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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7月23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全国妇联发

展部、民盟江苏省委、江苏省妇女联合会、中共常州市

委和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15中国女性公

益慈善·新常态下女性扶贫创业论坛”在江苏常州举

行。联合国有关机构代表、国内知名学者、公益机构代

表和爱心企业代表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前女性扶贫创

业的重大意义，分享了女性扶贫创业的实践经验，交

流了今后帮扶女性脱贫减贫和创业就业的重点方向。

论坛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11家机构共同成立

“女性创业公益联盟”，这也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为助力女性创业就业而实施的“@她创业计划”的实

质举措。现将论坛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Editors' Note: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 in the New Normal was 
held on July 23 in Changzhou, a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forum was hosted by CWDF, the Department 
of Women's Development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Jiangsu Women's Feder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 
Representatives of U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scholars talk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shared related experience. Eleven institutes established 
the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Charity Alliance during the 
forum. This is an effort of CWDF to implement its @Her 
Busines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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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致词（摘编）
Speech of Zhang Meiying,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1th CPPCC and First Vice-Chairperson of China 
Democratic Leauge Central Committee

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我国的贫困人口中，妇女仍然

是社会地位低、拥有资源匮乏、生存状况堪忧的群体。在她们中间蕴藏着脱贫致富

的强烈愿望和巨大的潜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经济新常态下妇女创业就业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

遇。要通过各种类型、多种途径的扶贫措施，缩小男女在享有资源和发展机会上的差

距，促进男女平等，创造一个新的最有效的扶贫模式，向全世界证明，投资妇女、赋权

妇女是扶贫中最高效的途径。要主动适应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产业转型升级带

来的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新工具对妇女创业就业提出的新要求，多种渠道开展教育

和培训，提高妇女创业和就业能力，其中要特别关注失业以及农村转移城镇的女性的

就业需求，激活她们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潜能，在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中

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聚焦女性扶贫创业
2015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召开
2015 WOMEN'S CHARITY FORUM FOCUS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ENTREPRENEURSHIP



5

4.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扶贫研究
中心主任、国务院扶贫办原党组成员司树杰致词（摘编）
Speech of Si Shujie, Vice-President of China Old Revolutionary Area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s China 
Educ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Center and former Member of 
Party Group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为打好扶贫攻坚战，国家层面提出了落实好“四个切

实”和“四个一批”的具体举措：“四个切实”即：切实落实领导的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

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的党组织建设。“四个一批”是：到2020年前，通

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脱贫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

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对广大妇女的扶贫创业就业扶持是扶贫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方

面，是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2. 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讲话
Speech of Huang Qingyi, President of CWDF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and First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长期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把赋权女性作为核心理念，把助力妇

女创业扶贫作为工作重点。今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顺势而为，启动了

“@她创业计划”，全面地实现女性创业项目的转型和升级，带动更多女性

在互联网+的新业态中主动作为，以实现自身全面的新发展。

今天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十家爱心机构共同发起启动“女性创业公

益联盟”，进一步形成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相关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

价值共享。关于“女性创业公益联盟”的未来发展，一是各成员单位要切实

加强行业自律，始终围绕联盟宗旨开

展活动；二是要加强联盟成员单位间

的互助合作，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作

为联盟的牵头单位，认真履行协调服

务和指导职能；三是要通过开展项目

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多渠道、多

领域助力妇女创业就业；四是要加强

队伍的自身建设，使联盟可持续健康

发展。

3.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甄砚主持论坛
Zhen Yan, Vice-President of CWDF,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of Social and Legal 
Affairs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former Vice-President and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chaired the forum.

5.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盟江苏省委主委曹卫星致词（摘编）
Speech of Cao Weixing, Vice-Governor of Jiangsu and Director o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

公益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崇高事业，近年来，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女性公

益慈善组织和广大慈善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打造“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等多个女性

公益品牌。江苏民盟坚持在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努力为社

会做好事，做实事，连续21年在甘肃边远地区开展农村教育行动，并形成特色品牌，目前已建立

了甘肃天祝、贵州毕节等数个教育帮扶工作联系点，活动使9900人次受益；围绕现代农业、沿

海开发等主题，举办江苏民盟系列专家行活动，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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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扶贫新战略 助力女性创业发展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
Adopting New Strateg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orting Women's Businesses
—Qin Guoying, CWDF Vice-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综合性难题，在扶贫开发攻坚战当中，必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

局面，女性脱贫有助于逆转贫困的代际传递，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7年来在扶贫和促进妇女发展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以需求为导向，打造立体化扶贫项目体系；以创新为动力，为项目注入生机与活力；以赋权为核心，

着力提高妇女发展能力；将价值与管理、传播有机组合，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扶贫创

业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努力在精准化扶贫中实现项目效果最大化；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公益，扶持女性创

业；三是积极开展女性能力培训，搭建社会支持网络。

1

女性创业 - 慈善公益新思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国别主任 Hannah Ryder（芮婉洁）
New Thoughts about Women's Businesses and Philanthropy
—Hannah Ryder, Deputy Country Di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致力于人类的发展，加强与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合作，分享妇女赋权和慈善发展方面的

国际经验，探索改变慈善事业治理能力，提升消除贫困和增强公平能力的可行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一切可能的

支持。为了促进妇女经济赋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为各行业的女性提供优质岗位，为创业女性提供更好的创业环

境和为她们培训更好的管理和创业技能。

为了顺应互联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她创业计划，旨在整合资源，创造良

好的创业环境，支持妇女创业，最终提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通过支持女性创业，减贫扶困，才能真正实现最终的

目标。

 联合国妇女署女性经济赋权战略与在华实践
—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协调员郭瑞香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UN Women in China
—Guo Ruixiang, Project Coordinator of UN Women

联合国妇女署关注女性赋权，促进男女平等，主要采取了四个战略，一是改变宏观政策，用数据

说服政策决策者改变政策，加大政策推动，来保护女性权益；二是在可持续发展中让女性发挥作用，通过培训和技能，设

立一些鼓励女性参与的项目，和教育机构和环保机构合作，开展对女性的专门培训；三是促进农村妇女发展，让女性发挥

作用，主要通过和社区合作，增强女性领导力，参与社区政治生活，赋权妇女，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这是经济赋权的关

键领域；四是关注就业移民保障，防止女性被边缘化，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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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发展能力现状及对策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李国祥
Efforts to Promote Rural Women's Empowerment
—Li Guoxiang, Researche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妇女的创业能力，整体上应该说是偏弱，妇女的创业能力在动员组织资源能力、开拓市场能力、

企业管理能力方面，差距比较明显。当前，提高妇女创业能力，赋能妇女的社会组织，如妇联、妇基会发挥的作用比较明

显。另外，提升妇女创业能力，权益保护要相辅相成，教育培训、考察交流也是必不可缺。提高妇女发展能力除了政府支

持之外，也要引导整个社会，包括慈善组织的参与，发挥优势作用。

夯实基础强素质 搭建平台拓空间 谱写巾帼创业就业新篇章
—江苏省妇联副主席顾敏
Laying Solid Foundation and Building Platform for Women to Start Businesses
— Gu Min, Vice-President of Jiangsu Women's Federation

江苏省妇联主动适应新常态，把促进妇女创业就业作为服务大局、服务妇女的神圣使命和重

大责任，致力于激发广大妇女的创业热情和创造活力。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

实践。

一是抓基础，增强妇女创业就业的真本领，以培训为先导，3年来，全省共举办各级各类培训800多场次，为近10万

名从业妇女开展创业就业指导培训；二是抓载体，拓展妇女创业就业的新空间，全力打造96338智慧家政服务电商等平

台；三是借助互联网+引导妇女先行先试，支持有意愿的妇女开网店，全省首批认定了30个巾帼特色电子商务专业村，

90个巾帼示范农家乐；四是抓整合，推动出台优惠政策，为促进妇女的就近就地创业就业提供保障。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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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及实践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集团事务副总裁邰祥梅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ractices of Pepsi 
—Tai Xiangmei, Vice-President of Pepsi China

公益或者是慈善项目只是一个优秀企业公民的一个部分，百事公司定义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一是要生产出健康的合格产品，供应给消费者，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环境，生产环节对环境造成最

小的负面影响；三是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以企业文化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人才。

百事公司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合作15年之久，公益项目涵盖“母亲水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灾后救援等，对

公益总计投入1亿多元人民币，这是百事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是对政府、企业，还是公益组织，帮助女性就业，永

远都没有尽头，百事公司愿意与大家继续携手共进，做得更多更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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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里的幸福生活
—延安梁家河村受益妇女代表袁玉兰
My Happy Life
—Yuan Yulan, a beneficiary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Liangjiahe Village, 
Yan'an

袁玉兰， 54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人，有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2008年，袁玉兰开始种植苹

果树，由于山高水低，交通不便，管理起来十分困难，果树生长缓慢。2011年，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捐助、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组织实施的“母亲水窖”项目在梁家河村建成。这一变化，给像袁玉兰一样的果农带来了新的希望，重新燃起了种

植果树的热情。如今，“母亲水窖”项目已经运行4年，不仅满足了果树的用水，而且还带动了周边村庄的发展，是妇基会、

是中国海油实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的希望和梦想。目前，她种了6亩苹果树，每年能产苹果6万斤左右，收入10万

块钱不成问题。

她未来 成就未来的她—大业传媒集团总裁苏忠
For the Future of Women—Su Zhong, President of Daye Media Group

大业传媒为创业妈妈搭建了一个互联网平台—她未来，成就未来的她，主要为创业妈妈提供

优质的商品、优质的项目。大业认为，帮助女性创业，可以获得心灵价值的提升，促进企业的发展；帮

助女性创业，改变妇女的创业理念，可以影响到她的家庭、她的孩子，是民族发展的核心。

落实光伏扶贫 助力农村发展
—南方电网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公司团委书记谢旭
Solar Power Project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Xie Xu, Deputy Director of Party Work Department of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把光伏扶贫项目放在贵州威宁经过了细

致的调研，威宁年光伏小时数达到1400多小时，资源丰富，这也很好地契合了精准扶贫的要求，为扶

贫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项目需由当地政府联合村组建一个项目的实体，由它进行项目的前期申报以及后期获得收益的

分配执行，威宁光伏扶贫项目每年收益40万元，项目实体可确保收益用到需要帮助的妇女手中。

女性扶贫创业  以商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张晶
Using Business to Solve Social Problems
—Zhang Jing, Vice-President of Mary Kay (China)

“支持女性成就梦想”始终是玫琳凯最为关注的社会议题，14年来，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通

过小额无息循环贷款帮助7万名中国女性创业，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中国女性创业的动机：她们有的

是为了生存，让孩子和所爱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社会带来了经济价值；有的是为了自立，不依附于他人，过上有尊严

的生活，为社会带来更健康和谐的氛围；有的是为了爱，为了帮助更多人，帮助社会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发展创造

价值……实际上，玫琳凯发现女性创业所需的是全方位的支持。在经济新常态下，融入互联网思维模式，聚合社会资源，

让更多人能关注女性创业，让创业女性获得更好的商业和社会回报，显得尤为重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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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中华 四海同心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总经理董兵
Philanthropy Benefits Chinese Women
—Dong Bing, General Manager of Perfect (China) Beijing Office

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母亲水窖”、“母亲邮包”、“母亲健康

快车”等项目在社会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也帮助了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妇女和儿童，完美非常关注女性

事业的发展，热心参与“母亲水窖”和“单亲母亲帮扶”等公益项目。慈善的作用不应该是短暂的，而应该是长久的，完

美公司也一直在思考新时代、新常态下完美公司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还应该怎么做。完美期待在新常态下通过

互联网让更多的贫困母亲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女性创业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未来，完美公司也会一如既往

继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关注社会公益项目，大力支持女性公益慈善发展。

让公益融入你的生活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
Charity Is Part of Life
—Sun Yi,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encent Foundation

作为互联网领域成立的第一家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公益一直致力于做人人可公益的支持者。

通过推出月捐和乐捐的公益众筹产品，实现人人可参与的小额捐赠。截止2015年6月，公众通过腾讯

公益平台的捐款，已达到4.5亿。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腾讯公益想为发起项目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搭建一个方便快捷

的平台，同时赋予公益轻松、快乐、简单、健康，一款探索型的公益产品今年上线—捐赠步数。在这个案例的探索中，

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移动互联网+”下的公益一定是立体的、多赢的、互动的、温暖的。每一个普通的用户都在互联网

的对面，在手机的另一端，他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这个项目打动了他，触动了到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才会做。

女性创业与社区重建
—北京商道纵横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郭沛源
Women'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Guo Peiyuan, General Manager of SynTao Co., Ltd.

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开采。人口流动（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是

发挥人口红利的基础，但也几乎摧毁了原有社区的体系。未来三十年，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

度，社区体系都有必要重建起来，因为社区是连接家庭与社会的重要桥梁。社会结构变迁要赶上经济结构变迁的步伐。

社区功能涵盖社交功能、服务功能、经济功能等等，失去经济功能的社区是残缺的、不稳定的，女性创业有助于发挥和

巩固社区的经济功能。公益组织要发挥优势，搭建平台，促进女性创业，促进社区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对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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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共识
CONSENSUS OF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2消除贫困，让所有人共享富裕、平等，是人类进

步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Alleviating poverty and ensuring that all people 
enjoy wealth and equality are basic requirements of 
human's progress and our missions. 

我们认识到，实施以人为本的扶贫战略，需要经济上的

扶持，更需要从社会、文化、环境上进行改变，提供人文关怀、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中改变传统观念尤为重要。赋权和

增权女性，可以提高家庭经济水平，更有利于子女的教育和能

力提高，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认识到，对妇女的扶贫，要注重物质的帮助，更要重

视精神的培育，用共同的梦想凝聚人心，让妇女具有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在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实践中发挥出宝贵

的能动性，在文化价值上，对国际扶贫事业作出我们的贡献。

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动力和财富

Encouraging people to create businesses and 
innovate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era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finis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我们认识到，实现有稳定收入、有社会保障、能实现自身

价值的职业期待，是帮助妇女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支持妇女

成功创业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矛盾。

我们认识到，充分利用创业就业的政策、资金，充分利用

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新模式，充分利用多样化的优质职业

培训，助力下岗失业妇女、女大学生、返乡创业女性获得新兴

职业需要的技术专长，提高适应能力。在多方支持下，助力女

性以创业创新的不凡业绩演绎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4在“向贫困宣战”号令的鼓舞下，全社会都激荡

着支持扶贫和创业的热情

Inspired by the call of fighting poverty, people are 
passionate about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tarting 
businesses. 

我们认识到，扶贫开发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女性公益组

织责无旁贷。我们要进一步开放组织边界，提高跨界合作和创

新能力，最大限度地为扶持贫困女性汇聚更多的资源。

我们认识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秉持开放融合、创

新求变的理念，开拓对话交流的平台，建立互动互赢的机制，

实现资源整合的有序高效，实现扶贫投入的准确精细，形成上

下齐动、多方参与的社会大扶贫格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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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

经济转型的历史交汇点上

China is experiencing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reform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我们认识到，经济转型的攻坚闯关必然带来嬗变的阵

痛，移动互联网风生水起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可能

性。我们有幸见证和亲历时代的变革，要振奋精神，迎接新常

态带来的种种挑战，把握时代为女性创造的机遇。



发挥典范引领作用  展现女性慈善优势
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仪式在江苏常州举行

MODEL INDIVIDUALS AND UNITS AWARDED AT CEREMONY IN JIANGSU PROVINCE

Under the 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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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关心支持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爱心人士、机构和企业齐聚太湖之滨—江苏常

州，共同参加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典礼。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于

2011年启动，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三

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十一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获得了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终身成就纪念”。

The biennial selection of Chinese Women's Philanthropy 
Models, has been held since 2011. Gu Xiulian,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0th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Youth and Zhang 
Meiying,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1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First Vice-President o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were honored the "Chinese women's philanthropy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at the third selection in 2015.



九、十届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范徐丽泰；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曹其真获得“中国

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特殊贡献奖”；澳门妇女联合总会获得“支

持妇女发展特别荣誉称号”。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友

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

基金会主席杨澜；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缪力；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研

究员杨团；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北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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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懿；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创始人王奕鸥被评为“十大女性

公益推动者”。

香港善学慈善基金联合创办人赵曾学韫、澳门明德慈善

会理事长颜婉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

凌锋、山东省兖州煤业安全技能培训中心教师张文莉、福建

省福清市龙田镇前坑村党支部书记余芳、海南成美慈善基金

会秘书长刘英子、新疆博乐市博冶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武

静、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兆兰、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

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广西贵港市市政管理监察支队工作人员

韦雪明被评选为“十大女性公益人物”。

“单亲困难母亲救助”、吉林网姐电子商务培训项目、金

沙回沙·接老乡回家、全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关怀行动、“校园

安全饮水”、白衣天使基金、“女童保护”项目、“安心应急”项

目、爱心妈妈团、蒲公英成长计划被评为“十大女性公益品牌

项目”。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口可

乐中国、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西藏卓玛医院有限责任公司、郑州海

龙实业集团、江苏亚东建设发展集团、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被评为“十大关爱女性企业”。为推动、倡导志愿服务

精神，本届推选活动还特设“女性公益志愿者团队”，这个奖

项授予了蒲公英项目志愿者团队。

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由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公益时报社、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公益

研究院共同主办，旨在传承慈善精神，弘扬慈善文化，让始终

坚守责任、勇于担当、作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感受到光荣与自

豪，感受到社会的推崇与赞扬，从而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女性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

The selection is hosted by CWDF, China 
Philanthropy Times, China Charity Information 
Centre and China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event's goals are spreading philanthropic spirit 
and promoting philanthropic culture by honoring 
individuals and units that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in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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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益

北京世妇会20年，聚焦女性公益发展
—2015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创新艺术展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CELEBRATING CONFERENCE'S ANNIVERSARY, PROMOTING WOMEN'S PHILANTHROPY
—2015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HELD 
AT UN HEADQUARTERS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中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2015女性

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艺术展于纽约时间9月22日在美国联合国总部举行。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the 2015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was held on September 22 in New York. The summit was hosted 
by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und (UNSDG-F), CWDF and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AFA).

联合 国 经 社 理 事 会主

席、韩国常驻联合国大使Oh 

Joon，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

长徐浩良，中国民间组织国

际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尤建

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

理事长、秘书长秦国英，美中

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百事公

司高级副总裁Rosado-Shaw，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对外事务副总裁张晶，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胡瑞连以及来自国内的优秀女企业家代表等百

余名中外嘉宾出席了论坛。论坛由美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丽主持。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明确了全球妇女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行动

措施。20年来，中国妇女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参与上进步显著，平等享有教育、健康、

社会保障权利与男性基本持平。

今年是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年，又即将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妇女峰会，举办此次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论坛

暨创新艺术展，旨在通过国际论坛、妇女手工艺作品展及旅游公益投资分论坛等形式，生动展示中国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成绩。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韩国常驻联合国大使Oh Joon 发言

Oh Joon, President of the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and Ambassador and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Republic of Korea to the UN, speaks during the summit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韩国常驻联合国大使Oh Joon说，15年前联合国通过

了《千年发展目标》，强调消除人们对妇女儿童的歧视，但实施起来还有困难。今年

9月，由193个成员国承诺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了

“实现性别平等和赋权所有的妇女及儿童”在内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人类

发展有更美好的未来。实现这一发展目标，要求各方要有共同意愿来消除偏见，要有

推动政策的能力，要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建立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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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徐浩良发言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秦国英发言

Qin Guoying,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WDF, speaks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尤建华发言

You Jianhua,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NGO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peaks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中友好协会共同宣布启动可持续发展旅游项目

UN SDG-F, CWDF and SAFA representatives announce to implement the Women in Sustainable Tourism Program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徐浩良说，赋权妇女不仅是消除贫穷，而且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最好途径。加强妇女地位，不仅是每个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而且是家庭、女童和国家的权利。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的力量已

成为变革的推动力。建立国家、企业、社会平等对话和通力合作将成为妇

女发展未来的大格局。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秦国英作为1995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的亲历者，就世妇会带给我们的变化、世妇会的核心价值、世妇会带给中国女性公益的

进步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同时，秦国英副理事长介绍了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女性公益组

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坚持赋权女性，围绕减贫、创业、助学、健康、生态保护、家庭

关怀等重点领域，汇聚社会资源，发挥了女性公益组织在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中

的中国经验。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尤建华在会上发言指出，在积极应

对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正获得越来越宏大的国际视野，为

应对这种新形势与新常态，民间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不断加强国际间

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妇女赋权和妇女发展。

论坛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中友好协会就

女性可持续发展旅游项目合作达成共识，并宣布该项目启动，拉开了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与联合国机构多边公益合作的序幕。

During the summit, the organizers reached consensus on the 
Women in Sustainable Tourism Program and announced to begin 
the program's implementation. This marks the start of CWDF's 
cooperation with UN agencies.

Xu Haoliang, UN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and UNDP 

Regional Directo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s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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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展示女性优秀文化创意作品、产品

Display of outstanding creative works of 

women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宣布首期向非洲捐赠价值100万元人

民币项目资金及物资，用于支持非洲妇

女发展公益项目。全国政协常委、联合

国首任环保艺术大师袁熙坤向大会赠送

女娲补天雕塑作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稀捍行

动”共同成立“女性文创发展基金”，已

筹集资金200余万元人民币，该基金有

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女性文化创意产业

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CWDF announced the donation 
of  1,000,000 yuan (about US 
$167,000)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 ts  women's publ ic  wel fare 
programs in Africa. Yuan Xikun,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PPCC and Patron of Arts and 
Environment, donated his sculpture 
artwork to UN SDG-F and CWDF.

The Women's Arts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Fund, 
established by CWDF and Xihan Action, has collected two million 
yuan (US $317,460) to help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women'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famous brands. 

论坛现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带

来了近250件由中国女性创作的优秀文化

创意作品。大多都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她创业计划”扶持的贫困妇女创作

的，这些作品制作者通过公益组织的公益

项目扶持摆脱贫困。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支持

了本次活动。

随后，嘉宾分别围绕“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业合作推动女性发展”、

“赋权女性与可持续发展”两个专题展开研讨。

Participants discussed the topics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to promote 
women's development and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国际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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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共识
CONSENSUS REACHED AT THE SUMMIT

195世妇会《行动纲领》、《千年发展目标》坚持这样的基本立场，两性平等是人权和社会公平

正义的体现，也是平等、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

Both the Platform for Action (adopted during the Beijing Conference in 1995)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tick to the stand that gender equality reflects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It is also the precondition for equality,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北京行动纲领》至今仍是有关妇女赋权最全面的全球协议。20年来，越来越多无可辩驳的

证据表明，赋权妇女就是赋权人类。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adopted in 1995) remain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ocument 
for the global cause of women's empowerment.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it has been 
proved by many evidence that empowering women means empowerment of all mankind.

3国家在《行动纲领》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责任主体，非政府、特别是妇女组织的力量已成为变

革的推动力。建立国家、企业、社会平等对话、通力合作将成为妇女发展未来的大格局。

The states are main bodies to implement the Platform for Action in every sectors, while 
NGO, especially women's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promoters of reforms. The equal 
dialogue and thorough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forces 
will be the future of women's empowerment.

4大数据时代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普及，展现了科技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力量，也为妇女

发展创造了巨大空间，同时，新的矛盾也将出现。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mobile Internet has showed the huge strength of 
technology in enhancing human's progress and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s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new contradictions will appear.

5由193个成员国承诺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了“实现性别平

等和赋权所有的妇女及儿童”在内的17项综合的、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确 

       保人类发展有更美好的未来。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reed by 
193 member nations, contains 17 goals that are relevant to one another and can be 
separated, which include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ing all women and 
children," to ensure a brighter future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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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女性国际公益慈善晚宴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
BANQUET EXPAN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A'S WOMEN'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纽约当地时间9月26日晚，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中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2015女性国际公益

慈善晚宴”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办。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中国民

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秘书长尤建华，纽约州议会众议员Micheal Dendekker先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以及支持本次活动

的中国优秀女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近百人出席了晚宴。活动上，嘉宾对如何参与慈善、参与慈善的意义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并向

爱心企业家颁发了证书。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为支持本次活动的企业家颁发证书

Meng Xiaosi, Vice-President and Member of Secretariat of the ACWF, presents certificates to the event's sponsors

Philanthropy Worldwide

国际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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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创业者手工艺品进行

展示和义卖

Display and charity 

sale of women's 

handmade crafts

蒂芙尼集团捐赠首饰及与该公司高管

早餐会作为拍品参与竞价

Tif fany donates jewelry  and 

luncheon for auction

竞拍人获得拍品

A winner of the auction

此次活动是继2014年女性

创新艺术展之后，再次将中国女

性传统手工艺创意艺术品展示

在国际舞台上，吸引了包括蒂芙

尼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对

中国女性传统手工艺品的浓厚

兴趣。同时借助此次义卖，生动

展示了中国女性积极参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不懈努力，向国际社

会传播了中国女性公益慈善的

声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

艺术传承保护及妇女发展现状

的了解，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女性

公益慈善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当晚共有30多件来自中国的女性手工艺作品、文化创意品在会场展出并对

部分作品进行了义卖。参展的优秀文化创意作品，包括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书

画、剪纸、布艺、彝绣、羌绣、景泰蓝银制手工艺品等，其中备受瞩目的剪纸、织

绣等艺术作品，均出自妇基会“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扶持的女性创业者之手，她

们将现代艺术设计理念融入传统作品中，使传统技艺得到提升，绽放现代艺术的

光芒。每件作品与公益都有着不解的情缘，创作这些作品的女性通过公益项目扶

持正在逐渐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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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
旅游公益投资分论坛在加勒比海圣马丁岛举行
SUMMIT HIGHLIGHTS ROLE OF TOURISM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AINT-MARTIN ISLAND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旅游教育基金、加勒比海地区圣马丁政府、美中友好协会共同合作召开的2015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

际论坛旅游公益投资分论坛于当地时间9月25日在加勒比海地区圣马丁岛举行，通过发展旅游业摆脱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

与会者的共识。

法属圣马丁最高行政长官Madame La Prefete女士、法属圣马丁经济发展部副部长Wednel Cocks先生、法属圣马丁旅

游部长Hon.Jeanne Rogers-Vanterpool女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中国妇女旅游委员会执行会

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旅游教育基金执行主任熊玉梅，加勒比海投资论坛创始人Felicia J. Persaud女士以及来自中国旅游

行业的专家学者、有关旅游机构的代表、优秀女企业家代表等百余名中外嘉宾出席了论坛。

加勒比海地区圣马丁政府有关部门特别介绍了当地政府为促进微小企业及扶持女性参与旅游经济推出的系列政策支持措

施，如成立专项基金等，同时也表达了圣马丁岛仍是一片投资的处女地，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加强旅游交流合作，促进

经济发展。

Officials from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Saint-Martin introduced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upport small enterprises a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such as establishing a special fund. The officials 
expressed their hope that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invest to the island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ouris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国经验的分享环节

Sharing China's experience

Philanthropy Worldwide

国际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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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中特别加入中国经验分享环节，福建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海峡旅游学院院长郑耀星，润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郭利峰，北京老舍茶馆有限公司董事长尹

智君等中国的专家和女企业家代表与加勒比海圣马丁投资发

展的同行交流分享了各自经验。

中国妇女旅游委员会执行会长熊玉梅发言

Xiong Yumen,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na 

Women's Tourism Committee, speak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在论坛上发言，她

指出，旅游产业是有效减少贫困

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球仍有10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为

此，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将旅游

业作为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推出可持续

旅游消除贫困计划。中国是旅

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2011-

2015年，通过发展旅游带动了

超过一千万的贫困人口脱贫。将

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旅游产业开

发的全过程，将有助于推动女性

发展。

中国妇女旅游委员会

执行会长熊玉梅说，圣马

丁岛只有两万人却支撑起

每年200万人的旅游规模，

这个数字让人惊讶。中国

也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使之成为扶贫战略中的重

要推手。中国到2020年要

扶持6000个乡村发展旅

游业，使他们中的1200万

人脱贫。她强调女性在旅

游管理服务方面的先天性

优势，使女性在旅游扶贫

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角

色，并为贫困地区经济发

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法属圣马丁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Wednel Cocks先生致欢迎辞

Wednel Cocks, Vice-Minis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aint-Martin, gives 

welcome speech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秦国英发言

CWDF Secretary-General 

Qin Guoying speaks

法属圣马丁旅游部长

Hon.Jeanne Rogers-Vanterpool女士

介绍圣马丁的旅游投资环境和旅游发展规划

Hon.Jeanne Rogers-Vanterpool, Minister of Tourism of 

St. Martin, speaks about loca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plan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加勒比海投资论坛创始人

Felicia J. Persaud女士介绍论坛有关情况

Felicia J. Persaud, founder of Caribbean 

Investment Forum, speaks



这 是我是第二次参加香港社企峰会，上一次是4年

前的2011年。这4年来，香港的社会企业发展一

直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特别是如何吸引私人资本为社

会企业发展所用，非常适合内地的实际。近年来，社会企

业和社会投资在内地骤然升温。2015年6月，首届中国社

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暨联盟大会在深圳举办，原定规

模500人，结果来了800多人。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一个面临诸

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问题大国。社会企业是为着解

决社会问题而生的，面对社会问题的痛点，天降大任于

斯。所以说，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使命的呼唤。

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的压力，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以养老

为例，市场需求100，市场供给仅为10，市场需要1000万

养老护理员，目前合格的仅为30万；第二是经济下行的

压力，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服务业，通过创新驱动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至

22

Opinions

公益论点

Editors' Note:
Nowaday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ilanthropy and 

business, nonprofits and profi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is not that clear any more. Free 
commercial services and paid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have 
showed us great possibilities of further innovations. The 
following is excerpt from the speech of Mr. Xu Yongguang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15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held in Hong Kong.

少防止急速下滑。

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的热词。公益

创投、慈善信托也上了国务院会议。政府加快推出公私部门合作的

PPP，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在鼓励和保护民办

教育、医疗、养老社会投资方面，国务院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宏观环

境为社会企业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

从市场需求层面看，据权威研究报告，在未来5年内，到2020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万亿人民币，是当前市场供给量

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产业规模也是8万亿。民办教育，包括民

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在3万亿

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普惠金融、扶贫产业、有机

农业、残疾人就业和家庭服务业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今年上半

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金额就达2万亿，其中包括大量的公

共服务采购。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将刺激数万家、乃

至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生长。这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社会企业的发展还有一个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球背景。

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协同共享

一篇文章

读懂社会企业

LEARN ABOUT SOCIAL ENTERPRISE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文

摘编自南都公益基金会公众号

导       语：

今天，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免

费的商业+收费的公益，这种颠覆式的社会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

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编者根据徐永光先生在2015香港社企

民间高峰会开幕主题的演讲摘编出此篇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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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带动了市场创新，进而推动了社会

创新。阿里巴巴免费给数百万人带来了创业、就业机会，我曾

说，“马云最公益，所以马云最赚钱”。现在，利用腾讯微信平

台，2分钟就能免费开通微店，微店注册用户已超千万，每天营

业额超4亿，直追淘宝。只需一部智能手机，退休老人可以老

有所为，小学生可以自己挣钱买书，残疾人在家动动手指头就

能自食其力了。还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借助互联网电商平

台，成为返乡创客，发起再造故乡的新上山下乡运动。

互联网经济的秘密是，遵循信息产品共享性的规则，用

公益的手段做商业；而社会企业的秘密是，遵循解决社会问

题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规则，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今天，公

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免费

的“商业+收费”的公益，这种颠覆式的社会创新，给我们带来

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

当今世界，无论是互联网+，或是+互联网，无论是公益、

商业还是社会企业，只要它实实在在带来了社会创新，节约了

社会资源，解决了社会问题，我们就要欢迎和支持它。它不赚

钱，但有效创造了社会价值，要支持；它创造了社会价值，同时

又赚了钱，还分了红，还能让资本流动起来，吸引更多的投资

把商业模式做大，让更多的人收益，我们更应该支持。

在社会企业领域，有一个分不分红的观点分歧，姑且把

它看成社企投资分配模式的左、中、右之辩。左派认为，社会

企业不能分红，最多可以按原值收回投资；中间派主张有限分

红；右派则认为社会企业就是企业，是否分红完全由投资人

决定。我持右派观点。 

社会企业作为企业，要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

实现财务的可持续的目标，保持三重底线，已经难乎其难，不

宜再有其他捆绑。就我对中国内地社会企业的观察，如果附加

“不分配利润”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发展。其一，这类社会企

业只能靠捐款或变相捐款投资，私人资本进不来，股权不能流

动，无法吸引私人资本投资，进而无法满足社会和民生需求；

其二，这类社会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机制、人力资

源政策上形同公有制小企业，加上道德捆绑、道德审判，让你

无法放开手脚；其三，不分配利润意味着企业财务压力降低，

产品成本、价格不真实，削弱了竞争动力和产品品质，低效

率可以原谅，亏损了还可以再找捐款。我们知道，市场最重要

的机制是优胜劣汰，社会企业的淘汰率按理说比一般企业更

高。但许多NPO式社会企业却在逃脱淘汰，活不好，死不掉，

长不大，做着做着，又做回了NPO。在内地，由NPO转型、主

张“不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大多如此。

在英国，社会企业同样面临着所谓“资金黑洞”。英国社

企联盟2011年发布的《成长中的社会企业：社会复制调查》。

通过对20家有社会特许经营计划的社会企业的深度访谈发

现：因其商业特性，资助方不愿给予捐赠；因其特许经营社会

特性，资本市场望而却步。最新发布的《2015年度英国社会企

业调查报告》称：39%的英国社会企业认为缺乏资金支持是

制约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而主流中小企业受此困惑的只

占5%。

下面举一个国内案例。浙江绿康老年医院是一家专门收

治失能失智老人的民办医院，建院7年，收治老人700多人。面

对市场刚需，供不应求；又受限于非营利的民非体制，无法做

大。去年，医院改制为企业，引进风险投资。一年内，医院服务

规模翻翻，服务质量提升，投诉率下降，成本下降, 效益提升。

可望明年上市。同时报告一条消息，深圳残友集团也有三家子

公司正在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最近中国慈展会推出的社会企业认证办法就规定社会

企业可以分配利润。私人资本投资社会企业，唯有把企业做

得更好，才有利可图，这符合资本的逻辑，也合乎中国商业文

明传统中“义利并重”的思想。孔子说过：“义以生利，利以平

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宋代浙东

学派陈亮说得很直白：“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

是有理”；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

虚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今天融合科技、商业与慈

善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运动，都是穿越时空的人类智慧闪

电，让我们一起用心灵来感悟、用双脚双手来身体力行吧。

(文章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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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Plus Charity

互联网+公益

妇基会积极参与腾讯“99公益日”活动
CWDF JOINS TENCENT'S CHARITY ACTIVITIES

2015年9月，互联网“99公益日”启动。

“99公益日”是腾讯公司联合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等上百个公益组织、全球数十家知名

企业、中国最顶尖的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

及数亿网友一起，发起一年一度的全民公

益活动。

腾讯公益自9月7日对外宣布开始，

截至9日上午，57小时18分钟内，网友

通过腾讯公益捐款破亿元，捐款人次达

137万。数百家公益机构的上千个公益

项目获得了网友的支持。

妇基会作为该活动的主要合作

公益机构之一，与腾讯公益、创意公

司—Goodstein合力重点推出了“山村妈妈的逆

袭”公益项目，将摇滚精神、时尚元素融入到少数民族妈妈制造的手工产品

中，引导公众关注传统手工艺品，帮助贫困母亲获得一份收入的同时，激发社会公众

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除了“山村妈妈的逆袭”公益项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本次参与公众筹款的项目有近70个，三天内总筹款额也突破了1200多万元。

As the major partner of the activity, CWDF and Tencent and Goodstein 
implemented the "power of rural mothers" program, which uses traditional 
crafts that integrate rock and roll and fashionable elements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help poor mothers earn incomes. CWDF 
participated in 70 public fundraising programs and raised 12 million yuan (US 
$1.9 million) within thre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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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魅力四十载臻爱传芬芳—2015安莉芳集团公益在行动”慈善捐赠仪式在江苏常州安莉芳工业园

举行。

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

事长、秘书长秦国英，江苏省妇联主席顾敏，常州市妇联主席周广菊，安莉芳集团运营总监孔庆麟，安莉芳常州服装

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陈晓琨等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安莉芳集团承诺2015年度再次向妇基会捐赠价值520万元的物资，以推动蓝丝带公益活动继续走进少数民族

村落开展慈善帮扶，黄晴宜理事长代表妇基会接受了捐赠。截至目前，安莉芳集团连续9年累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捐赠了总价值3624万元的产品，惠及了17个省市区的妇女群众。

EMBRY FORM DONATES TO CWDF

2015安莉芳集团公益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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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2015年7月26日，妇基会在上海正式启动面向中国

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因爱得芙-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

旨在以切实的医疗援助方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获得晚

期乳腺癌标准治疗，增强其对抗疾病的信心。该项目由阿

斯利康公司无偿提供药品援助。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原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妇基会副理事长甄砚在会上讲话。妇

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接受了阿斯利康公司的捐

赠函，并向项目指定医院授牌。

“因爱得芙-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为切实减轻贫困

患者的经济负担，面向符合适应症的低保或低收入人群

提供药品援助。患者在使用药品6个月后可提出申请，经

项目组评估后，符合项目经济及医学条件的患者可获得6

个月的药品援助。

“因爱得芙-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于2015年7月在

“因爱得芙-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在沪启动

PROJECT LAUNCHED TO PROVIDE FREE MEDICINE TO IN-NEED PATIENTS

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

杭州、成都、沈阳等28个城市均设有指定医院及药店。除

了7位项目顾问专家，项目组还将在全国70家医院招募约

300名志愿医生为病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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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7日，“母亲中

国·真爱慈怀”书画艺术公益

万里行在京起航。全国政协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

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

砚，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大制度

新闻协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新闻局原局长、中华书

画家杂志艺术顾问郭瑞等领导

出席活动。

“母亲中国·真爱慈怀”书

画艺术公益万里行活动旨在使

艺术家在展示才华、传承艺术

的同时，为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

群体贡献爱的力量，实现书画

作品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完美的统一。活动将

率先在青岛、烟台、临沂、济南

等地开展义卖公益活动试点，

随后在全国展开。活动募集的善款

主要用于当地“贫困母亲两癌救助”、“贫困母亲骨病救助”、“贫困母亲保险救助”、“贫困留守儿童救助”等项目。“

2015年8月28日，“中国关爱母婴健康俱乐部”和“中国母婴健康专项基金”在京成立。

“中国母婴健康专项基金”由中国妇女报社与妇基会共同发起，旨在动员社会资源，募集公益资金，为关爱母婴健康

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助力，为促进我国母婴健康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俱乐部将全方位、多层次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为我国

母婴提供健康服务。该专项基金或用来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患病母亲。

中国妇女报社社长黄海群、妇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宋文艳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

务参赞刘初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EPOH健康公司董事长霍普出席新闻发布会并致辞。

“母亲中国·真爱慈怀”书画艺术公益万里行在京起航

“中国母婴健康专项基金”成立

PAINTING SALE ACTIVITY RAISES FUNDS FOR IN-NEED PEOPLE

SPECIAL FUND FOR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ESTABLISHED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28

重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守护青春·孕育未来” —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讲座重磅开讲

PUBLIC LECTURE PROMOTES REPRODUCTIVE HEALTH AMONG YOUTH

2015年9月16日，在世界避孕日来临之际，妇基

会主办的“守护青春·孕育未来”青少年生殖健康公益

讲座在中央民族大学大礼堂举办，本次讲座特邀知名

媒体人董倩，心理学家黄菡及医学人士、新锐女性等多

方代表，围绕“人工流产低龄化”展开深入探讨，透过

现象看本质，从现状、问题到应对措施，为青少年受众

提供更具深度的见解和建议。

自2011年起，妇基会就开始关注年轻育龄群体流

产及重复流产的问题，并成立了专门的伊爱基金。其

以“公益性”和“以患者为中心”为导向，支持为年轻

育龄女性提供科学的避孕宣教和咨询服务，促进高效

避孕措施的落实，从而避免人工流产和重复流产的伤

害，使得每年逾150万女性从中获益。这种服务模式，

为青少年生殖健康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提供

了有益借鉴。

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主持人董倩主讲“人工流产低龄化谁之痛”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秘书长、江苏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黄菡教授

现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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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守护童年·儿童安全书包”公益项目亮相深圳慈展会

9月18日，由妇基会主办、北京斯福社区安全服务中心协办的“守护童年·儿童安全书包”公益项目在深圳举行发布会，

妇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副秘书长张建岷等领导和嘉宾出席。随着全体与会者吹响三短三长的SOS哨音，国内首

个专门针对儿童上学路上安全的多功能防护书包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守护童年·儿童安全书包”公益项目是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具体承办的“守护童年”大型公益行动中

的又一项公益举措。项目以安全防护书包为载体，包含了针对儿童的安全学习用品、安全教育课堂、紧急救助热线、贫困助

养基金、意外伤害保险、社会宣传倡导等内容，形式丰富，设计科学。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前期将主要在国内留守和流动儿

童集中的省市地区开展该项目，以降低该类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率。

“守护童年·儿童安全书包”公益项目的突出特点是其系统保护的思路和联合工作的机制。主办方认为儿童安全和发展

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需要不断推进包括立法执法、教育宣传、家校互动、安全用品配备等全方位的保护。应当联合各类社会

组织参与儿童保护工作，以期起到综合支持的作用。

CHAMPION THE CHILDHOOD SAFETY BAGS PROJECT DEBUTS AT CHINA CHARITY FAIR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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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爱之源·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探访”活动
　走进四川、湖南

WATER CELLARS FOR MOTHERS PROJECT DELEGATIONS VISIT SICHUAN, HUNAN PROVINCES

9月21日，“追寻爱之源·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探访”活动正式开启，演员于和伟和央视解说员贺炜老师分别率领“母亲水窖观

察团”和“校园安全饮水观察团”在四川凉山雷波县元宝山乡迎丰村和湖南常德澧县万福乡小学体验了村民用水喝水的困难以及

学生不安全饮水的现状。

四川凉山，在于和伟老师的带领下，观察团成员帮助村民们背水，也切身体会了一把背水的艰辛。村民每天要像这样往返两三

次，非常辛苦。即便如此，取回的仍是未经过滤、安全无法保障的水。

湖南常德，贺炜老师与孩子们进行饮水卫生知识的

互动问答，孩子们表现非常积极。孩子们平时饮用水的水

源—蓄水池破损严重，已经发生渗漏，过滤沉淀功能已

经丧失，水管流出的水中掺杂着杂质和小虫子。学校没有饮

水设备和洗手设施，孩子们平时直接喝从山上流下来的含

有泥沙的水，学校无开水提供，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成

长，让人揪心。

为解决缺水地区群

众 饮水困难问题，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自2000

年起组织实施“母亲水

窖”项目，截至2014年

底，已帮助250万人获得

安全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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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
　母亲邮包·腾讯网友探访活动

TENCENT USERS VISIT NEEDY MOTHERS 
IN QINGHAI PROVINCE

2015年8月11-14日，“关怀贫困母亲”腾讯网友西部行活动

在青海省海南州举行。“关怀贫困母亲”腾讯月捐计划是全民网

络公益捐赠活动，通过动员爱心网友的力量，以捐购“母亲邮包”

的形式，关爱中西部地区贫困母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腾讯爱心

网友共为贵州、陕西、广西、河南、宁夏、西藏、内蒙古、甘肃等地

区的贫困母亲捐助善款近400万元，2万多名贫困母亲和家庭收到

“母亲邮包”并从中受益。

来自湖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共10余名网友代表，

一行人分别深入青海省贵南县和贵

德 县的贫困山区和农牧

区，一是了解贫困母亲的

生活状况和迫切需求，二

是回访“母亲邮包”项目的

受益者，三是深入农牧区看

望贫困母亲及家庭，并送去

“母亲邮包”。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于和伟：

【第一天，在卡哈洛乡】

翻山涉水途遇山体滑坡，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就算是这样的一条路，如果没有它大凉山将彻底与外界隔绝……来到卡

哈洛会发现平时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在这里是奢侈……可是不管怎样，当孩子们唱起彝族歌曲的时候，我在诸多感受中还是欣慰

的，这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并没有丢失寻找快乐的本能！

【第二天，无水挑战活动结束】

这里是海拔1889米的雷波县迎丰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大凉山人，他们世代在用这种背水的方式来解决饮用水的问题……

所以，城里的人们请珍惜每一滴水吧。

【第三天，活动结束】

“凉山行”结束，我的感受非三言两语可以道清……这里山水秀丽亦泥泞，人们淳朴善良亦赤贫如洗……诸多令人堪忧的生存

状态触痛人心也让人思考……唯愿各方爱心人士伸援助之手解决他们的饮用水问题为当务之急。

贺炜：

【第一天，万福小学】

校长带我去看了他们学校很小很小的操场后面

的蓄水塔，这是他们自己修建的，如果你到现场看见

我看见的蓄水塔，你会想起你曾经看过的恐怖电影，

因为环境太黑、太阴森，而且杂草丛生，你看起来就

不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供学校的孩子们喝的水的水

塔，后来我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孩子们很可爱，他们脸

上的笑容，他们机灵的智慧和头脑，和城里的孩子没

有任何不同，但他们面对的形势和环境是城里的孩子

做梦都想不到的。

【第二天，白衣镇中心小学】

今天去了“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实施

过的白衣镇中心小学，心里感到特别安慰，我看到了

学校以前的状态，学校以前的状态现在很难在寻觅

了，从资料、照片中能够想象当时的状态。如果把白衣

镇小学（饮水）改造之前的状态和万福小学作对比的

话，虽然情况要略好一些，但是也非常严峻，孩子们当

时用水、饮水的形式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今天我们感

受到“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工程的实施让老师

和孩子们心情愉悦，让我心情也愉悦，他们为什么愉

悦，就是因为以前困扰他们最大的难题被解决了。

【第三天，活动结束】

要知道，我们总要帮助一些他们缺乏帮助自己能

力的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点点，我们其实能够

更欣慰看到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唤起人们对用

水安全的警惕，而且他们能够自己调动起自己的积极

性，用自己的力量做更多的努力。“母亲水窖”这个项

目用一句老话来说吧，叫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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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津事故救援接受社会捐助及落实         情况统计(单位：元）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发生危险品仓库爆炸严重事故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开通救援通道，得到

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截至2015年10月15日16：00，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10342371.67元，已落实

7789792.25元，余款2552579.42元。

捐赠单位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落实资金（元） 用途 落实情况 备注
募资部门

（签字）

腾讯爱心网友 1,500,554.34 1,500,600.00
购买“母亲邮包”和紧急救助事故

地区妇女儿童

筹款已结束,已落实150.06万元，其中

140.06万元用于购买2000个家庭包和

4003个暖心包（夏季版），2000个家庭包

已运抵天津，3709个暖心包已运抵天津，

剩余294个在配发中，10万元资金用于紧

急救助事故地区妇女儿童。

不足部分45.66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易宝公益爱心网友  53,318.55 资金用于天津市妇女儿童救助 此次筹款尚未结束。

搜狐爱心网友  320,278.2 320,400.00 购买“母亲邮包” 1068个家庭包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不足部分121.8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蚂蚁金服公益爱心网友 1,262,227.97 600,000.00 资金用于心理援助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众筹网爱心网友 246,319.9 资金用于消防员家属慰问 此次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新浪微博网友打赏 1,916.72 购买“母亲邮包”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网易爱心网友 49,928.28 资金用于消防员家属慰问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蚂蚁金服公益爱心网友 681,984.06 672,900.00 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2243个“母亲邮包”家庭包，9月21

日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2,100,000.00 1,220,000.00 受灾群众过渡安置点建设

正在实施中，已临时安置150个事故受灾

家庭，剩余资金将用于购置受灾家族急需

生活用品。

达令心潮（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 武警消防部队失独家庭心理援助 正在实施中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150,000.00 资金用于天津市妇女儿童救助 正在实施中

新浪品牌捐 55,000.00 55,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85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8月31日

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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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天津事故救援接受社会捐助及落实         情况统计(单位：元） Donations Received by CWDF for Blast in Tianjin
截至：2015年10月10日 16：00

捐赠单位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落实资金（元） 用途 落实情况 备注
募资部门

（签字）

腾讯爱心网友 1,500,554.34 1,500,600.00
购买“母亲邮包”和紧急救助事故

地区妇女儿童

筹款已结束,已落实150.06万元，其中

140.06万元用于购买2000个家庭包和

4003个暖心包（夏季版），2000个家庭包

已运抵天津，3709个暖心包已运抵天津，

剩余294个在配发中，10万元资金用于紧

急救助事故地区妇女儿童。

不足部分45.66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易宝公益爱心网友  53,318.55 资金用于天津市妇女儿童救助 此次筹款尚未结束。

搜狐爱心网友  320,278.2 320,400.00 购买“母亲邮包” 1068个家庭包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不足部分121.8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蚂蚁金服公益爱心网友 1,262,227.97 600,000.00 资金用于心理援助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众筹网爱心网友 246,319.9 资金用于消防员家属慰问 此次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新浪微博网友打赏 1,916.72 购买“母亲邮包”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网易爱心网友 49,928.28 资金用于消防员家属慰问 筹款已结束，正在实施中。

蚂蚁金服公益爱心网友 681,984.06 672,900.00 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2243个“母亲邮包”家庭包，9月21

日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2,100,000.00 1,220,000.00 受灾群众过渡安置点建设

正在实施中，已临时安置150个事故受灾

家庭，剩余资金将用于购置受灾家族急需

生活用品。

达令心潮（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 武警消防部队失独家庭心理援助 正在实施中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150,000.00 资金用于天津市妇女儿童救助 正在实施中

新浪品牌捐 55,000.00 55,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85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8月31日

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捐赠单位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落实资金（元） 用途 落实情况 备注
募资部门

（签字）

广州安婕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666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

9月21日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新疆巴楚县各族群众 51,000.00 51,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70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9月21日

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炫舞梦工厂胡夏演唱会 52,151.40 52,2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用于购买174个“母亲邮包”家族包。

不足部分48.6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北京市华夏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36,000.00 36,000.00 资金用于为泰达二小购买空气净化器
6台空气净化器已于10月15日送达

泰达二小。

恩波丽（北京）水业有限公司 10,800.00 10,800.00
100箱活泉纯净水，用于紧急救助事

故地区妇女儿童

8月17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福建省诺美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32,256.00 32,256.00
100箱妇女卫生巾（日夜用各50箱）

用于紧急援助事故地区妇女

8月17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600,480.00 600,480.00
儿童（祛蚊花露水、润肤霜、牙膏

等）洗护用品

已于8月22日运抵天津妇女儿童基金会物资

接收点，已全部发放。

职安健劳动保护用品（北京）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活性炭口罩2万个
8月18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307,500.00 307,500.00

跌打片20箱、霍香正气片10箱、

感冒颗粒5箱，用于紧急救助事故

受灾妇女儿童

8月27日已运抵天津，由滨海新区卫计委负

责接收并发放。

北京天间彩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600.00 15,600.00 600个专业防护口罩
已于8月18日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9,464.56 79,464.56
妇女卫生用品、口罩、湿巾、

防潮地垫
8月20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15,613.19 1,015,613.19 妇女儿童卫生、洗护用品 8月23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90,028.50 190,028.50 保温暖瓶、床上用品 9月6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广东富迪慈善基金会 499,950.00 499,950.00 妇女卫生用品 8月27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合计 7,560,679.42 2,781,692.25 7,789,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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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落实资金（元） 用途 落实情况 备注
募资部门

（签字）

广州安婕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666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

9月21日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新疆巴楚县各族群众 51,000.00 51,0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170个“母亲邮包”家庭包于9月21日

已全部运抵天津，已发放。

炫舞梦工厂胡夏演唱会 52,151.40 52,200.00 资金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用于购买174个“母亲邮包”家族包。

不足部分48.6元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日常工作经费

补齐  

北京市华夏中医药发展基金会 36,000.00 36,000.00 资金用于为泰达二小购买空气净化器
6台空气净化器已于10月15日送达

泰达二小。

恩波丽（北京）水业有限公司 10,800.00 10,800.00
100箱活泉纯净水，用于紧急救助事

故地区妇女儿童

8月17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福建省诺美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32,256.00 32,256.00
100箱妇女卫生巾（日夜用各50箱）

用于紧急援助事故地区妇女

8月17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600,480.00 600,480.00
儿童（祛蚊花露水、润肤霜、牙膏

等）洗护用品

已于8月22日运抵天津妇女儿童基金会物资

接收点，已全部发放。

职安健劳动保护用品（北京）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活性炭口罩2万个
8月18日已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307,500.00 307,500.00

跌打片20箱、霍香正气片10箱、

感冒颗粒5箱，用于紧急救助事故

受灾妇女儿童

8月27日已运抵天津，由滨海新区卫计委负

责接收并发放。

北京天间彩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600.00 15,600.00 600个专业防护口罩
已于8月18日运抵泰达二中物资接收点，

已全部发放。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9,464.56 79,464.56
妇女卫生用品、口罩、湿巾、

防潮地垫
8月20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15,613.19 1,015,613.19 妇女儿童卫生、洗护用品 8月23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90,028.50 190,028.50 保温暖瓶、床上用品 9月6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广东富迪慈善基金会 499,950.00 499,950.00 妇女卫生用品 8月27日已运抵天津，已全部发放。

合计 7,560,679.42 2,781,692.25 7,789,7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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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传真
Updates

“暑假—把安全带回家乡”

活动在京启动

Campaign Promotes Safety in 
Summer Vacation

7月10日，由妇基会、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姜昆公益基金联合主办，中国志

愿服务基金会支持的“暑假—把安全

带回家乡”活动在京启动。 项目计划招

募7000名大学生，在暑期把《姜昆老师

告诉你—意外伤害如何防》漫画亲子

图书带回家，向家乡的孩子们讲解预防

意外伤害知识。活动目的是希望与大学

生、家长、暑期孩子社区生活地的单位

共同督促、维护孩子们的安全。

爱与光明洒向青海藏区名创优品2015年 

白内障公益活动举办

Miniso Donates to Help Cataract-
suffered Mothers in Qinghai

8月15日，妇基会携手名创优品在

青海举行2015年白内障公益活动捐赠

仪式，把爱与光明带到青海藏区。活动

是名创优品光明行活动的延续，旨在通

过无偿捐款15万元，为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困难家庭中的白内障患者母亲

进行免费救助治疗，使他们的家庭重燃

光明希望。

“京东母婴关爱基金”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JD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Fund 
Established

9月6日，由妇基会、京东商城联合主办的

“京东母婴关爱基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启动仪式上，秦国英秘书长代表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接受了京东商城100万元人民币捐赠，

这笔捐款主要用于开展儿童乘车安全教育、互

动体验等公益活动。

“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基金”

公益培训继续在成都举办

Diageo Women's Empowerment 
Fund Holds Training in Chengdu

“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基金”于第三季

度继续在四川蓉城举办“酒店业外来务

工女性职业技能”公益培训，以期提高

她们从事酒店综合服务和管理能力，进

而使她们的个人素质得到广泛提高，藉

此增强就业竞争力。该项目到2016年

7月为止，将先后开设6个班、每班开设

6个课程，开展两次辅导活动，直接为

600名成都地区酒店业女性员工提供高

品质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此外，项目

还将通过发放培训材料，提供教学视频

等方式，帮助更多女性员工提升职业技

能和相关能力，计划受益女性将达到1

万人。

“回家吃饭”活动举办

‘Eat at Home’Activity Held

7月9日，妇基会、本来生活网、滴

滴打车等知名机构和企业，以及南方都

市报、新周刊、搜狐等近百家媒体，在

北京举办了2015年度“回家吃饭”联盟

运动的启动仪式，妇基会副秘书长张建

岷出席了活动。活动现场播放了孙红雷

等明星名人的祝福视频，共同呼吁更多

人在7月17日这天“不加班、不应酬、回

家吃饭”。

关爱母亲“手”望相助

—玛丽艳牵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Marie Anne Brand Donates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9月15日，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主办的关爱母亲，“手”望相

助—玛丽艳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牵

手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玛丽艳品

牌专卖店每卖出一支玛丽艳护手霜，完

美公司就捐出0.5元用于支持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项目。

“联想‘首都英模暨见义勇为人士’

专项基金”项目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Visit to Beneficiaries of Fund for the 
Good

9月22日，两节来临之际，妇基会

秘书长助理胡金霞、首都见义勇为基金

会理事长房波、北京市民政局权益保

护处处长丁杰等多个单位领导共同前

往房山区，走访慰问了“联想‘首都英

模暨见义勇为人士’专项基金”的两位

受助人吴敬德和杨印保，详细询问了解

他们的身体状况及家庭生活情况，高

度赞扬了他们的见义勇为行为，同时，

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守护童年·平安童行”2015中国儿童

乘车与道路安全倡导活动在山东启动

Project Promotes Children's Road Safety 
in Shandong Province

9月25日，由妇基会和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共同主办，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山东省儿

童少年福利基金会、淄博市妇女联合会协办的

“守护童年·平安童行”2015中国儿童乘车与

道路安全倡导活动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大型

宣传活动。继合肥、淄博倡导活动后，“守护童

年·平安童行”公益项目还将在山西、江西、云

南举行路演活动，并在上海、北京、大连开设

体验中心，同时继续捐赠儿童安全座椅，开展

实地调研，以切实行动促进儿童安全座椅在中

国的普及，着力提升公众对儿童安全出行的认

知，最终为推动儿童交通安全立法贡献力量。

光大梦想·爱心启航

Activity Encourages Youth to Show 
Talents, Support Charity

7月19日, “光大梦想·爱心启航—第五

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亲水窖公益活动”

落下帷幕，来自全国34个城市的一千多名小选

手在这里奏响了本届活动华彩的乐章，妇基会

副秘书长张建岷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结合母

亲水窖公益事业，让每位小朋友以环保、慈善

为主题，或拿起画笔绘画爱心主题，或对着广

播话筒讲述爱心故事，旨在通过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这个平台对所有参加展演的青少年进行感

恩教育，从而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此项公益事

业中来，给缺水地区带来希望，让孩子们在活

动中学会爱与被爱，树立信心、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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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上午，由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主办、广东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持的“陕西女性

宫颈癌健康促进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安举行。会议共邀请115家医院、56位专家参会。

“陕西女性宫颈癌健康促进项目”项目旨在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全社会

参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公益+企业”服务政府工作的“两癌”防治模式。计划三年内在陕西新

建5个基层医师培训基地和15个标准型宫劲癌HPV基因早期检测中心；通过形式多样的女性健康教

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农村妇女宫颈癌的早诊早治率，推进农村“两癌”筛查与救助全覆盖。

联盟动态
Charity Alliance News

“陕西女性宫颈癌健康促进项目”启动
PROJECT IMPLEMENTED TO PROMOTE WOMEN'S HEALTH 
IN SHAANXI



CWDF Vision

走进妇基会

互联网+时代的公益传播新目标
—中美慈善访学3.0项目有感

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015年6月15日-25日，我受妇基会派

遣参加了由中国慈善联合会、老牛学院、中

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斐蓝赛咨询(波士顿)

公司、TPI慈善顾问公司共同组织的中美慈

善访学3.0项目。

在十天的学习生活中，我收获了太多

的感情、感动和感激。在来到美国之前，我

一直做着自己热爱的公益传播工作，但是心

中有很多迷茫，到底慈善项目现有的展示方

式是否有效，到底媒体公益传播方式是不是

资源最大化，到底我们公益人追逐的传播

目标是什么。对未来的迷茫，都在这十天中慢慢消散，终于等

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当今，在全球碎片化的大媒体环境下，新

媒体传播和网络众筹对于展示公益组织及

其项目，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显得尤为重

要。不论是波士顿基金会的公共捐赠空间

项目还是联合国儿基会的Kid Power项目，

都是公益传播创新的典范。

二、网络统一展示平台的启示

捐赠公共空间是一个创新的网络平台，汇集了美国马萨

诸塞州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同时让在线捐赠变得简单快捷。项

目由波士顿基金会设计发起，在多方捐赠人的支持下，与当地

非营利组织合作，于2012年5月上线，截至2015年6月12日，平

台上已经汇集了959个机构信息。平台汇集的大多是年捐赠额

在10-500万美金的较小规模的非营利机构。平台研发花费了

一年，搭建费用为2.5万美金，波士顿基金会配备了2名全职人

员，2名志愿者来运维这个平台，且每年给予10万美元的平台宣

传费用，由此可见波士顿基金会对于这个平台的重视和关注。

 在中美双方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个平台的主要服

务人群是80后和90后青年人，据美国研究机构调查表明，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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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部  曲振华/文

分年轻人在参与公益的时候，更多地关注某些领域而不是某个

机构。因此，这个空间主要是以服务领域的不同来分类非营利

机构，并为捐赠人提供便利的捐赠选择。平台捐赠最小金额为

25美金，据统计，平台的单次平均捐赠金额为50美金。募集来

的善款，波士顿基金会不收取费用，全部拨付给各个非营利组

织。通过这种整合，确立了波士顿基金会在地区内的基金会领

袖地位，也更好地整合了马萨诸塞州的非营利资源。

妇基会作为中国最大的妇女公益组织，多年来只重点关注

一个方面，就是妇女的权益和发展。我们集合了国内众多的女

性公益组织，拥有很强的女性公益项目执行能力。但是，每个

女性公益组织都有自己的项目和合作领域，各自也有交叉和重

合，造成了部分的资源浪费。波士顿基金会的公共捐赠空间给

了我很大的启示。是否今后可以将各省妇联或者妇女儿童基金

会放在统一的一个捐赠平台上展示、整合、宣传呢？这样既整

合了资源，扩大了组织的募款能力，也增加了机构的凝聚力。

三、网络公益项目开展形式的启示

Kid Power项目是联合国儿基会发起的全新的完全以网

络新潮玩法为公益项目设计源头的公益项目。项目目的是为了

让美国的小学生们动起来，通过佩戴计步器，达到每天走路或

或跑步12000步的目标，学生每天的跑步数据经过网络上传到

NEW TARGETS OF CHARITY PUBLICITY IN ERA OF INTERNET-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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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团队那里，通过企业或个人认捐等募款方式，为世界

贫困国家儿童筹集餐费，项目在帮助了贫困儿童解决生存问题

的同时，也加深了美国城市孩子的责任感和慈善观念。

 这个又好玩又健康又新潮的项目一经推出，就发展极为

迅速，几个月的时间，参与学生数量激增。2015年，美国参与

项目的学生数量就从140名迅速增长到11000名，2016年预计

会增长到10万名以上。好玩的项目必然得到顶尖的资源支持，

包括迪士尼、NBA在内的企业纷纷参与。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时代下公

益传播目标发生了变化，不再拘泥于发新闻通稿或者做主题

页面等传统传播方式，目标不再是让公众知晓公益组织和项

目，而是通过开发媒体展示平台，整合相关资源，同时发起新

的网络筹款项目，使公益组织及项目需要符合时代的需求，

迎合新型捐赠人的传播和捐款习惯，最终提升公益组织的长

久生命力。

美国的十天访学，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慈善组织在互联网

时代下的传播目标变化，让我这个半路出家做公益传播的公

益人看到了今后工作的目标。感谢组织，感谢四个合作方，在

今后的公益路上，我会一往无前，不断推新。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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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含）以上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

辉瑞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月捐众筹捐赠款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控公益基金会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新依科蓝氧科股份有限公司

嘉爱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富迪慈善基金会

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申彤梦公益基金会

100,000（含）-1,0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CAFAmerica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重庆乐蓓尔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安婕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朗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科瑞德制药有限公司

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心怡老年公寓

亨通慈善基金会

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申彤梦公益基金会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捐 赠 记 录
Donation Records

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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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视觉方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有限公司

埃提斯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沃星行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葆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江苏袋鼠妈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白山市华林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支付宝爱心网友

艾默生（北京）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会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比华利医疗美容门诊有限公司贯宇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善心莲心

冯振莉 周亚军   金志芳 刘海红 任仲成

陈森如 邵敬之 匡建铭

10,000（含）-1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北京北通四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青岛迪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汉瑞祥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冕宁县妇联

北京四海杏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鸿亦投资有限公司 

艾默生过程控制流量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区妇女联合会

世格流体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巴楚县妇联

小小践行家上海六区教学中心

北京世纪中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西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2015.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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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中交四航局五公司

艾默生过程管理阀门自动控制（天津）有限公司

艾默生过程控制有限公司

上海氩氪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市首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飞鸣仪器有限公司

Give2Asia

爱涓网

香港大学理学院1967年毕业生

北京中彩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贡县恒大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香港福建同乡会陈聪聪(港币)

恩波丽（北京）水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旅游协会

天津市金乐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杭州芝华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市康之道医疗设备责任有限公司

苏州圣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关振质 郑彩凤 屠红霞　沈长征　李海燕

高　燕　赵雪伊　黄新媛　杨洪顺　席燕玲

刘祖慧　严　明　苏黎忠

1,000（含）-1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上海利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邢国英

广东华润太平洋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聚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君悦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君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大师兄向善群

EMC中国卓越研发集团迷你高尔夫水公益项目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缙云县供电公司工会委员会

杭州雪狼软件有限公司

广州佛山同兴盛达建材有限公司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

华润太平洋餐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雀巢产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间远景文化交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幼儿园

上海华润帕瑟菲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跟随大师兄向善群

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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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县地税局

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卫生院

周村六中86级爱心团队

奥雅纳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杨凌本香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扬思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上海波释广告有限公司

佳艺时光

巴楚县琼库恰克乡卫生院

恩波丽（北京）水业有限公司

西藏宇拓健康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巴楚县巴楚镇卫生院

罗云熙全国后援会

武汉爱得科技有限公司

北塘区贝比秀儿童摄影馆

张殿龙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

北京爱丽根特装饰有限公司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北京绿美洁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卫生院

巴楚县阿克萨科马热勒乡卫生院

王淑玉　刑　国　周晓兰　马建波　徐　阳

丁逸菁　淘政雄　商燕飞　高　松　唐　平

崔凤英　金思帆　陈积有　梁艳莉　俞杏娟

张　帆　陈尹绗　王　顶　许文君　周寅智

陈慧琴　贾昕越　夏秀金　和合嘉　纪静仪

岳　嘉　林兆妹　缪成华　蔡家偉　罗婧妗

郑玉矿　梁　磊　叶春梅　田振丽　姜延平

陈冬梅　林兆妹　陈　萍　张腾之　高　路

凌　菊　梅艳莉　武　妍　张葆葆　高艳华

邓雅琴　时军莉　郑彩凤　王彦博　杨炳菁

戴　明　杨颖佳　张　骞　黄佳希　林兆妹

徐容乐　王翔燕　吴丽娜　李健宁　吴清清

李剑飞　丁昊苏　王　佩　王耀萱　折米存

马　骁　王长存　冯建设　冯节生　高骏英

李时伦　李　百　朱玲贵　张　智　蒋大伟

张春霞　王金英　楊博安　刘红杰　郭文军

李　伟　李小娟　李厚男　修发鑫　苏　立

刘春丽　曾　培　许建华　梅伟芳　张明芝

马　秀　刘　洋　韩宗丽　肖　田　腊静华

刘佳玲　高骏英　李文龙　孟庆喜　陈海峰

毛金贵　蔡　辉　吴翊裕　毛　舸　

李美兰 范　颖　陶斯禹　

李　白　王克飞　柏佳佳 

李玉鹏　王　贺　李树兰　

张佑生　彭卓文 郝振宇　

李时伦　孙海荣　

赵素军　王　辉 

冯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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