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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慈善总会“一张纸献爱心行动动员部署会”于 4月 16 日在京召开。

慈善总会创建和运行的“一张纸献爱心行动”捐赠网站开通包括支付宝、财付通、

移动互联等在内的线上支付渠道,具备在线捐赠、信息公示、互连互通等各项基

本功能并得到强大的云计算中心的支持。“一张纸献爱心行动”自 2008 年迄今，

已在部分省区试行，已成功免费为 2000 多名先心病儿童实施手术治疗。

★ 近日，2015 郑州慈善志愿者工作站“爱心基金及爱心银行”启动仪式在

郑州举行。“爱心基金”通过授权募捐的形式，鼓励各慈善志愿者工作站自筹自

募慈善专项基金，遵循“谁募集谁使用”的原则，配合慈善总会匹配的爱心资金，

共同支持各工作站开展慈善活动。截止目前，该市已建立 65 家慈善志愿者工作

站，涵盖社区、医院、机关、企业、学校、NGO等各行各业，在全市掀起“人人

做慈善，个个献爱心”的热潮。

★ 2014 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全年募捐收入 7.30 亿元，其中包括募捐资

金 6.88 亿元。该会在探索募捐的新渠道和新方法上取得成效：开展积分捐赠活

动，共有 3万余人参与银行卡积分捐赠；“万人网上捐”活动得到 33 家门户及企

业网站的支持；搭建二维码捐赠平台，简化捐赠方式；与麦德龙合作建立“食品

银行”捐赠模式；拓展购物卡、代金券等有价票券的捐赠种类；探索互联网+慈

善义拍形式，实现慈善拍卖由网下向网上的延伸。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基金管

理，至 2014 年底，该会（不包括区县分会）有专项基金 213 个。

组织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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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0 日，妇基会“母亲水窖”与康师傅优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开

启“点点滴滴，优水悦人心”慈善活动。采用多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方式，改善

饮水困难地区群众饮水健康问题：线下，通过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健康跑为载体；

线上，通过手机 QQ 甩水滴、咕咚 APP、滴滴打车等多个平台开展相关活动。 预

计首批善款将达到 600 万元。

★ 4月 24 日，中国社区基金会与社会创新治理研讨会在天津举行，顾朝

曦、张静、张建岷等人出席参加。同时，天津市首个社区基金会——桃源居社区

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以及桃源居社区公益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桃源居公益事业发

展基金会通过资金支持、理论研究、输出管理等方式，将社区基金会这一社区治

理模式从深圳成功复制到重庆、天津。通过公共服务和各类社会组织把分散的多

元的群众组织培育起来，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从而壮大了社区的资源

力量，为我国的社会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探索和谐社区建设之路提供宝贵

的借鉴经验。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环境保护部 4月 13 日发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环境保护部的通知明确指出，《征求意见稿》是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关于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专章的规定，推进公众参与工作有序开展。

《征求意见稿》即根据《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这是环保部首

个统领性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也是新《环保法》配套文件之一。其目的在

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畅通

参与渠道，促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健康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公益慈善工作分工确定

4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

见》，明确重点工作的部门分工。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的工作将涉及民政

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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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扶贫办、中国残联等多个部门。涉及的重点分工领域有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

作、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 截至 4月 24 日，基金会总数达 4358 家，其中公募基金会 1499 家。2014

年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排名前十情况如下：

中国扶贫基金会 6.13 亿元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4.68 亿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4.22 亿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3.54 亿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3.02 亿元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69 亿元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68 亿元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0.98 亿元

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 0.98 亿元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0.95 亿元

● 中国慈善家榜：掀起大额捐赠新浪潮

4 月 28 日，中国慈善榜在京发布。入围慈善家 199 人，总捐赠额 219.02 亿

元。自 2008 年以后，慈善榜历届入围慈善家捐赠总额一直在 100 亿元左右徘徊。

本届仅 199 位上榜慈善家，却募得 219.02 亿元的捐赠总额，可谓突飞猛进。

众多年度捐赠额突破亿元慈善家的出现是主要原因之一，共有 25 位，合计

捐赠 190.32 亿元，占总捐赠额的 86.87%。如扩展到 5000 万元以上的捐赠额，

则共有 41 位慈善家，合计捐赠 200.79 亿元，占总捐赠额的 91.68%。

除此之外，在教育领域出现更多的大额单笔捐赠。

新尚集团唐立新向重庆大学捐赠 3亿元;西部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陈远东向北

大捐赠 2亿元;重庆康德实业集团卢朝康捐赠 1.6 亿元修建綦江中学和綦江陵园

小学;阳光城(控股)集团林腾蛟向福州大学捐赠1.3亿元;万达集团王健林捐赠1

亿元用于建设川师大广元万达中学;北京健坤投资集团赵伟国向南开捐赠 1亿元;

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家族向西安交大捐赠 1亿元;吉林康乃尔医药有限公司宋治平

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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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吉大捐赠 1亿元;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游志胜向川大捐赠 1亿

元……

从捐赠方式上看，成立相关公益慈善机构成为一种趋势。

2014 年 2 月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承诺首期将捐赠 4亿元作

为慈善基金会的运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北滘园林项目与顺德善耆养老项目。

马云、蔡崇信二人捐赠 2%的阿里集团股份主要用于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

基金将着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

还有很多人选择向自己(或所在企业)早前已经发起成立的基金会再次捐赠。

例如：陶欣伯向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捐赠 6500 万美元，党彦宝燕宝慈善基金

会捐赠 1.5 亿元……

企业家们已经不满足于捐钱捐物的初级慈善阶段，转而追求更高级别的专业

慈善，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正在成为专业的慈善家。这与慈善事业的社会支持分不

开。2014 年年初，民政部、全国工商联就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

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意见》，2014 年年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在鼓励、支持慈善捐赠的整体氛围下，2014 年的慈善

捐赠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趋势在 2015 年及以后必将继续延续。

中国青基会携手美国如新集团（NU SKIN）搭建全国救助平台

4月 9日，青基会和如新集团共同主办的“新梦想、心希望——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捐赠仪式”在京举行。如新承诺将在未来

10年向青基会捐赠 1亿元用于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预计将有 1万名贫

困家庭患儿受益，如新将开始全力打造全国层面的先心病救助平台，帮助更多的

先心病患儿获得新生。

2013年底，如新在青基会设立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先后在云南、吉

林、黑龙江等地落地救助，上百名贫困家庭患儿获益并恢复健康。截至目前，已

救治近 3,500名贫困先心病患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新意识到先心病救治并

不止于手术的救助，通过前期筛查让患儿及早就医、培育专业医疗团队从而拓展

先心病医疗技术、提供志愿者服务为患儿及其家庭带来身心灵的同步帮扶，只有

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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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四位一体的救助链条，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系统的先心病救助，为更多的先

性病患儿家庭带来希望。据了解，截止到目前，如新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志

愿项目中累计已有超过千人次志愿者，陪伴、服务了 3000多位患儿及家长。前

期筛查和义诊项目也取得卓越成果，共计为超过 9.23万贫困儿童提供免费先心

病筛查，其中超过 1200位先心病患儿因为及时发现病情，得到尽早的治疗和救

助。

如新大中华区域总裁范家辉表示：“公益已经走出自发捐款、简单行善的初

级阶段，公益的真正立意是要去推动环境的变化、平台的改善乃至价值观的建立。

我们希望通过前端政策的引导，将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列入国内新生儿常规必检项

目之一，从而帮助先心病患儿实现早期诊断和干预，真正地降低先心病的病死率

和致残率。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优秀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救治

贫困先心病患儿的平台上来，集结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这个难题。”

◆ 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织信息协同平台（CNC-Nepal）共识

4月 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强震。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即与北师大共同召集

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员机构代表和其它相关机构召开第一次协调工作会。为能安

全高效有序响应“4·25尼泊尔地震”，会议决定建立“尼泊尔地震-中国社会组

织信息协同平台”，并于当晚制定紧急响应阶段信息协同机制。

4月 26日，“信息协同平台”所有参与机构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召开第二次

协调工作会。扶基会、青基会、妇基会、壹基金、爱德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社

会福利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红十字会等机构均派代表参加，同时，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办公室）、国际计划、亚洲基金会、救助儿童会、美慈中

国等国际机构也派代表参加。

会上每个机构分享了各自所开展 4·25尼泊尔地震响应工作及近期计划，之

后对此次联合应对的定位、与政府的沟通报备、统一行动大本营建立、西藏灾区

的响应行动以及如何更大发挥协同作用等问题，达成协作共识、确立了协作方向。

中国社会组织第一时间紧急响应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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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紧急响应，扶基会、青基会、壹基金、爱德

基金会等迅速开展救援活动。

4月 25日，妇基会第一时间与西藏妇联取得联系，紧急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

迅速做出部署，成立 “4.25尼泊尔西藏地震紧急救援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和

接收救援物资及灾后重建物资、资金使用落实信息的披露办法，并向社会发出援

救倡议，开辟 8条捐赠通道。

4月 25日晚，首批为西藏地震灾区募集的 20万元 1000个“母亲邮包”暖心

包已运往地震灾区，第二批价值 30万元的“母亲邮包”也已装车完毕，近日将

发往灾区。

妇基会在腾讯、支付宝、新浪、众筹网、优酷等平台为社会公众开通 8个便

捷的捐赠通道，仅 3天时间募集善款近 72万元。许多爱心企业积极响应，积极

捐赠善款和物资，表达对灾区妇女儿童的关爱。

4月 28 日，滴滴快的宣布向妇基会捐款 100 万元，支持“母亲健康快车”公

益项目，主要用于为尼泊尔、西藏地震灾区配备医疗救护用车；广东富迪慈善基

金会通过向尼泊尔、西藏灾区捐赠价值 100 万元妇女卫生用品；北京怡安方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妇基会捐赠资金 100 万元。

◆ 两年过去，雅安怎么样？

3月 26日，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他们向社会通报了

一年来作为政府与民间组织枢纽平台的成绩单。

4月 20日，基金会中心网在北京发布《基金会雅安地震两周年善款流向总

结》报告，分析两年来全国 30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雅安灾后重建的情况。扶基会、

深圳壹基金等组织也纷纷发布自家的两周年报告……

政府与民间合作模式初探

4·20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政府部门对接公益组织的工作迅速展开。由共青

团四川省委牵头的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芦山街头的雨篷

中成立，代表省政府正式建立起与社会组织对接的接口，同时提供服务和有序引

导。

2014年 3月，由省市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组成的

省市社会管理服务组，共同发起成立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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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雨中的服务点、到服务中心，再到群团中心，一个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

平台完成升级。灾后重建中，雅安市以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为平台，通过建立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外地组织陪伴式孵化、政府购买服务三种方式，支持、培育

永远“不走”的本土社会组织，促使公益服务在基层灾区落地生根。

一年的成绩单

群团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21个、项目资金合计 1255万元，通过群团基金会对

接公益项目 178个、项目资金 2.11亿元，累计联系企业 90余家，争取意向性合

作资金达 4000万元，编制和储备公益项目 1368个……这是群团中心成立一年来

交上的成绩单。

两年过去，不少外来社会组织在项目结束后已从灾区撤离，但灾区长远发展，

离不开长期持续的专业社工服务，社会组织本土化需求迫切。

芦山地震发生后，全国 700多家社会组织先后来到灾区开展各类服务，成为

应急抢险和灾后重建中的一支有生力量。

“4·20”芦山地震后，民政部在发布《关于四川芦山 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

灾捐赠活动的公告》，不再公布民政部捐赠账号，也没有再指定几个固定的基金

会来接受社会捐赠，而是鼓励个人和单位向任意有救灾宗旨的公益组织和救灾部

门捐赠。

据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5年 4月 20日，全国共有 339

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累计募集款物 18.92亿元，震

后两年累计支出款物 13.81亿元，占总募集额的 73%。

面对如此大量的社会资源，群团中心也希望能引导社会组织有序使用，不要

资源重复或浪费，但并不会干涉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营造公益生态圈

据介绍，群团组织和服务中心的模式已经在四川省逐渐铺开，在 100多个乡

镇设立群团中心的服务点，能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让触角更加深入民间。

成都市义工联合会负责人表示，雅安鼓励外来社会组织吸纳本地志愿者参与

服务，儿童关爱中心的社工几乎全是雅安本地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本土社工

可以长期留下来推广服务项目，“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模式，培育不走的公益力

量是工作目标之一。”

雅安地震 19亿元款物已支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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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雅安地震两周年善款流向总结》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5年 4月 20

日，共有 339家基金会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募集款物 18.92亿元，震

后两年累计支出款物 13.81亿元，占总募集额的 73%。其中扶基会支出 1.83亿元，

深圳壹基金支出 1.48亿元，妇基金会支出 1.41亿元。

在已经披露详细用途的 11.81亿元款物中，6.38亿元用于包含学校、医院、

敬老院、交通设施、社区活动中心和过渡安置板房等基础设建设，3.5亿元用于

大米、食用油、煮食工具、防雨布、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发放，9255万元

用于开展小额信贷、生态农业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动，还有 2525万元用于

发放奖助学金、1920万元用于减防灾教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