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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铭记党恩，情系苏区，“母亲健康快车”驶向革命老区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Visit Revolutionary Bases

福建省“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

海南省“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

江西省“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

湖北省“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

为纪念建党90周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七一”期间
分别向福建古田、江西井冈山、广西百色等革命老区发送了90
辆“母亲健康快车”，向革命老区送去了总计达1000多万元的
项目资金及物资。
同时，积极协调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000多辆“母亲健康
快车”，通过送医送药、乡村医生培训等，走村入户，探访革命
老前辈、困难老党员，为他们开展健康检查，积极开展生产、生
活帮扶活动，集中为当地群众开展“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
送健康服务”活动。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CWDF sent 9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to revolutionary
bases across the countr y, such as Gutian
in Fujian Province, Jinggangshan in Jiangxi
P rov i n ce a n d B a i s e i n G u a n g x i Z h u a n g
Autonomous Region. Donations worth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were also sent to these
revolutionary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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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妇基会组织记者赴内蒙古、重庆考察“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Journalists' Visit to Inner Mongolia, Chongqing

2011年9月5日至8日、9月20日至23日，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周
刊、当代中国画报社、新华社重庆分社、中国妇女
报、羊城晚报、重庆商报、中国健康报、新京报、京
华时报、新浪网等媒体记者对“母亲健康快车”项
目执行情况进行探访，重点访查项目执行是否符
合妇女群众健康观念宣导、知识普及的要求，是否
符合定期公益巡诊、体检的要求，是否符合紧急救
护、治疗危重孕产妇和危重病人的要求。同时调研
了项目已投放地和未投放地妇女健康状况的差异
和实际需求。
通过探访，随行记者切身感受到了“母亲健康
快车”在农村贫困地区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妇基会
记者拍摄到的“母亲健康快车”义诊场面

及各地妇联的项目执行力和公信力表示充分认可。

记者现场向受益地区妇女询问情况
From September 5 to 8 and September 20 to 23, 2011, the CWDF arranged for journalists to visit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Chongqing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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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了母婴健康——“母亲健康快车”在行动
Health Care for Mothers and Infants

“健康快车—云南关爱孕产妇活动”启动现场

2011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山
西省吕梁地区妇幼保健院产检设备存在老化和不
足、难以满足妇幼保健需求的新闻。同期，央视还
报道了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和龙陵县的孕产妇就医
接诊急需得到改善等情况。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获悉报道后的第一时
间，依托“母亲健康快车”进行紧急行动，在短短
的十天时间里，为两省共筹集了4辆“母亲健康快
车”、价值99万元的药品及物资和20万元捐款，并
在当地开展了培训、义诊和救助等相关公益活动。
“健康快车—山西关爱母婴活动”启动现场
Following a CCTV news report in May 2011 about poor medical conditions in Shanxi and Yunnan provinces, the
CWDF collected four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200,000 yuan in funding, and medicines and
materials worth 990,000 yuan in 10 days to send to the two provinces. The CWDF also provided training, voluntary
diagnosis services and medical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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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2011年，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通过整合项目资金分配，加入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借力专
家及专业机构资源，项目招投标等方式不断提升项目的专业化水平。
一年来，整合子基金项目资金近3000万元；面向河北、四川等15个省区市进行了整体招标，规范了项目的实施对
象；邀请社科院专家对项目进行了专业测评，形成了《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估报告》。2011年，继“母亲水窖”、
“母亲健
康快车”项目之后，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又荣获政府慈善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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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1, approximately 30 million yuan was collected
through sub - prog rams of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An overall bidding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in 15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Hebei and Sichuan) was held.
Experts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re invited to evaluate the project, and the Report on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released
based on their evaluation.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also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案例：
“玫琳凯创业基金”受助对象叶显俊的故事

叶显俊，女，现年45岁，四川省郫县安靖镇雍渡村4组村民，生于蜀绣世家，14岁开始学习蜀绣，期间曾一度退出蜀绣行业。
1995年在母亲的指导和帮助下重新拿起了绣花针，在从事蜀绣刺绣工作的20余年间，叶显俊熟悉蜀绣的各种针法，绣制作品
一般以双面、单面绣芙蓉鲤鱼、大熊猫、山水等作品为主，其中尤其擅长人物双面、单面绣绣制。在得到“玫琳凯妇女创业基
金”15000元扶持后，成立了显俊绣坊，目前拥有绣工20余人。随着产品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又成立了成都市起程显俊绣坊绣品有
限公司，现共有绣娘30余人，带动了当地妇女居家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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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Winner of China Charity Award

2011年7月15日，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在第六届
中华慈善奖表彰活动中荣获“中华慈善奖”。这是继
“母亲水窖”、
“母亲健康快车”获中华慈善奖后，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得的又一个国家级慈善大奖。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at the
Sixth China Charity Awards ceremony held
on July 15, 2011.

2“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10周年回顾与展望活动举行

   10-Year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Mary Kay Women's Employment Fund

陈至立副委员长向玫琳凯公司颁发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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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砚副主席代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麦予甫总裁（中）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驻华代表Renata Dessallien（右）宣布合作意向

2011年9月14日，
“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10周
年回顾与展望”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
截至2011年，
“玫琳凯女性创业
基金”已滚动投入资金1308万元，帮
助了20个省市区的36728名贫困妇
女走上了独立自主创业的道路，更有
374名妇女成为了创业带头人。
“玫琳
凯女性创业基金”在加快贫困地区妇
女思想转变、提高妇女家庭和社会地

秦国英秘书长介绍“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研究员
发布对“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的评估意见
的项目实施情况

位、推进新农村建设和贫困地区产业
化进程及提升玫琳凯公司和产品品
牌知名度等多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果。
在“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取得
明显成效的基础上，玫琳凯（中国）
化妆品有限公司宣布向“玫琳凯女性
创业基金”增资640万元，使基金捐
赠总额累计达到1971万元。
为使受助女性在得到项目资金
的同时拥有创业技能，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将与中国妇基会和玫琳凯公司
进行合作，共同实施“玫琳凯女性创
业基金”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丽贝卡·格林斯潘 受益妇女代表张丽萍在现场发言
出席活动并讲话
Up to 2011, the Mar y Kay Women's Employment Fund had allocated
13.08 million yuan to help 36,728 poverty-stricken women open their own
businesses in 2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374 of
whom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women's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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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徐丽泰女士赴四川省德阳市考察扶贫项目
Rita Fan Hsu Lai-tai's Visit to Sichuan

2011年9月1日-2日，黄晴宜理事长陪同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回归扶贫基金”信
托人范徐丽泰赴四川德阳市旌阳区考察香港
回归扶贫“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及什邡市红白
镇伤残儿童项目。

范徐丽泰女士询问学生相关情况

伤残学生资助项目座谈会人员合影

From September 1 to 2, 2011, CWDF
President Huang Qingyi accompanied
Rita Fan Hsu Lai -tai,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rustee of the
Hong Kong Return Poverty Relief Fund, on
a visit to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Deyang,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projects for injured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Hongbai Town, Sh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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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扶贫公益项目实施暨河北省农村妇女创业就业促进大会在石家庄召开
Meeting to Improve Women's Employment in Hebei

2011年12月15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河北省妇联、河北省女性创业促进
会主办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扶贫公
益项目实施暨河北省农村妇女创业就业
促进大会”在河北省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召开。此次会议旨在深入贯彻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妇女创业
就业促进行动，更好地组织动员广大妇
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在建设经济强省、和
谐河北中做出新的贡献。

Inspired by the poverty-alleviation meeting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 meeting was held in Hebei
Province to encourage women, especially rural women,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ic building
and women's employment.

5“玫琳凯妇女创业就业培训计划”项目总结交流会在四川省召开
   Mary Kay Women's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 in Sichuan

2011年12月21日，
“玫琳凯四川妇女创业就业培
训计划”项目总结交流会在成都召开。会议总结了项
目三年来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大会交流和讨论。
“玫琳凯妇女创业就业培训计划”旨在通过“授
人以渔”的方式，帮助妇女学习并提升相关产业技能，
使她们能够自强自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年
来，项目共投入资金458万元，建立培训基地38个，开
展培训357期，培训妇女27288人，为四川灾区妇女发
展生产、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做出
了积极贡献。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Mary Kay Women's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 has allocated 4.58 million yuan to
establish 38 training bases in earthquake-stricken areas in Sichuan Province. A total of 357 training courses have
been provided to 27,288 women to teach them skills for self-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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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记者赴内蒙古赤峰考察“母亲小额循环”项目
Journalists' Visit to Chifeng

2011年11月9至10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组织当代中国、人民政协报记者赴内蒙古
赤峰市考察“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一行人员
在阿鲁科尔沁旗召开项目座谈会，并逐一入
户考察。通过考察，记者一行进一步感受到了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对妇女发展带来的深
刻变化。
2010年10月，内蒙古赤峰市获得10 0万
元“母亲小额循环”项目款，扶持内蒙古赤峰
市5个旗县区、6个苏木乡镇、6个嘎查村、254
户贫困妇女和家庭发展生产，1013人直接受
益。

受益妇女的蔬菜大棚

From November 9 to 10, 2011, the CWDF arranged for journalis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China Pictorial and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Newspaper to visit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7 妇基会考察湖南花垣县“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环项目
Walmart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Project in Hunan

2011年8月18日至19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赴
湖南花垣县考察了“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
循环项目。项目通过提供资金、开展技能培训，扶持
贫困妇女发展烟叶种植、肉鸽养殖等特色产业，帮助
贫困妇女脱贫致富。
The CWDF visited the joint project with the
Wa l m a r t Wo m e n' s D eve l o p m e nt F u n d i n
Huayu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from August
18 to 19, 2011.

花垣县“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苗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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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代表团赴青海考察“陈麦乐嫦女子职业技术学校”项目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Visit to Qinghai

为学校举行揭牌仪式

2011年8月6日，由香港各界妇女联
合协进会（简称“香港妇协”）主席林贝
聿嘉任团长的香港妇协代表团一行23人
赴青海，考察“陈麦乐嫦女子职业技术
学校”项目。
青海省“陈麦乐嫦女子职业技术学
校”项目，由香港妇协和香港爱心人士
先后投资30余万元，进行了计算机教室
和校园文化建设。学校主要开展家政服
务、手工制作、旅游服务十多个内容的
短期培训项目，旨在帮助未就业妇女掌
握一技之长，保障未来生活。
考察学校
On August 6, 2011, Peggy Lam Pei Yu-dja, Chairperson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led a group of
23 members to visit the Mabel Mak Women's Vocational School in Qingha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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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妇基会考察广西“孟山都绿色中国乡村”项目待执行点

CWDF's Visit to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in Guangxi

2011年5月16日至17日，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项目办工作人员同孟山都公司项目相关
负责人员赴广西省田东县，考察了第三期“孟
山都绿色中国乡村”项目待执行点情况。考察
人员听取了当地妇联及水利部门对于项目设
计方面的介绍及对预算等问题的解答，并走
访了敬和、敬华两个屯，实地勘察了两个水源
点，了解村民用水情况，为下一步实施好相关
公益项目奠定了基础。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WDF and
Monsanto Company visited Tiandong
Coun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 e g i o n , f r o m M a y 16 t o 17, 2 011,
to examine the thi rd phase of the
Monsanto China Green Village Project.

考察人员实地了解当地村民用水情况

10“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标会召开

   Evaluation of the Walmart-CWDF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2011年1月24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召开“沃
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标会议。
2011年，
“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
环项目投放资金共计100万元，面向全国20多个省
（区、市）、自治区妇联公开招标，征集资金投入
小、收益见效快、适应市场需求、扶贫力度大的优秀
农村小额循环扶贫项目。9个省（区、市）、19个地区
的19个农村小额扶贫项目参加竞标。评标会上，评
审组成员以投票的形式确定项目初评结果，其中包
括湖南花垣县蔬菜种植项目在内的3个项目脱颖而
出，被确定为首次实施项目。

According to the vote count of the evaluation board, three projects, including the vegetable-planting project in
Huayuan County, Hunan Province, won the 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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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公益项目稳步发展
DEVELOPMENT OF OTHER PROJECTS
在整体推动三大主体项目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继续抓好“母爱复明扶贫”、贫困英模母亲救助计划、首都英模
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
“母亲绿色工程”等公益项目的实施，各类公益项目进展顺利，以不同方式为妇女群众提供
了有效服务。

1“母爱复明扶贫”工程

   Eyesight Restoration for Needy Mothers Project

2011年，完成白内障手
术12 294例，累计直接受益
人口4 4128人，间接受益 人
口264768人。项目自2005年
10月启动以来，在贵州、河
北、甘肃、宁夏、四川、新疆6
省区市投放“复明手术车”7
辆，总价值近1500万元人民
币。

护士将刚刚做完手术的贫困母亲送至休息区

In 2011, 12,294 cataract surgeries were carried
out. The Eyesight Restoration for Needy Mothers
Project directly benefited 44,128 people, and
indirectly benefited 264,768 people. Since th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October 2005, seven
medical vehicles (worth 15 million yuan) have
been a l l ocated to G u i z h ou, H ebe i, Ga n su,
Sichuan provinces,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复明手术车”举行义诊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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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
Lenovo Capital Heroic Role Models Fund

考察人员实地了解当地村民用水情况

工作人员向英烈家属发放慰问金

2011年，共拨付资助金100万元，用于资助和奖励北京市政法
系统英模及英烈家属、因公牺牲致残干警、优秀干警和生活困难
干警及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士。全年项目共资助、表彰各类人员280
人，资助1个单位，8个岗位，10个优秀项目。

In 2011, one million yuan was allocated to
award and support role model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in the system of politics and
law in Beijing. The fund provided financial
support and awards to 280 individuals,
one unit, eight positions and 10 programs.

3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资助计划

Financial Aid to Needy Heroic Models' Mothers
2011年，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 建行资助计划”项

目实际资助英模母亲1813人，发放资助金额505.25万元。
该项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出资5000万元，于2007年启
动，4年来共资助7238名贫困英模母亲。

In 2011,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provided 5.0525
million yuan to 1,813 mothers of role models.

2011

4 母亲绿色工程

Green Project for Mothers

2011年，
“母亲绿色工程”在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启动了第二期植树工程，
全年共募集了51.5万多元善款，组织了4批志
愿者赴内蒙古巴彦淖尔参与植树活动，植树
50万株。项目自启动以来，植树已达万亩。
I n 2 011, th e se co n d p h a se of t h e
G reen Project fo r Mother s was
l a u n c h e d i n D e n g k o u C o u n t y,
Bayan Nur Cit 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 total of 515,000
yuan was raised, and four groups of
volunteers were organized to plant
500,000 trees.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project, 10,000 mu of land have been
planted with trees.

东北大学将参与植树活动纳入团员教育活动内容

来自全国的志愿者参与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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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搭建公益平台，不断拓展合作领域

Public Platforms and Cooperation Areas

在认真组织实施“母亲水窖”、
“母亲健康快车”、
“母亲小额循环”等主体项目的同时，围绕妇女需求，努力搭
建公益平台，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为促进妇女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惠及库区移民
FUND FOR MIGRANT WOMEN'S DEVELOPMENT IN RESERVOIR AREAS

2011

2011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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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出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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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用于水库移民
妇女发展扶持项目，重点扶持水库移民妇女及移民家庭。
2011年10月17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云南省水富县组织召开了“水库移民
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项目研讨会，标志着这一惠及金沙江下游水库移民妇女及移民
家庭的公益项目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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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donated 30
million yuan to establish
jointly, with the ACWF, the
Fund for Migrant Women's
Development in Reservoir
Areas. The fund has been
used to set up programs to
support migr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五芳斋幸福家庭”征集活动圆满进行
WU FANG ZHAI "HAPPY FAMILY" CAMPAIGN
2011年3月27日，
“五芳斋幸福家庭”
基金成立暨全国幸福家庭征集活动启动
仪式在京举行。
“五芳斋幸福家庭”全国征集活动历
时三个月，全国共有3092个家庭在活动官
网上发布了与家庭有关的幸福瞬间和幸
福故事，近30 0万人参与了投票，最终评
选出了9个“五芳斋幸福家庭”。为配合活
动开展，五芳斋集团捐赠10000个粽子，
由妇基会在端午节前慰问了北京、上海、
武 汉、成都等城 市的贫困 妇女、孤 寡 老
人。
The Wu Fang Zhai Group
launched a threemonth campaign,
which was opened to
the public, to collect
s to r i e s a b o u t h a p py
fa m i l i es f rom acros s
China. A combined
3,092 families published
thei r stor ies on the
ca m p a i g n' s we b s i te,
and eventually 3 million
people voted to select
nine of the best for the
Wu Fang Zhai " Happ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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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家康”专项基金支持妇女创业就业
YI JIA KANG FUND FOR WOMEN'S EMPLOYMENT
2011年12月6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大唐亿
家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的“亿家康”专项基金签约启动
仪式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该专项基金致力于为贫
困地区妇女提供专业技能培训、资金支持，开展“一对一”帮
扶等多种公益服务，在帮助贫困地区妇女实现自主创业、与
再就业、提高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水平的同时，积极倡导社
会各界参与公益事业。

This fund, established by the Yi Jia Kang Company,
provides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and funding to
wome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Being offered
one-on-one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these women
have been able to open businesses, increase
incomes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ir familie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charity undertakings.

签约仪式

“玫好家园  绿色行动”助力绿色生活
HAPPY GREEN HOME PROJECT
2009年4月，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捐赠30
万元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玫好家园  绿色行动”
项目，旨在通过植树造林，改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
并通过种植的果树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增加当地妇女收
益，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2011年，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又捐赠10万
元，继续在同心县惠安新村开展项目三期，进一步对该区
域进行生态治理，加快移民区的生态建设。第三期“玫好
家园  绿色行动”计划在惠安村发展庭院果树90亩，种植
苹果树3794株；环村庄绿化65亩，种植漳河柳2500株。
玫琳凯公司员工与群众共同植树
In 2011, the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Ltd. donated an additional 100,000 yuan to carry out the Happy
Green Home Project Phase 3 in Hui'an Village, Tongxin County,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project
focuses on biological maintenan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igrant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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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证宝宝公益行动”启动
JINZHENG BABY PUBLIC CHARITY ACTION

发售会现场

2011年1月20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在菜百公司一层联合举行了“金证宝宝公益行动”启动仪式暨新品发布会。
本次发布的“家有千金”和“麒麟金童”这两款宝宝金证新品，是为配合
“金证宝宝公益行动”专门设计制作的，采用限量发行的方式，定位于高端消
费群，是专为成功人士家庭喜添千金或贵子而度身打造的，集“珍藏、保值、
纪念”三种功能于一体的珍贵典藏纪念品。这两款新品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发行，将在菜百总店及分店发售。

Wo r k i n g w i t h t h e B e i j i n g
Caibai Co., Ltd., the CWDF
launched the Jinzheng
Baby Public Charity Action
and released two specially
des ig ned g o l d a r ti cl es —
" D a ug hte r i n F a m i l y " a n d
" Kylin Gold Baby " — to be
sold for fund-raising.

   第二届“女性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举办
SECOND WOMEN'S LEADERSHIP AND CREATIVITY SUMMIT
由人民日报社、全国妇联指导，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
的第二届“女性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于2011年3月4日下午在人民日报社
开幕。
来自政界、商界、文化界、时尚界、法律界、新闻界、医学界等精英女性，相
聚一堂，共同探讨“现代女性精神与女性的社会力量”。
论坛自2010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女性、重视女性、注重发挥女性作用的重要平台。

D u r i ng the summ it, female
ta l ents f rom va r ious f iel ds,
including politics, business,
culture, fashion, law, media
and medical science,
gathered to discuss "modern
women's spirit and their soc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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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天一辈子”公益项目爱心起航
"42 DAYS FOR ONE LIFESPAN" PROJECT
2011年3月27日，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 会 雀氏母婴
关爱基金“42天一辈子”爱
心起 航仪式首 站在安徽举
行，该基金向安徽省妇联捐
赠115万款物启动“42天一
辈子”公益项目，依托省内
20家医院 和妇幼保健院向
13000多名贫困地区的母婴
提供免费“产后42天检查”
和适合母婴产后需求的增项
检查等公益活动。
向20家免费为贫困地区母婴提供体检的医院发放授权牌
The Chiaus Maternal Women and Infants Fund donated 1.15 million yuan to the Anhui Women's Federation to
launch the public charity project, "42 Days for One Lifesp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20 hospitals and maternal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in Anhui Province. Free check-ups were provided to 13,000 mothers and infant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42 days after the mothers gave birth.

  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捐品汇展举办
First Chinese Treasures Exhibition and Charity Auction
2011年4月2日，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捐品汇展在中国妇
女儿童博物馆举行开幕仪式。
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暨公益慈善拍卖会”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共同组织发起，
由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与北京金谷通宝文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具体承办。其宗
旨是通过捐赠活动及慈善捐品汇展，弘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宣传慈善公益事
业，为创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奉献一份爱心。
所有捐赠品在汇展之后择机进行慈善拍卖。拍卖所得将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用于开展“母亲水窖”、
“蓝天爱
心基金”等系列公益慈善项目。

All donated exhibits
were auctioned to raise
funds when the exhibition
co n c l u d e d . T h e C W D F,
Chinese Red Cross
Foundation and China
Children and Teenagers'
Fund have used the
funding to launch charity
projects such a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the Blue Sk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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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10699988感恩母亲原创公益短信大赛”举办
THIRD 10699988 CHARITABLE TEXT MESSAGE COMPETITION FOR MOTHERS
4月8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 者》杂
志社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
亲健康快车”办公室、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文艺之声、新浪公益频道、开心
网联合承办的第三届“10699988感
恩母亲原创公益短信大赛”启动。截
至5月8日征集结束，全国移动手机用
户参与人次约达10万，其中上传祝福
语30766条，经组委会办公室筛选后
1181条祝福语短信入围。
By May 8, 2011, approximately
10 0,0 0 0 China Mobile users
had par 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and submitted a
combined 3 0,766 messages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and
good wishes to mothers. Of
these 1,181 messages we re
chosen by the office of the
o r g a n i z i n g c o m m i t t e e fo r
further selection.

  2011“品牌中国”活动举办
2011 BRAND CHINA GALA

2011年4月18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品牌中国产
业联盟、中国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1“品牌中国（女
性）”电视慈善颁奖晚会在京举行。
12月19日，举行了2011“品牌中国”年度人物电视颁奖
晚会。晚会现场揭晓了2011中国十大品牌女性、中国（行
业）功勋品牌女性、2011中国品牌女性新锐奖、2011中国
品牌女性公益奖等奖项。晚会通过拍卖活动，为“品牌中
国·母爱基金”共筹集258万元善款。

O n A p r i l 18 , t h e 2 011 B ra n d C h i n a
(Women) Charity Award Gala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event was co-organized
by the CWDF, the Brand China Industry
Unions (BCIU) and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Women Entrepreneurs.
The Brand China Figure of the Year 2011
Award Gala was held on December 19.
A charity auction was held at the gala,
which raised 2.58 million yuan for the
Brand China Maternal Love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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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家圆”贫困家庭援助行动启动
JIAYUAN HOSPITAL'S AID TO POOR FAMILIES
2011年4月21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家圆医院联合举办的“‘孕
育·家圆’贫困家庭援助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此次活动旨在
帮助那些因不孕症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生活的不孕不育贫困家庭，让他们早日摆
脱不孕症的折磨，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
启动仪式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北京家圆医院对不孕症患者家庭的实
际情况进行考察，开通捐赠及救助电话，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实施全免费治

The Beijing Jiayuan
Hospital cooperated with
the CWDF in a joint action,
which provided medical
a i d to p ove r t y - s t r i c ke n
fam i l ies suf fe r i ng f rom
infertility.

疗。

  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暨“母亲水窖”广州行活动圆满举办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CHARITY GALA IN GUANGZHOU

秦国英秘书长向爱心民营企业家颁发荣誉证书

2011年5月16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思八达企业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财智丽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女性
智慧基金在广州体育馆举办“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暨‘母
亲水窖’广州行”活动。
参加此次慈善晚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000名民营企业
家，他们通过晚会，汇聚爱心，共同捐助万口“母亲水窖”，为
西部贫困干旱地区母亲和家庭解决饮水困难贡献力量。

Eight thousand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attended a charity gala held in Guangzhou
on May 16, 2011. They offered funding to build
water cellars in poverty-stricken drought areas
in West China to help local mothers cope with
water shor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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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连续剧《帅孟奇》拍摄启动
SHOOTING OF TV SERIES SHUAI MENGQI
2011年5月26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央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家和影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帅孟奇》拍摄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集电视剧《帅孟奇》将通过讲述杰出的女革命家帅孟奇大姐早期的传奇革命生涯和个人情感历程，试图展现帅孟
奇大姐从1919年前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至1940年春天作为一名意志坚定、思想成熟的共产主
义战士，以中共“七大”代表身份出席延安党的代表大会的革命历程，讴歌帅孟奇大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
情怀。
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全国妇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现场
The shooting of the TV series, Shuai Mengqi , was launche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May 26, 2011. The series
was co-produced by the CWDF, the audio-visual cen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superv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PC, the Xiaoxiang Film Group and Hunan Jiahe Film Culture Ltd.
Li Tieying,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13th, 14th and 15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Vice-Chairpers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0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s well as leaders from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and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ttende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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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舒曼举行“幸福梦想”慈善捐赠活动
BROSMANN HAPPY DREAM CHARITABLE DONATION
7月12日，宝舒曼—广东中山日日昕鞋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捐赠物资仪式在北京举行。
此次捐赠共计2000余双皮鞋，折合人民币约37万元，将定向捐赠
到北京、天津、河北、湖北四个省区市较为贫困的城乡地区。

More than 2,000 pairs of leather shoes
(worth 370,000 yuan) were donated
to poverty-strick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Tianjin, Hebei and
Hubei provinces.

流产后关爱项目在京启动
CARE FOR POST-ABORTION WOMEN PROJECT

2 011年9月2 4日，中国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中 华 医 学 会
计 划生育学分会、国家人口计
生 委科 学 技 术研 究 所在 京启
动了“关 爱 至 伊·流 产后关 爱
（PAC）项目”。该项目将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PAC优质服务示
范门诊，为流产后女性提供咨
询服务、促进落实避孕措施、保
护流产后女性的生殖健康等工
作，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模式。与
此同时，为了支持和推动PAC
优质服务示范门诊在全国的设
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伊爱
基金”同步成立。
启动仪式

Through this project, the PAC service has been provided nationwide, which promotes standardized counseling
services for women after abortions, spreads contraception methods and protects 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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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助力2011北京马拉松
2011 BEIJING MARATHON RACE
2011年马拉松赛首次
在国内尝试“为慈善而跑”
的慈善模式，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作为参与单位之一，
旨在借助北 京马拉松提供
的宽广平台，把爱和慈善向
社 会 进 行 传 递和扩 散，从
而让 大家都来关心支持慈
善，为慈善和爱心而跑，为
母亲和孩子的幸福而跑，让
充满爱的慈善 事业更富激
情、更加充满力量。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共 有16 名选手 参加了比
赛。
妇基会运动员为马拉松喝彩

The 2011 Beijing Marathon Race featu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heme of " Run for Charity". Sixteen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WDF participated in the race.

“百名外来务工不孕患者援助行动”启动
AID TO 100 INFERTILE MIGRANT WORKERS

2011年10月21日，由中国妇基会·天伦孕育基金、中国医师协会
联合举办的“百名外来务工不孕患者援助行动”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百名外来务工不孕患者援助行动”旨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生育
健康，拟用时一年，征集100名身患不孕不育而无力就诊的外来务工
人员进行救助，帮助他们实现生育梦想。启动仪式上，10名外来务工
不孕患者成为了首批救助对象。

This action focused on caring for the
reproductive health of disadvantaged
g ro u p s i n s o c i et y. I t s g o a l wa s to
include 100 infertile migrant workers
as beneficiaries. During the launching
ceremony, 10 work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first group to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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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师摇篮行动”项目在重庆开展教师培训
TRAINING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CHONGQING
2011年10月24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小老师摇篮行动”项目在重庆开展了为期3
天的教师培训，来自涪陵、南川区的40多名幼儿园老师，在香港资深幼教专家的指导下，
进行了专业幼教培训。
该项目于2010年正式启动，为期3年。其目的是资助贫困幼儿入园接受教育、改善
农村幼儿园环境、提升农村幼儿教育，让农村的孩子能在先进的教育体系中快乐成长。
2010年，项目已资助了南川、涪陵区的80名儿童和8所幼儿园，帮助当地幼儿园重新装
修、完善玩具配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2011年，初步确定资助15所幼儿园和120余

Three-day training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under the CWD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radle Project,
started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on
October 24, 2011.

名贫困幼儿。

“关爱”助学金座谈会在中华女子学院召开
"LOVE AND CARE" STUDENTS' SUBSIDY
2011年11月1日，
“关爱”助学金座谈会在中
华女子学院召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
国英、中华女子学院副书记黄海群以及获得助学
金的贫困大学生等出席了座谈会。
中华女子学院2011级21名新生作为受助对
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助学资助。

Twenty-one freshmen, who were enrolled
in the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in 2011,
received subsidies provided by the CWDF.
秦国英秘书长与受助同学合影

  第二届中国女性智慧公益论坛举办
SECOND CHINESE WOMEN'S WISDOM PUBLIC CHARITY FORUM
2011年11月8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女性智慧公益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九届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出席活动，并为爱心人士
及爱心企业颁发证书；甄砚副主席出席活动并致辞。

The Second Chinese Women's Wisdom
Public Charity Forum, sponsored by the
CWDF, was held at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in Beijing on November 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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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全国妇产科主任实用技能高研班举行
2011 RESEARCH SEMINAR FOR DIRECTORS ON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2011年11月24日，全国妇产科主任实用技能暨腔镜技术与内分泌疾

Twent y gynaecology and
obstetr ics exper ts were invited
to g i ve l ectu res at a resea rch
seminar on November 24, 2011, the
theme of which was "Endoscopic
Technology and Endocrinopathy".

病高研班在京举行。培训班以“腔镜技术与内分泌疾病”为主题，邀请20
余位权威妇产科专家授课，通过高层论坛、技术推介、专家授课、疑难病
例解析等多种形式，为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基层妇产科医生传授新理
论、新技术。

“红歌中国行”丁晓红2012公益演唱会举行
DING XIAOHONG 2011 CHARITY LIVE TOUR
自2011年5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授予丁晓红“母亲水窖”项目宣传大使称
号以来，丁晓红积极参与“母亲水窖”项目的宣传，倡导并发起“红歌中国行—
丁晓红2011母亲水窖”系列演唱会。首站公益演出于2011年6月在三亚成功举
办，2011年12月26日“红歌中国行—丁晓红2012朝阳公益演唱会”为第二站
公益活动。

I n J u n e 2 011, s i n g e r D i n g
Xiaohong began her charity
l ive tou r Red Songs Tou r i n
China — Sing for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臻爱传递 魅力绽放”2011慈善捐赠活动举行
"PASS ON LOVE, BOOST YOUR CHARMS" CHARITABLE DONATION
2011年11月21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安莉芳集团共同主办
的“臻爱传递 魅力绽放”2011慈善捐赠活动在上海举行。2011年活动
的主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妇女也能体验到最时尚的女性内衣产品及健
康理念，体贴及呵护她们的身心健康。本次活动中，安莉芳集团向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了价值513万元的内衣，以帮助河北省保定市易县
（满族）、贵州黔西南州（苗族）、广西防城港市（侗族）、吉林延吉（鲜
族）、内蒙古赤峰（蒙古族）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

This charitable donation, supported
by Embr y Form, provided women
from minor it y ethnic g roups with
trendy under wear and promoted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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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基会呼吁救助卢文红   上海医药24小时内捐赠救命药
CWDF CALLS UPON SOCIETY TO HELP LU WENHONG
SHANGHAI PHARMA DONATES MEDICINES IN 24 HOURS
卢文红，女，1982年5月7日出生，山东省临沂市人。1997年15岁的卢文红因鼻部右侧鼻旁长出一黄豆大小感觉有点痛
的小结节，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手术切除。此后的每年冬季手术部位都会红肿、疼痛。
2002年初卢文红再次发病，上颚骨开始溃烂。2011年年初，病情突然恶化，鼻梁骨开始溃烂，短短5天的时间鼻子全
部溃烂没了。
卢文红的丈夫打电话至妇基会寻求帮助。妇基会紧急联系到北京军区医院。
5月5日，卢文红顺利抵京，开始治疗。经杨蓉娅副院长和各位专家会诊，初步诊断为真菌感染，已相当严重。
5月10日晚卢文红开始发烧，20日高烧基本控制，但肺部又出现阴影，医生怀疑病菌已侵袭肺部。由于长期生病、营
养不良、注射大量抗生素，卢文红的身体已对多种药物产生耐药性，急需两性霉素B脂质体。
5月25日11：36，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10699988短信捐赠微博上发布了这条消息，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企
业伸出援手给与救助。26日10：09新浪艾素微博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多方动员，12点浙江绍兴的玲1216转发并@了上海卢湾
区的徐淘V，16点徐淘V联系了上海医药……17点，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生产厂家取得了联系，27日上午8点50，上海医
药打电话到中国妇基会，确认捐赠价值10万元的两性霉素B脂质体救助卢文红……这对于经济十分贫困、病情持续加重，
刚刚得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军区总医院救助的卢文红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在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爱心医院的救助下，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卢文红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面部皮肤已
全部愈合，2012年新年前夕已出院回家。

秦国英秘书长、杨蓉娅副院长、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孙长森与卢文红一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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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女性公益慈善文化传播和理论建设
CHARITY CULTURE AND CONCEPTS FROM THE FEMALE
PERSPECTIVE

  成功举行首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
FIRST CHINA WOMEN'S CHARITY MODELS AWARD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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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
公益时报社、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于2011年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华女性公
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并决定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
首届推选活动于2011年2月启动。在各省区市妇联、联合主办单位和国
内各大公益慈善组织以及社会公众推选的基础上，由推选委员会于4月底最
终推选出“十大女性公益人物”、
“十大女性公益品牌”和“十大关爱女性企
业”。
5月7日晚，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晚会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隆重
举行。

At t h e e n d of A p r i l, 2 011, t h e
election committee nominated
the Top 10 Women Public Charity
F i g u r e s , t h e To p 10 Wo m e n ' s
Public Charity Brand Projects and
the Top 10 Ca r i ng fo r Wome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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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榜单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MODELS LIST

1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特殊贡献奖
WINNERS OF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CHINA
WOMEN'S CHARITY UNDERTAKINGS AWARD

陈慕华
Chen Muhua

彭珮云
Peng Peiyun

她是一名令人们敬仰的长者。耄耋之

她心系民众，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第

年，她以对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一位，为女性公益慈善和中国红十字事业，

亲自组织策划和领导了“母亲水窖”、
“春

倾注了满腔热忱。她高举国际人道主义旗

蕾计划”等著名公益项目，为消除妇女贫

帜，印尼海啸、南亚地震都印刻着中国救援

困、保障女童受教育权利、促进妇女儿童事

的脚步。她让温暖传递，她让爱心汇聚，她

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她对

让慈善的力量如春晖光耀，泽被长远。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已
成为一面迎风招展的光辉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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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排名不分先后）
TOP 10 WOMEN'S PUBLIC CHARITY BRAND PROJECTS

    

“母亲水窖”项目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这是与干涸角逐的集结号，10年里，十几万口水窖，以母亲的名义在全国24个

省区建起。如何得与霖雨约，不共沙尘一并来，正是干旱地区充盈着的一片风景。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
120 Action for the Safety of Mothers and Infants Project
这是向生命致敬的行动：一个家庭，两条生命，生育零风险，这就是“母婴平安
120”。当生命经历着困苦，她是温暖的臂膀；当生命遭逢艰险，她是不舍不弃。

农家女助学金培训项目
Rural Women's Educational Subsidy Training Project
因为她，几千名贫困地区农村女孩走出了大山；因为她，
“农家女”成为了参与
推进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品牌。授人以渔，是关怀中的一种视野，是明天的
希望。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从天安门出发，这是一个承载着信念的车队：让母亲健康，不仅是儿女的孝
道，更是一个国家的荣耀。于是，车行过山重水复，心暖着天南地北。

“母婴平安”项目
Action for the Safety of Mothers and Infants Project
让更多的母亲安全，让更多的儿童健康。她让更多的手连成一道堤坝，抵挡疾
患。她呵护着母婴的平安，也护佑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2011

年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项目
Happiness Project — Aid to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她是伸向贫困母亲的援手，是让贫困母亲驶离贫困泥淖的舟楫。她走过中国
29个省的599个县，播洒着的，是温暖、是坚强，让天下的母亲柔情相连。

陕西红凤工程项目
Shaanxi Hongfeng Project
她起源于陕西千名妇女绣制的“红凤千花帐”，是中国第一家取之于妇女劳
动、用于妇女发展的民间基金。15年来，她资助了3400名陕西籍贫困女大学生，红
凤翩跹，润泽三秦。

单亲特困母亲“四援助”项目
"Four Aids" to Needy Single Mothers Project
她关注着单亲特困母亲，让这些母亲有一个温暖的家，让她们把明天的希望
留下。她为困难中的母亲们撑起一片艳阳天。

“微笑母亲—农村妇女‘两癌’普查普治救助”项目
Smiling Mothers — Project covering Medical Aid to Rural Women
                 Suffering from Two Cancers
这是一项惠及农村贫困“两癌”妇女的救助项目，免费普查、低价治疗、大病
救助。多年来，1000多万人受益。她把爱的光照进村村寨寨，带着她美丽的名字：
微笑母亲。

上海市外来媳妇就业技能培训项目
Shanghai Business Skills Training Project for Daughters-in-Law from
                Places outside Shanghai
融入城市是她们的梦想，获得技能是她们的渴盼。针对这些来到上海，生活
困难的“外来媳妇”，就业技能专项培训使她们与城市不再隔阂，在大上海，这
里有她们一个发展的平台和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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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女性公益人物（排名不分先后）
Top 10 Women Public Charity Figures

张平宜 Zhang Pingyi
来自台湾的她，曾是一个年薪百万的记者。为了让一个麻风康复村
的孩子们读上书，她辞去工作，辛勤奔波了十几年。在中国版图那个小小
的角落里，因为她，母性的爱熠熠生辉。

易解放 Yi Jiefang
十几年前，她因为信守一个承诺，无怨无悔投入了公益事业。内蒙
古科尔沁遇到了她。经年累月，锲而不舍，她让100万棵树在荒漠矗立。
她是生命的挚友，灌溉着八百里旱海的希望。

包陪庆 Bao Peiqing
她是 船王的继 承人，也是 爱心之海的旗 舰，她让慈善成为财富
的下一站。兼济天下是 她 生命中不舍的情怀，扶贫济困是 船王之女
的四海之心。

高向军 Gao Xiangjun
她是贫困的挑战者，在艰难的蜀道上，她就像一个披荆斩棘的领
路人。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她有化蛹成蝶的精彩、杜鹃啼血的
真情、精卫填海的壮志和夸父追日的雄心。

郭秦 Guo Qin
她是衔着使命来到人间的天使，她十七岁，公益之路却已经走过
十年。贫困若是泥淖，她在用心做舟楫；贫困若为荒漠，她要让爱成霖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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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红 Han Hong
她用歌声感动过很多人，她也用行动感染过很多人。在汶川、在玉
树、在舟曲，在出现灾难的地方，她把自己变成一首歌，让困境中的孩子
看到阳光，心中永存梦想。

刘亭 Liu Ting
她相信幸福应该属于每一位母亲，于是，她站在母亲们的身边与贫
困对峙。这是一路艰难的跋涉，她是前行中的号角，让困苦中的母亲，感
受温暖、与幸福相连。

刘岩 Liu Yan
她是折翅的天使，却在磨难中感受到给予的力量。于是，她把梦
想托付给爱心，她让坚强成为支点：一端是她曾经的苦难，一端是孩
子们的羽翼光芒。

翟美卿 Zhai Meiqing
她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也是中国私人慈善基金的第一人。她捐建
了上百所学校，心怀感恩投身公益。她让我们看到，财富真正的荣耀，是
温暖这个世界，温暖更多的人。

郑李锦芬 Eva Cheng
作为跨国公司的领军者，她带领企业开展了6500多项公益活动。
她用一次次伸出的援手践行一个企业的责任，在她的视野中，企业如人
生，真正的丰盛总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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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大关爱女性企业（机构）
（排名不分先后）
Top 10 Caring for Women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中国光大银行
China Everbright Bank
他们探索着公益理念和业务创新相结合的新方式与新途径，他们把公益雕琢成
精美的细节，公益理念被他们用心在传递，润物无声，却匠心独具。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Legend Holdings Ltd.
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企业，他们像做企业一样做公益，有目标、有方法、不
功利。他们践行着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怀仁者之心，凭敬事以济困。

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PepsiCo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从20 01年，百事公司作为“母亲水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十年间与“母亲水
窖”同发展、共壮大。从大洋彼岸走来的她们，在中国的慈善版图上留下标记，圈点
之处已如花开满天。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Ltd.
扶危济困，抗灾救灾，他们积极参与着公益慈善活动。2007年捐赠5000万元，
资助中国贫困英模母亲从困难中走出来、站起来，他们向英雄致敬，也在向母亲们感
恩。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她们是东方之珠上的一群女性，17年来，她们陆续向女性公益组织捐赠2400余
万元港币和774万元人民币，她们用爱心汇成一股巨大的能量，让香港与祖国内地，
心手相连。

2011

年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Henan Piao'an Group
灾害面前，飘安一直冲在慈善的第一线。母婴健康爱心救助，他们又让一辆
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向中国的村村寨寨。他们从古道热肠的中原走来，向善行天
下的目标迈进。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在关爱女性公益事业方面，他们坚持不懈，尽力作为，捐助“母亲水窖”、资
助贫困女生读书、捐建妇女儿童博馆……他们是海洋石油的中坚，他们也是女性
公益事业的肱股。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Perfect (China) Co., Ltd.
她是第一家捐助“母亲水窖”的企业，多年来，2000多万元捐款资助兴建的
集中供水与水窖，已经遍布6个省区的23个市县。她诠释了有爱才是完美，也让完
美与希望同在。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Ltd.
2001年，与女性公益组织合作创办“妇女创业基金”，历经十年，帮助全国3
万2千多名下岗女工和贫困妇女创办个体企业。玫琳凯不仅精心于女性时尚品质，
也倾力于携手贫困姐妹共创业、同发展。

新浪公益频道
gongyi.sina.com.cn
他们把公益慈善和广大网民联系在一起，不遗余力地传播着公益文化理念，
打造公益服务平台。公益在这里，微言博爱、滴水聚泉，传递着热忱与宽广，连接
着责任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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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举办“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
2011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5月7日，中国妇基会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成功举办了“2011中国女性公
益慈善论坛”。
本次论坛是在2010年举办首届“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的基础上，为
进一步加强女性公益慈善理论的研讨，发挥妇基会国家级公益组织在女性公
益慈善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而沿续举办的。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公益慈善文化与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下设4个
单元，分别为：公益慈善文化发展现状与建议、女性公益组织的文化建设、女
性公益慈善文化产品开发与传播、女性公益慈善文化发展方向与展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向论坛发来贺信。全国
政协副主席李金华以及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来自公益慈善理论界和实践一线
的公益慈善机构代表、爱心企业代表等共200多人参加了论坛。参会人员围绕
论坛主题和讨论单元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讨成果。

Based on the first China
Wo m e n' s Pu b l i c Ch a r it y
Forum held the previous year,
the for um in 2011 aimed to
deepen discussion on theories
re l ated to wo m en's pub l i c
charity undertakings, as well
a s to i m p rove th e l ea d i n g
ro l es of State - l evel cha r it y
o rg a n i zat i on s, such a s the
C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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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出版国内第一本《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蓝皮书》
PUBLICATION OF BLUE BOOK OF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为进一步总结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薄
弱环节，探索其发展特点和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
发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公益时报社共同编辑出版了
《2010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
蓝皮书在系统总结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围绕当前公益文化视角
下两性平等、女性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以及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5月7日，在“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上，秦国
英秘书长发布了《2010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总报告主要研究成果和信息。
《2010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填补了女性公益慈善研究的空白。

Together with the
China Charity and
D o n at i o n I nfo r m at i o n
Center and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the
CWDF published the
2010 Blue Book of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Development .

  倡议成立了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
FOUNDING OF NATIONAL WOMEN'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为充分挖掘和发挥各女性公益慈善组织的综合优势，创新女性公益慈善组织的工作载体，推进女性公益慈善组织
各类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形成配合紧密、优势互补、联合互动的协作平台，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共同发展，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倡议成立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
5月8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召开了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会议。黄晴宜理事长、甄砚副主席以及来自
各女性公益慈善机构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黄晴宜理事长就成立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的背景、指导
思想、工作原则、主要任务做了重要讲话。经过举手表决，通过并宣读了联盟成立宣言。
首批25家以服务女性为主的公益慈善组织加入了联盟。

On May 8, 2011, the CWDF
held a meeting in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at which
t h e N at i o n a l Wo m e n' s
Public Charity Association
was officially founded. A
f i r s t g ro u p of 2 5 ch a r i t y
organizations, which mainly
serve for women, joined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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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交往、拓宽渠道
加强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澳门慈善项目汇报会在澳召开
REPORT MEETING ON CWDF'S CHARITY PROJECTS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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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0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澳门慈善项目汇报
会在澳门召开。
20多年来，澳门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作为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慈善项目的参与者、支持者，累计捐款500多万元人
民币。此次澳门项目汇报会详细汇报了资金使用及项目执行情
况。澳门有关人员对妇基会慈善项目的实施情况给与了充分肯
定。
汇报会的召开，为妇基会与澳门妇女组织、爱心人士的进
一步沟通搭建了桥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T h e m e et i n g h e l p e d b u i l d a b r i d g e to
enhance CWDF 's communication w ith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engaged
in charity undertakings in Macao SAR, and
d e e p e n e d m u t u a l u n d e r s ta n d i n g a n d
friendship.

   美国基金会中心访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US FOUNDATION CENTER'S VISIT TO CWDF

2011年7月9日，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Brad Smith
先生和理事Russell Hardin先生拜访了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
秦国英秘书长向来宾介绍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的发展历程和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双方就公益机构
及公益活动有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On July 9, 2011, the US Foundation Center's President,
Brad Smith, and Board Member, Russell Hardin, visited
the CWDF. CWDF Secretar y-General Qin Guoying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and work experiences
of the CWDF.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issues related to publ ic cha r it y institutions and
activities.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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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基金会访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AMITY FOUNDATION'S VISIT TO CWDF

2011年7月21日，爱德基金会近20人来到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就加强公益慈善机构建设、品牌传播、
项目管理、制度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秦国英秘书长、朱锡生副秘书长以及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了交流。
O n J u l y 21, 2 011, 2 0 re p res e ntat i ves f ro m
the Amity Foundation visited the CWDF for
discussions on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harity institutions, promotion of brand
projects, project management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2011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赴台交流
CWDF'S VISIT TO TAIWAN
为加强与台湾公益组织的交流合作，了
解、学习台湾慈善组织先进的管理理念，宣
传、展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8月7日至13日，以甄砚副主席为团长，秦国
英秘书长为副团长的9人代表团赴台交流。

In order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public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and to lea r n advanced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promote
CWDF's projects, a CWDF delegation of nine
members visited Taiwan from August 7 to 13,
2011. ACWF Vice-President Zhen Yan led the
delegation, with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in attendance.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介绍该组织的相关情况

参访台中市爱心家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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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韩参加中日韩三国女性论坛及文化交流大会
CHINA-JAPAN-KOREA WOMEN'S CULTURAL EXCHANGE SEMINAR

2011年9月24日至29日，
应韩中女性交流协会的邀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李彩云
等3名同志参加了“第四届韩
中日女性研讨会及 文化交流
大会”。
At the invitation of
Korea- China Women's
Exchange Association,
t h re e re p rese ntat i ves
from the CWDF, including
Li Caiyun, attended the
F o u r t h C h i n a -J a p a n Korea Women's Cultural
Exchange Seminar from
September 24 to 2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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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财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FINANCIAL MANAGEMENT

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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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表
资产负

量表
现金流

动表
业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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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情况分析表（单位：万元）

2 011年，妇基会共募集
款物3.24亿元，较2010年全
年增加5 0 %，其中募集资金
2.19亿元，物资1.05亿元。

2010年和2011年收入对比图 （单位：万元）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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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情况分析

                       支出情况分析表（单位：万元）

2011年发生成本及费用
总支出22039万元，其中业务
活动支出21602万元，占总支
出的98.01%，较2010年增加
4131万元；行政管理费用438
万元，占总支出的1.99%。

资产和债务状况
2 0 11年，妇 基 会 总 资 产
3747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
84.3%；长期投资占0.67%；固
定资产占15.03%。资产结构保
持相对稳定，流动性强。

                       2011年资产结构图

2011

2010年和2011年资产变动情况表（单位：万元）

净资产状况
负债总额为293万元，
全 部 为 流 动 负 债 。净 资
产余额 为3718 6万元，较
2010年增加10781万元，大
幅增长了40.83%。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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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公信力建设不断增强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Enhanced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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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妇基会把进一步建立公开、公正、透明、规范的工作机制，贯穿
到资金募集和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内部管理更加规范有序，信息公开更加及
时准确。在《2011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会榜》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中，妇基
会综合排名第8，在公募基金会中排名第3，其中，筹款信息披露情况、财务
披露情况、信息披露机制及渠道、频次等3个方面获得满分。

In 2011, the CWDF perfected its working operations to ensure the fund-raising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s to be open to the public, just, transparent and
standardized. The CWDF also improved it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updated
publications of impor tance to the foundation's information. Among the top 25
foundations for transparency in the 2011 Forbes China Charity Foundation Charts, the
CWDF ranked 8th — and 3rd in the ranking list of public charity foundations. The CWDF
won full credit in assessment of publication of fund-raising information and finance,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channel and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releases.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监管
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ENHANCE SUPERVISION

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管控，不断规范资金使用及支出审
批流程。认真建立部门和项目台帐，对各项目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坚
持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公布资金募集和使用情况。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税
务等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国家审计署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妇基会进行财务审计后，给予较高评价。

The CWDF has strictly implemente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enhanced
funds control, and constantly standardized the use of funds and procedures
for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he CWDF has carefully set up a standing
book of departments and projects and insisted on individual accounting
for each proj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llection and details on the use of
charitable funding have been made public promp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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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章立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GREATER PUBLIC ACCESS TO INFORMATION

按照透明高效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妇基会的信
息公开制度，明确了信息公开的责任、内容和工作程序。依
托有关媒体和妇基会年报、会刊及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
全面向社会大众公开信息。目前，已做到机构信息全部公
开，捐赠信息即时发布，项目信息按实施周期定时发布。
2011年，通过妇基会网站发布信息134条。编辑印制
会刊4期，年报1期。此外，组织14批130多位捐赠单位代
表、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等赴项目实施地区亲自考察，检
查项目实施落实情况。许多捐赠者在实地考察后，对妇基
会捐赠款的使用及项目落实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

Based on p r inciples stressing transpa rency
and efficiency, the CWDF has per fected its
mechanism in opening information sources to
the public, and clarified the responsibilities,
content and procedure for opening up the
information flow. Through media, CWDF's annual
report, newsletters and website, information has
been promptly and comprehensively released
to the public.

2011

季刊、年报及时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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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记者赴项目实施地进行探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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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主要公益项目落实情况
IMPLEMENTATION OF CWDF'S MAJOR PUBLIC CHARITY PROJECTS IN 2011
2011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项目支出经
费215,666,209.65元，占2010年捐赠收入的
99.83%。为客观真实和全面反映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2011年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在日常信息
已经公开的基础上，现将主要公益项目落实信
息报告如下：

I n 2 011, CWD F ' s a p p ro p r i at i o n ex pen d it u re tota l ed
215,666,209.65 yuan, equaling to 99.83 percent of the
total value of donations received by the CWDF in 2010.
In order to showcase an objective and overall reflec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WDF's public charity projects
throughout the year 2011, the information below — as a
supplementary source for the foundation's daily updated
information — is listed for reference: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主要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一

公益项目名称

纪惠/慧贤腾飞计划

捐赠单位

纪惠集团廖汤
慧霭、汤文
亮、汤子亮

沃尔玛
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 （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联想“首都英模暨
见义勇为人士”专项
基金

金宝奖学金

捐赠时间及金额

落实地点

落实资金
（万元）

落实情况

备注

具体受助名
单可通过基
金会官网查
询

2010年6月，20万元

北京市

20

奖励了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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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100万
元，循环实施

陕西省渭南市
蒲城县、河北
省张家口市万
全县、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自
治州花垣县

100

帮扶带动315户贫困妇女
发展生产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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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人，慰问32人，表彰
150人；资助北京市民政
局核准的见义勇为牺牲
及伤残人士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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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奖励首都师范大学、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华
女子学院、北京工商大
学、北京服装学院五所
贫困优秀大学生72人次

具体受助名
单可通过基
金会官网查
询

联想控股
有限公司

2004年捐赠400万元,
协议规定每年落实25
万元。2011年续捐200
万元，其中100万元为
2012年项目款

谢王寿鴒

2011年3月捐赠
6.4万元，以及往年捐
赠余款8万元

北京市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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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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山都中国绿色乡村
2011年3月，
孟山都基金会
吉林省公主岭市
项目
65.579601万元

玫琳凯（中
2011年5月，
“玫好家园绿色行动”
国）化妆品有
项目
10万元
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
县

落实资金
（万元）

落实情况

65.580

采买显微镜、电热恒温
鼓风干燥箱、桌椅等
电教设备，完善库房建
设，并对1068名农民进
行农业技术培训

10

在石狮管委会生态移民
搬迁区--惠安村542户
农户家中，发展庭院经
济林90亩，种植苹果树
3794株；环村庄绿化65
亩，种植漳河柳2500株

飘柔至美小额循环
项目

2008年11月，
广州宝洁有限 用于本项目30
重庆市奉节县
公司飘柔品牌 万元，循环实
施

30

帮扶30户贫困妇女和家
庭发展生产

理事扶贫基金项目

2001年起陆续
香港爱心人士 捐赠15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
循环实施

15

帮扶50户贫苦困难妇女
发展成产

青海女子职业技术
学校建设项目

香港各界妇女 2011年7月，
青海省西宁市
联合协进会
2.9015万元

2.902

青海女子职业技术学校
展板铺设，粉刷教学楼
墙壁并订做135块宣传标
语牌

四川德阳伤残儿童
项目

香港大学
2011年8月， 四川省（德阳市、什
理学院1967年
9.58125万元 邡市红白镇）
毕业生

9.581

帮扶四川德阳什邡市红
白镇13名因地震导致伤
残的儿童

200

1、138万元用于建"玫琳
凯"培训基地10个，全年
培训98期，直接受益妇
女6687人；2、20万元用
于开展项目基层管理人
员培训；3、42万元用于
项目宣传，拍摄专题片

四川省（达州市、宣
汉县、市中区、威
远县、东兴区、隆
昌县、资中县、南
充市、嘉陵区、西
充县、蓬安县、营
山县、荣县、自流井
玫琳凯
区、富顺县、沿滩
玫琳凯四川妇女创业
2011年5月，
区、贡井区、大安
（中国）化妆
就业培训计划项目
200万元
品有限公司
区、旺苍县、利州
区、叙永县、泸县、
古蔺县、纳溪区、合
江县、江阳区、龙马
潭区、巴州区、南江
县、通江县、平昌
县、盐边县、米易
县、仁和区）

备注

具体受助名单
可通过基金会
官网查询

2011

公益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时间及
金额

落实地点

北京市、天津市、河
北省、山西省、内蒙古
自治区、辽宁省、吉林
省、黑龙江省、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
2007年捐赠
安徽省、福建省、江西
5000万元，于 省、山东省 河南省、
中国英模母亲-建设银
2007-2016年 湖北省、湖南省、广东
中国建设银行
行资助计划
开展专项资
省、广西省、 海南省、
助，每年约
重庆市、四川省、贵州
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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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宁波、厦
门、 深圳、三峡

2011年7月捐
赠循环金140
玫琳凯（中
万元，以及此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 国）化妆品有
前捐赠的410
限公司
万元，共计
550万元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

厦顺铝箔慈善基金

总计：

505.25

落实情况

550

用于帮扶300名贫困女性
实施母亲小额循环项目

河北省（滦平县、平
乡县、隆化县、怀安
县、万全县、丰宁满族
自治县、青龙满族自
治县、青县、磁县、昌
黎县）、云南省（昆明
市）、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浩特市）、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硕县、
吉木萨尔县）、河南省
（卢氏县）、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沙坡
头区）、天津市（宁河
县）、重庆市（黔江区、
云阳县、垫江县）、海
南省（乐东县）

1537

帮扶4000名贫困女性实
现创业就业

100

帮扶334名贫困女性发展
生产

自1998年以来
陆续收到捐赠
款合计1537万
元，循环实施

王少华女士

2009年12月捐
赠200万元，其
中100万元已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
于2010年在宁
夏、贵州落实

3284.712351
万元

报

备注

资助1813名英模妻子或
母亲，其中：北京市80
人、天津24人、河北省97
人、山西省47人、内蒙古
26人、辽宁省74人、吉林
省43人、黑龙江省42人、
上海市19人、江苏省104
人、浙江省28人、安徽省
73人、福建省41人、江西
省47人、山东省164人、河 具体受助名单
南省109人、湖北省89人、 可通过基金会
湖南省79人、广东省38
官网查询
人、广西省43人、海南省
16人、重庆市33人、四川
省118人、贵州省29人、云
南省67人、西藏16人、陕
西省65人、甘肃省56人、
青海省22人、宁夏27人、
新疆61人、大连17人、宁
波10人、厦门3人、深圳5
人、三峡1人

河北省（康保县、万全
县、怀安县）、四川省
（青神县、自贡市）、
云南省（临沧市）、内
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湖北省（麻城
市）

香港回归扶贫
项目、德家扶
贫基金、理事
扶贫基金、富
农基金、厦顺
铝箔慈善基
金、罗柏心基
金、明德慈善
会基金等

3279.462351
万元（以2011
年为统计单
元，含既往捐
赠款本年执行
资金和循环金
滚动本金）

落实资金
（万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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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主要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二
2011年，
“母亲健康快车”共发送201辆，分别投放在23个省市区。车辆由经招标后确定的生产企业—厦门金
龙客车有限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华晨金杯汽
车有限公司生产。依据不同地区和捐赠者对车辆配置的不同要求，购置价分别在10—14万元不等。

捐赠单位

捐赠 捐赠金额 落实金额 投放数量
时间 （万元） （万元） （辆）

落实情况

备 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辆（伊犁啥萨克自治州、精河
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托里县、喀什市伯什
克然木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辆（农一师十团职工医院、
农二师二十七团、农三师四十一团、农业第四师
七十四团、农七师一二六团医、石河子）；
中国铝业公司

2011年

500

500

33
贵州省11辆（息烽县、安顺市、平塘县、罗甸
县、榕江县、黎平县、册亨县、望谟县、赫章
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思南县）；

甘肃省11辆（兰州市、秦安县、平凉市、陇西
县、瓜州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县、民勤
县、庆城县、临夏县、白银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辆（焉耆回族自治县）；
新疆兵团8辆(农六师一0一团、农三师五十三团、
农七师一三一团、农九师、农五师八十一团、农
业建设第十四师、农业建设第十三师、农四师
七十八团)；
江西省9辆（南昌县、永修县、景德镇市、莲花
县、宁都县、安远县、奉新县、万年县、吉安
市）；
金叶基金

2011年

500

500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10（象州县、右江区、灌阳县、
宜州市、河池市金城江区、田阳县、上思县、梧
州市蝶山区、资源县、融安县）；
海南5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五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口市）；

福建省12辆（建阳市、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
市、浦城县、将乐县、宁化县、建宁县、沙县、
泰宁县、明溪县、清流县）
青海省西宁市3辆；
陕西省西安市2辆；
贵州省贵阳市3辆；
甘肃省银川市1辆；
广东省广州市2辆；
河北省11辆（石家庄市、廊坊市、张家口市、保定

配心电图
机、全数字
黑白超声诊
断仪

江西省9辆（南昌县、永修县、景德镇市、莲花
县、宁都县、安远县、奉新县、万年县、吉安
市）；
金叶基金

2011年

500

500

45

年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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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10（象州县、右江区、灌阳县、宜

州市、河池市金城江区、田阳县、上思县、梧州市
蝶山区、资源县、融安县）；
海南5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五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口市）；
福建省12辆（建阳市、武夷山市、光泽县、邵武

捐赠单位

捐赠 捐赠金额 落实金额 投放数量 市、浦城县、将乐县、宁化县、建宁县、沙县、泰
落实情况
时间 （万元） （万元） （辆） 宁县、明溪县、清流县）
青海省西宁市3辆；
陕西省西安市2辆；

河南飘安集团

2011年

360

360

36

贵州省贵阳市3辆；
甘肃省银川市1辆；
广东省广州市2辆；
河北省11辆（石家庄市、廊坊市、张家口市、保
定市、衡水市、邢台市）；
云南省2辆（龙陵县、腾冲县)；
湖北省武汉市1辆；
山西省5辆（吕梁市、霍州市、大同市、晋城市、
汾阳县、屯留县、新绛县、平定县）；
黑龙江省大庆市3辆；
天津市3辆
内蒙6辆（呼伦贝尔市、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
市、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赤峰市林西县、通辽
市科左后旗）；

10699988短信
捐赠者

2011年

330

330

28

重庆市10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奉节县、
丰都县、重庆市、云阳县）；
江西省1辆（抚州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1辆（固原市）；
湖北省8辆（武汉市、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恩施市、竹山县、郧
县、巴东县）；
山西省2辆（汾阳市、晋城市）
陕西省1辆（西安市）；

广东奥丽侬内衣
有限公司

湖南省1辆（浏阳市）；
2011年

60

60

4

湖北省1辆（武汉市）；
四川省1辆（成都市）
吉林省1辆（靖宇县）；

蓝天爱心基金募捐
2011年
箱捐赠者

50

50

5

山西省3辆（屯留县、新绛县、平定县）；
江西1辆（抚州市）

赠与亚洲

2011年

20

20

2

四川省2辆（西充县、泸州市江阳区）
新疆自治区1辆（莎车县）；

黄春红

2011年

30

30

3

贵州省1辆（贵阳市）；
甘肃省1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福建省妇联

2011年

100

100

10

福建省10辆（诏安县、平和县、南靖县、龙岩市
新罗区、武平县、漳平市、上杭县、连城县、长
汀县、永定县）

备 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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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单位

捐赠 捐赠金额 落实金额
时间 （万元） （万元）

投放数量（辆）

落实情况

备 注

内蒙古自治区10辆（呼和浩特市、阿拉善左
旗、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
锡林浩特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
云南省8辆（鹤庆县、西畴县、景东县、
孟连县、元阳县、剑川县、富民县、河口瑶族
自治县）；
香港回归扶
1997年
贫基金

300

300

30

四川5辆（广元市、达州市、
遂宁市、成都市）；

湖南5辆（城步县、桃源县、
津市市、石门县、张家界市）；

吉林2辆（通榆县、大安市）
江西1辆（瑞金市）；

深圳赢家服
装服饰有限
2011年
公司
（娜尔思）

20

深圳市珂莱
蒂尔服饰有 2011年
限公司

10

10

1

安徽1辆（利辛县）

品牌中国母
2011年
爱基金

20

20

2

湖南省2辆（涟源市）

2300

2300

201

合计

20

2
吉林1辆（延边州）

香港回归扶
贫基金主要
开展母亲小
额循环项
目。根据捐
赠者意见，
余款用于"
母亲健康快
车"项目

2011

年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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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主要公益项目落实情况之三
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
(元)

落实金额(元）

落实情况

备注

甘肃省通渭县陇阳乡六一村水窖500眼
宁夏西吉县沙沟乡大寨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中国光大银行员工
及客户

2,500,000.00

2,500,000.00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通洞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彭镇让地庄村、操场村集中供水工程2
处
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图牧吉镇渔场子屯、后哈达屯、小
二队、艾里黑屯浅井200眼
贵州省贞丰县白层镇那郎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纳雍县老凹坝乡新街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道真县隆兴镇浣溪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桐梓县小水乡田上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平坝县高峰镇大乐歌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城口县蓼子乡金寨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蔺市镇梨香居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巫山镇清明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金叶基金

2,700,000.00

2,700,000.00

重庆市万州区恒合乡七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拓石镇李家湾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赤水镇李家行政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云台乡凉泉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渥江镇湾田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沙田镇溪头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临港镇古田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集中供水工程3处

母
亲
水
窖

饮水思源深圳站活动

328,240.00

328,240.00

个人小额捐款

46,000.00

46,000.00

福特汽车公司

45,600.00

45,600.00

福特汽车金融（中国）
有限公司

6,450.00

6,450.00

中科院研究生院

7,652.00

7,652.00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
程有限公司志愿者

5,600.00

5,600.00

天津津城同源堂公司

330,000.00

330,000.00

汤灿

200,000.00

200,000.00

北京建设总公司

10,000.00

10,000.00

北京畅翼时空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13,000.00

13,000.00

中原集团

700,000.00

700,000.00

甘肃省秦安县王铺乡曹湾村水窖112眼

甘肃省漳县盐井乡杜家庄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甘肃省镇原县县南川乡桃源村水窖100眼

甘肃省天祝县旦马乡横路村水窖200眼

甘肃省会宁县联坪村、陈庄村、杨岘村水窖630眼

捐赠160万元,
2010年已落实
90万元

甘肃省永登县武胜驿镇兑角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广西平果县集中供水工程1处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集中供水工程3处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集中供水工程1处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1,370,000.00

1,370,000.00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江南乡尝梅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荔波县立化镇尧明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绥阳县黄杨镇龙洞堡集中供水工程1处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石门镇茶条村集中供水工
程1处

吉林延边项目
与元生蓝海贸
易（深圳）有
限公司及法国
玛丽艳公司的
资金合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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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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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捐赠单位

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捐赠金额
(元)

800,000.00

落实金额
(元）

800,000.00

落实情况

备注

新疆自治区鄯善县吐峪沟乡泽日甫村集中供水工程1
处
甘肃省通渭县通渭县马营镇长川村水窖180眼
贵州省镇宁县江龙镇蒙正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威宁县迤那镇五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深圳绿馨颜日用化妆
品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上海膜净水处理
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

50,000.00

卡姿兰公司

50,000.00

50,000.00

姚春生
张永年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陕西省汉阴县双坪镇磨坝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榕江县兴华乡吴秀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澳门妇女联合总会资
金合并使用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丹州镇卢塔村、降头村、西坪
塬村、北斗村水窖700眼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谭家营乡孟新庄村集中供水工
程1处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范家卓子乡范家卓子村、曹家
山村、高梁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七里村镇罗子塬村集中供水工
程1处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冯家坪乡寺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母
亲
水
窖

200,000.00

200,000.00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西庙乡石花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150,000.00

150,000.00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石麟镇张坳口村水窖49眼

200,000.00

200,000.00

个人小额捐款

10,000.00

10,000.00

百事员工
前田启行先生

61,000.00
100,000.00

61,000.00
100,000.00

百事（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1,100,000.00

1,100,000.00

艾默生电气(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1,878,997.00

1,878,997.00

澳门莲花慈善基金会

220,000.00

220,000.00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

340,000.00

340,000.00

甄氏集团

450,000.00

450,000.00

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
之夜--"母亲水窖"
广州行活动捐赠者

与国际关爱基金及唐奕
资金合并使用

陕西省富平县白庙管区柴玉村水窖300眼
陕西省合阳县和家庄镇东风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妥安乡罗申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九河白族乡中古村集中供水工
程1处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轩岗乡筠竹园村委会筠竹园自然
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曩宋乡瑞泉行政村小芒丙村集
中供水工程1处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松坪村上、下山脑集
中供水工程2处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拖布卡镇松坪村下大坪小组集
中供水工程1处
云南省镇沅县九甲乡登高村扎且组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长顺县摆塘乡雷坝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榕江县兴华乡吴秀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乡幸福村集中供水工程2处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太平镇王家嘴村集中供水工程5 2010年捐赠100万元，
55万元已落实,四川西
处
充县项目与国际关爱基
西藏日喀则地区纳尔乡杂龙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金资金合并使用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太平镇王家嘴村集中供水工程5 与甄氏集团资金合并使
处
用

国际关爱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石麟镇张坳口村水窖49眼

唐奕

10,000.00

10,000.00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石麟镇张坳口村水窖49眼

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
之夜--广州行活动捐
赠者资金合并使用

2011
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
(元)

落实金额
(元）

中国电信 三星电子

725,000.00

725,000.00

ITT公司

3,000.00

3,000.00

香港广东各级政协委员
联谊会

500,000.00

500,000.00

香港广东各级政协委员
联谊会

223,200.00

223,200.00

清华大学紫荆华商总裁
高级研修班

28,000.00

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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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

备注

青海省乐都县中岭乡大水泉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青海省循化县尕楞乡牙尕村、麻尕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ITT公司资金
合并使用

青海省循化县尕楞乡牙尕村、麻尕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与中国电信、三星
电子资金合并使用

西藏日喀则地区白朗县强堆乡夏吉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2010年捐赠140万
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金岭乡玉贡股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港币，2010年已落
实40万元人民币
重庆市垫江县杠家镇资会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南川区铁村乡隆兴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尚高卫浴

母
亲
水
窖

百事基金
会合作项
目

300,000.00

300,000.00

重庆市万州区恒合乡七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广西上林县白圩镇覃排街集中供水工程1处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中和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
公司
个人小额捐款

50,000.00

50,000.00

117,000.00

117,000.00

社会各界救灾款

1,000,000.00

1,000,000.00

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人民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铜梁县富果镇团实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重庆市梁平县城北乡狮子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黑龙江绥芬河富邦电能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八达镇旺子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孟山都基金会

997,882.00

997,882.00

广西田东县作登乡敬布村敬和屯、敬华屯集中供水工程
2处

国家电网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广西来宾市武宣县思灵乡古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甘露

200,000.00

200,000.00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甘田镇板宏村内麻屯集中供水工程1
处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龙景街道六居村那坡屯集中供水工程
1处

160,000.00

160,000.00

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堆纳乡功汝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139,000.00

139,000.00

27,648.00

27,648.00

1,350.00

1,350.00

北京时代天闻文化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润言投资有限公司
支付宝用户
盘锦经之纬服饰贸易有
限公司
北京鑫健乐体育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元生蓝海贸易（深圳）
有限公司
法国玛丽艳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品牌中国·母爱基金

1,200,000.00

1,200,000.00

个人小额捐款

1,910,000.00

1,910,000.00

百事基金会

680,000.00

680,000.00

2010年捐赠100万
元，70万元已落实

重庆市万州区恒合乡七星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捐赠100万元，
80万元已落实

西藏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南木林镇果唐村集中供水工程
1处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石门镇茶条村集中供水 与完美公司资金
工程1处
合并使用
湖南邵阳市岩口铺镇集中供水工程1处
福建寿宁旸尾村集中供水工程1处
甘肃、陕西、贵州、四川、广西修建水窖及集中供水工 详细落实情况请通
程
过网站或电话查询
甘肃省景泰县修建集中供水工程1处，受益人口约2000
人。制作发放宣传挂图1000套（2000张）、环保袋1000
个、饮水宣传杯1000杯；各级饮水卫生教育培训8期
（场），共1479人次。
河北省滦平县长山峪中心小学、大屯兴洲明德小学

赛莱默公
司(ITT)合
作水印计
划项目

赛莱默公司

1,700,000.00

1,700,000.00

云南省丘北县密纳小学、大矣堵小学；南华县红土坡镇
水印计划项目
中心学校、五顶山中心学校
内蒙古固阳县光明路小学、清海希望小学；扎鲁特旗工
农学校、巴彦芒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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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
(元)

落实金额
(元）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

200,000.00

200,000.00

落实情况

备注

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岩架镇弄应村小学修建学生食堂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安寨镇河固村小学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张百万小学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大水泉乡白马川联合小学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车道峪小学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门家庄乡第三小学
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荣丁中学校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江口镇佛头小学
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鸭池乡万福基点校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马鞍场镇铁山小学

金叶基金

校
园
安
全
饮
水
项
目

2,300,000.00

2,300,000.0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平楼中心校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复原乡中小学校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葛坳乡澄江小学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芦田乡初级中学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巾石乡东州春蕾小学
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湖坪乡湖坪中学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迤那镇仙马小学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王佑镇中心学校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革利中学
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营盘乡营盘中学
贵州省铜仁印江县新寨乡干家（村级）小学

澳门莲花慈善基金会

100,000.00

100,000.00

贵州省长顺县营盘乡中学

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雇员工会

100,000.00

100,000.00

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乡小学

澳门女公务员协会

100,000.00

100,000.00

贵州省榕江县兴华乡中心学校

30,194,619.00

30,194,619.00

合计

说明：因公益项目实施地区和组织实施难易度有差别，情况各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含项目实施委托执行单位）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和捐赠者意见，发生的管理成本占比在3-10%之间。由于各单项项目管理成本高低不一，
公示表中未一一列出，但已包含在落实资金中。对实施救灾类项目发生的管理成本，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自行解决和
承担。其它项目落实情况请浏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网站，有关财务数据请参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财务审
计报告》。
Note: Based on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the places/regions where the public charity projects take effect, the CWDF
(including each project's executive units by mandate) has obeyed the foundation's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onors' advice to make sure the management cost of each project takes up
between 3-10 percent of the total funding. The management cost of every individual project differs from one
another and has not been listed in the disclosure form; however, the management cos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funding of each project. The CWDF affords the management cost of all disaster-relief
project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ll other projects is available on CWDF's website. For relevant
financial data, please read the Auditor's Repor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f 2011.

2011

年

报

ANNUAL REPORT

  完善内部管理，打造优秀管理团队
IMPROVE INTERNAL MANAGEMENT, BUILD A GOOD TEAM

高度重视抓好员工思想政治建设；严格落实“四会”
制度，即一年两次理事会，一月一次理事长办公会，一季度
一次理事长办公扩大会议、一周一次秘书长办公会议，通
过会议明确任务、规范程序和推进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加大对个人廉洁自律的教育管理力度，明确规
定，对于个人廉洁自律方面出现问题的，一律予以辞退；加
大教育培训力度，着力提升员工五项能力；积极推行目标
考核责任制，建立和实行了《员工绩效考核制度》、
《员工
考核评分标准》等，做到半年一考评，对激发员工积极性、
主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T he CWD F has pa id g reat at tention to the
b u i l d i n g of co r rect po l it i ca l th i n k i n g of it s
staff, strictly implemented the "four meetings"
mechanism, clarified the foundation's tasks and
standardized working procedures. The CWDF has
also enhanced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on its
staff's probity and self-discipline building, and
provided training to improve staff's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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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开展党团活动、组织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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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事记
CWDF 2011 Chronicle of Events
1月4日

1月6日

海外留学生姜晓彤专程来妇基会捐赠10万元，支持环保公益项目。
On January 4,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 Jiang Xiaotong donated 100,000 yuan to
the CWDF to support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arity project.

在2010女性传媒大奖颁奖盛会上，
“母亲水窖”公益广告获最佳社会性别平等公益广告
奖，也是获奖的唯一一个公益广告。
On January 6, an advertisement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award of Best Non-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for Gender Equality at the 2010
Women's Media Awards Gala. It was the only non-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to win
an award.

1月10日

1月13日

1月15日

1月20日

妇基会澳门慈善项目汇报会在澳召开。
On January 10, the report meeting on CWDF's charity projects in Macao was held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在“2010中国慈善年会”上，
“母亲水窖”公益项目获“2010中国慈善高效奖”。
On January 13,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2010 China Charity
High Efficiency Award at the 2010 China Charity Annual Conference.

在2010环球慈善表彰大会上，
“母亲水窖”项目获“环球慈善项目奖”。
On January 15,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Global Charity
Award at the 2010 Global Charity Award Conference.

妇基会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行“金证宝宝公益行动”启动仪式暨新品
发布会。
On January 20, the CWDF and the Beijing Caibai Co., Ltd. launched the Jinzheng
Baby Public Charity Action, during which specially designed gold articles were
released.

1月21日

1月24日

11辆“母亲健康快车”，从北京出发驶往河北部分贫困地区。
On January 21, 11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set off from黄晴宜理事长接受捐赠
Beijing for
allocation to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Hebei.

“‘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评标会”举行。
On January 24, an evaluation meeting of the Walmart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of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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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大事记
3月4日

3月22日

妇基会主办的第二届“女性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开幕。
On March 4, the Second Women's Leadership and Creativity Summit sponsored by
the CWDF opened.

在第19届“世界水日”和第24届“中国水周”来临之际，妇基会举办“母亲水窖”校园安全
饮水计划启动仪式。
On March 22, the CWDF launched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as part
of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on the 19th World Water Day and the 24th
China Water Week.

3月27日

4月2日

雀氏母婴关爱基金“42天一辈子”爱心起航仪式在安徽举行。
On March 27, the Chiaus Maternal Women and Infants Fund launched the "42 Days
for One Lifespan" Project in Anhui.

由妇基会与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组织发起的中国首届“华夏珍品展
暨公益慈善拍卖会”捐品汇展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行开幕仪式。
On April 2, the First Chinese Treasures Exhibition and Charity Auction, co-organized
by the CWDF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Cultural Relics, opened in the Chinese
Museum of Women and Children.

4月8日

4月18日

第三届“10699988感恩母亲原创公益短信大赛”启动。
On April 8, the Third 10699988 Charitable Text Message Competition for Mothers was
launched.

由妇基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中国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的2011品牌中国（女性）电视
慈善颁奖晚会在京举行。
On April 18, the 2011 Brand China (Women) Charity Award Gala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event was co-organized by the CWDF, the Brand China Industry Unions (BCIU)
and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Women Entrepreneurs.

4月21日

由妇基会、北京家圆医院联合举办的“‘孕育·家圆’贫困家庭援助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启
动仪式在京举行。
On April 21, the CWDF and the Beijing Jiayuan Hospital launched in Beijing an action
to provide medical aid to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suffering from infertility.

4月27日
至29日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企业代表赴宁夏考察“玫好家园绿色行动”项目。
From April 27 to 29,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Ltd.
visited the Happy Green Home Project in Ningxia.

2011

4月27日

年

由妇基会主办、五芳斋集团承办的“五芳斋幸福家庭基金”成立暨全国幸福家庭征集活动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On April 27,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the Wu Fang Zhai Happy Family Fund and the
launch of a three-month campaign opened to the public to collect stories about
happy families nationwide were held in Beijing. The event was sponsored by the
CWDF jointly with the Wu Fang Zhai Group.

5月3日

5月7日

妇基会秦国英秘书长出席沃尔玛全球领导力女性部分圆桌会议。
On May 3,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attended the roundtable meeting
during the Walmart Glob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 Women's Roles.

2011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晚会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
举行。
On May 7, the 2011 China Women's Public Charity Forum and China Women's
Charity Models Award Event was held in Huaiyin District of Huai'an, in Jiangsu.

5月12日
12时25分
5月16日

妇基会创始会长陈慕华大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At 12:25 on May 12, Chen Muhua, the fi rst President of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passed away in Beijing, at the age of 90.

妇基会联合思八达企业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财智丽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女性智
慧基金在广州体育馆举办“中国民营企业家慈善晚会暨‘母亲水窖’广州行”活动。
On May 16, the CWDF, together with Sparta (Shanghai) Ltd., WSL (Shanghai) Ltd. and
the Chinese Women's Wisdom Fund, held the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arity
Gala —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in Guangzhou.

5月20日

由妇基会和云南省妇联共同主办的“母亲健康快车—孕产妇关爱活动云南行”公益活
动在云南省保山市举行。
On May 20, the CWDF and the Yunnan Women's Federation jointly launched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 Caring for Maternal Women in Baoshan, Yunnan.

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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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妇基会、中央纪委监察部电教中心、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家和影视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制作的20集电视连续剧《帅孟奇》拍摄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On May 26, the shooting of the TV series Shuai Mengqi was launche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 series was co-produced by the CWDF, the audio-visual
cen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superv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PC, the Xiaoxiang Film Group and Hunan Jiahe Film Cultur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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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

5月30日

第三届“感恩母亲原创公益短信大赛”评审会在京举行。
On May 27, the Third Gratitude to Mothers Text Messages Competition held its review
meeting in Beijing.

由妇基会、山西省妇联、山西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共同主办的“母亲健康快车—关爱母婴
行动吕梁行暨天伦孕育基金基层医师培训工程”公益活动在山西省吕梁市举行。
On May 30, the CWDF, the Shanxi Women's Federation and the Office of Shanxi
Provincial Working Committee on Children and Women co-launched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 Caring for Maternal Women and Infants Tour in Lvliang, Shanxi.
During the event, a training project for grassroots medical workers, supported by
Tianlun Pregnancy Fund, was also launched.

6月19日

丁晓红“红歌中国行—
‘母亲水窖’系列音乐会”首站活动在“国家海岸”三亚海棠
湾举行。
On June 19, the first concert of singer Ding Xiaohong's live tour for charity Red Songs
Tour in China — Sing for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was held at Begonia Bay in Sanya,
Hainan.

6月30日

百事基金会宣布向妇基会捐资500万美元，以帮助中国农村部分缺水地区解决安全用
水问题。
On June 30, PepsiCo Foundation donated US $5 million to the CWDF to help solve
water safety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suffering from water shortages.

7月4日

7月8日

7月9日

7月12日

妇基会在“七一”期间向革命老区发送了90辆“母亲健康快车”。
On July 4, the CWDF allocated 9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to
revolutionary bases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On July 8, the Fund for Migrant Women's Development in Reservoir Areas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Brad Smith先生和理事Russell Hardin先生拜访妇基会。
On July 9, the US Foundation Center's President, Brad Smith, and Board Member,
Russell Hardin, visited the CWDF.

妇基会和圆明园管理处举行签约仪式，共同启动“逛圆明园灯会、为母亲水窖捐款”
活动。
On July 12, the CWDF launched a public fund-raising for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t the Yuanmingyuan Imperial Garden.

2011

7月12日

7月15日

7月17日

年

广东中山日日昕鞋业有限公司向妇基会捐赠物资仪式在京举行。
On July 12, Guangdong Zhongshan Ririxin Shoes Ltd. donated materials to the CWDF
in Beijing.

“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在第六届中华慈善奖表彰活动中荣获“中华慈善奖”。
On July 15,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received the China Charity
Award at the Sixth China Charity Awards ceremony.

由妇基会主办、五芳斋集团承办的“分享幸福的味道”幸福家庭全国征集活动“水墨江南
温情之旅”在嘉兴举行。
On July 17, the "Sharing the Taste of Happiness" Nationwide Collection Activity was
held in Jiaxing in southern China. The activity was sponsored by the CWDF and
supported by the Wu Fang Zhai Group.

7月21日

7月26日

8月6日

爱德基金会近20人来到妇基会进行交流学习。
On July 21, 20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Amity Foundation visited the CWDF for a
friendly exchange.

“母亲公益林示范基地”揭碑仪式在妇基会“母亲绿色工程”一期植树基地举行。
On July 26, the "Model Base of Mothers' Public Charity Woods" was established at
the location of the CWDF's Green Project for Mothers Phase 1.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林贝聿嘉率领香港妇协代表团一行23人赴青海，考察妇基
会陈麦乐嫦女子职业技术学校项目。
On August 6, Mrs Peggy Lam Pei Yu-dja, Chairperson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led a group of 23 members on a visit to the Mabel Mak Women's
Vocational School in Qinghai.

8月7日
至13日

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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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甄砚副主席为团长，秦国英秘书长为副团长的9人代表团赴台交流。
From August 7 to 13, a nine-member CWDF delegation visited Taiwan for a friendly
exchange. The delegation was headed by ACWF Vice-President Zhen Yan, with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as deputy head.

中铝十年·母亲健康快车捐赠暨发车仪式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
On August 15, a launching ceremony marking CHINALCO's donation of Health
E 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to the CWDF, was held in the Beijing
Conven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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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

8月31日

9月1日
至2日

9月5日
至8日
9月20日
至23日
9月14日

9月22日
至25日
9月24日
9月27日

“水卫士行动”携手“母亲水窖”节水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On August 25, the Water Safeguard Action, which joined efforts with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母亲中国·爱心水窖”慈善晚会在广元会展艺术中心凤凰大剧院举行。
On August 31, the Mother China — Love with Water Cellars Charity Gala was held in
the Phoenix Theater in the Guangyuan Exhibition and Art Center, in Sichuan.

范徐丽泰女士赴四川德阳市旌阳区考察香港回归扶贫“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及什邡市红
白镇伤残儿童项目。
From September 1 to 2,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visited the Revolving Loans for
Mothers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Return Poverty Relief Fund, in Deyang,
Sichuan, and projects for injured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Hongbai Town, Shifang.

妇基会组织记者分赴内蒙、重庆对“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探访。
From September 5 to 8 and from September 20 to 23, the CWDF organized a press
tour to visit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in Inner Mongolia and Chongqing.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10周年回顾与展望”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On September 14, the 10 -year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Mar y Kay Women's
Employment Fund was held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百事基金会考察“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云南、贵州项目。
From September 22 to 25, PepsiCo Foundation inspected the School Safe Drinking
Water Program, under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Yunnan and Guizhou.

“关爱至伊·流产后关爱（PAC）项目”在京启动。
On September 24, the Post-abortion Care (PAC)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第五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京召开。
On September 27, the eighth plenary meeting of CWDF's fifth council was held in
Beijing.

2011

10月12日
至13日
10月16日

10月17日

10月19日
至22日
10月21日

第十三届中国复明扶贫流动眼科手术车研讨会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
		 From October 12 to 13, the 13th Seminar on Vehicles for Eyesight Restoration
		 Surgical Operations was held in Shijiazhuang, Hebei.

妇基会助力2011北京马拉松，16名代表参与“为慈善而跑”。
		 On October 16, 16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WDF participated in the 2011 Beijing
		 Marathon Race themed "Run for Charity".

妇基会在云南省水富县组织召开了“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项目研讨会。
		 On October 17, the CWDF held a seminar on the Fund for Migrant Women's 		
		 Development in Reservoir Areas Project in Shuifu County, Yunnan.

中国光大银行一行30人赴贵州考察贵州“母亲水窖”公益项目实施情况。
		 From October 19 to 22,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a Everbright Bank visited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Guizhou.

由中国妇基会·天伦孕育基金、中国医师协会联合举办的“百名外来务工不孕患者援助
行动”大型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On October 21, the Aid to 100 Infertile Migrant Workers public charity activity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WDF-Tianlun Pregnancy Fund and the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Association in Beijing.

10月24日

11月1日

11月8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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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基会“小老师摇篮行动”项目在重庆开展了为期3天的教师培训。
		 On October 24, three-day training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s part of the CWD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radle Project, started in Chongqing.

妇基会“关爱”助学金座谈会在中华女子学院召开。
		 On November 1, the CWDF held a seminar on the "Love and Care" Students'
		 Subsidy in the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由妇基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女性智慧公益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On November 8, the Second Chinese Women's Wisdom Public Charity Forum,
		 sponsored by the CWDF, was held in the Diaoyutai State Guesthouse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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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至22日
11月21日

“母亲健康快车”首创主题曲“转动幸福转动爱”录制完成。
		 From November 21 to 22, the theme song of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Rolling with Happiness and Love", was recorded.

由妇基会、安莉芳集团共同主办的“臻爱传递  魅力绽放”2011慈善捐赠活动在
上海举行。
		 On November 21, the "Pass on Love, Boost Your Charms" charitable donation
		 scheme was co-launched by the CWDF and the Embry Form Group in Shanghai.

11月24日

11月25日

“2011年全国妇产科主任实用技能暨腔镜技术与内分泌疾病高研班”在京拉开序幕。
		 On November 24, the 2011 Research Seminar for Directors in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the theme of which was Endoscopic Technology and Endocrinopathy,
		 started in Beijing.

妇基会与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捐赠协议，启动实施“母亲健康快车”
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计划。
		 On November 25, the CWDF and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igned a donation
		 agreement in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o launch an aid plan for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12月5日

12月6日
12月9日

“凤鸣朝阳·迎新晚会”红歌中国行——丁晓红2012朝阳公益演唱会启动式在京举行。
		 On December 5, Ding Xiaohong's live tour Red Songs Tour in China continued to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s a charity concert to welcome in the New Year of 2012.

“亿家康”专项基金签约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On December 6, the Yi Jia Kang Fund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在新疆儿童中心大楼院内举行了5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启
动仪式。
		 On December 9, fiv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were donated to
		 wome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t a ceremony held in the Xinjiang
		 Children's Center.

2011

12月15日

12月19日

妇基会扶贫公益项目实施暨河北省农村妇女创业就业促进大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
		 On December 15, the CWDF launched a poverty-alleviation public charity project
		 in Shijiazhuang, Hebei. A meeting was also held to encourage rural women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building of local economy and women's employment.

2011品牌中国年度人物电视颁奖晚会在京举行。
		 On December 19, the Brand China Figure of the Year 2011 Award Gala was held in
		 Beijing.

12月21日 “玫琳凯四川妇女创业就业培训计划”项目总结交流会在成都召开。

		 On December 21, the Mary Kay Women's 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 in Sichuan
		 held a meeting summing up its experiences in Chengdu.

12月26日 “红歌中国行”—丁晓红2012朝阳公益演唱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On December 26, Ding Xiaohong's charity concert in Chaoyang, one stop of her
		 live tour Red Songs Tour in China, scored a resounding success.

12月30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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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丽泰女士检查了由“香港回归扶贫基金”项目款首批购置的30辆“母亲健康快车”。
		 On December 30,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inspected the first group of 30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purchased by the Hong Kong Return Poverty
		 Relief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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