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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中国妇女慈善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全国妇

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妇基会副理事长甄砚，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妇基会副理事长喻红秋等领导出席了大会。

会上，沈跃跃、宋秀岩等领导向获得第三届“中国妇女慈善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默沙东（中国）、李宁（中国）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山东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11家单

位成为妇基会第三批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光大银行等15家单位在现场进行了慈善捐赠，捐赠资金总额达6000余万元。

秦国英副理事长在会上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慈善合作发展报告（2013—2014）及公益慈善合作发展规划

（2015-2016）》。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慈善奖”每两年表彰一次，主要是为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推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激发

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支持妇女发展的热情，不断营造良好的妇女发展环境，适时对给予女性公益慈善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爱心单

位、爱心个人进行表彰。

为进一步深化与合作伙伴形成的良性互动，妇基会在颁奖大会结束后，召开了捐赠伙伴会议，重点听取了合作伙伴的意见建

议，并作为改进和完善合作方式、增进合作效果、扩大社会效益的重要借鉴。

第三届“中国妇女慈善奖”颁奖大会在京召开
CEREMONY	TO	PRESENT	CHINA	WOMEN'S	CHARITY	AWARDS	HELD	IN	BEIJING



�

2015.1/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沈跃跃主席向获得“典范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

宋秀岩副主席向妇基会第三批战略合作伙伴授牌，并向获得“模范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

喻红秋副主席接受爱心企业捐赠

甄砚副理事长、秦国英副理事长向获得“贡献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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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中国妇女慈善奖”获奖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THE	DECISION	ON	PRESENTING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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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慈善之夜”凡人善举感动全场  
“母亲水窖”成为亮点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DRAWS	ATTENTION	AT	CCTV	CHARITY	NIGHT

2014年12月5日，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妇基会等多家

公益组织协办的大型公益宣传活动“善行2014”收官晚会

“CCTV慈善之夜”在央视举行。来自北京市的八旬普通

退休老人胡淑兰以长期捐建“母亲水窖”的不平凡事迹感

动着晚会观众，被评为2014“CCTV年度慈善人物”。

晚会同时也为爱心企业家和公益慈善组织搭建了合

作沟通的平台与桥梁，妇基会和中国光大银行、玫琳凯（中

国）化妆品有限公司一起宣布，共同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儿

童捐赠了价值3000万元的新年大礼。

大型公益宣传活动“CCTV慈善之夜”是中央电视台

继“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等系列大型公益

活动后的又一重要举措，该活动将发挥中央电视台自身传

播力和影响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中国慈善事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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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喻红秋
向胡淑兰颁奖

秦国英副理事长与合作伙伴代表共同公布捐赠金额

2015.1/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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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邮包—校园安全应急包”正式推出
FIRST-AID	KITS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N	CAMPUS	DONATED	TO	STUDENTS

10月31日，妇基会“母亲邮包—校园安全应急包”在北京大

兴蒲公英中学正式发布。

“校园安全应急包”是在“母亲邮包”项目的运作模式上进行

扩展而设计出来的，关注对象从母亲延伸至孩子，从家庭延伸到

学校，旨在为更多的学校以班级为单位配备优良的安全应急包，

让学生们减少因突发事件造成的伤害。

“校园安全应急包”主要选取应对地震、火灾等突发灾

害所必需的安全用品及外伤应急处理用品，内含《校园安全

知识手册》、急救帐篷、三合一雨衣、灭火毯、回音卡等近

40种安全应急用品，公益捐赠价为每个800元，市场价值

1400元左右。捐赠者可以通过全国3.6万个邮局网点及网

络进行捐赠。

妇基会将通过“校园安全应急包”的推出，倡导全社

活动现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海洋向学生讲解安全应急包内品使用方法

会关注校园安全，通过为贫困地区学校捐赠“校园安全应急包”，培

养师生防灾减灾意识，辅助师生应急避险训练，增强防灾自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

伤害，给学生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时通过对孩子的教育，影响辐射到对整个家庭的安全应急教育。

“校园安全应急包”的运作将秉承公开、透明的原则，所有捐赠信息将在妇基会官网、“母亲邮包”官网上公示，当学校收到

“校园安全应急包”时，每个受助班级将会给捐赠者寄送回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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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6G”助力公益 为孩子筹集新年礼物
CREATIVE	FUND-RAISING	EFFORT	MADE	TO	HELP	CHILDREN	IN	NEED

玫瑰花是情人节的象征，端午节我们有粽子，中秋节我们

可以吃月饼，如今圣诞节平安夜也逐渐成为国人追捧的一个

节日，但迄今为止没有一款真正属于这个节日的专属礼物。

2014年圣诞节前夕，妇基会联合腾讯公益、京东商城、

滴滴公司、“nextbuy造吧”共同推出一款时尚公益产品—

“苹果6G”。“苹果6G”是妇基会以圣诞节平安夜为契机，打

造的一款集时尚、公益、节日祝福于一体的限量版圣诞礼物。

每盒“苹果6G”精选烟台红富士苹果6个进行创意包装设计，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义卖，每盒预售99元，全国包邮，每份

“苹果6G”将有40元善款用于

新年期间为“儿童希望之家”

的儿童送新年礼物,并扶持果

农发展，同时滴滴公司还将

为每位捐赠者提供5—20

元滴滴专车券。

活 动 筹 集 的 善 款 将

用于“儿童希望项目”，

包 括 给 孩 子 们 购 买 食

品、衣 物、教 具、生 活

用品、康复设备，以支持“儿童希望之

家”正常运转，同时也用于支持该项目所关注的云南鲁甸、

四川凉山等贫困地区的学生，为孩子们送去新年礼物。

“苹果6G”公益活动已于12月23日正式启动，为期一

周。公众可通过腾讯公益、京东商城、nextbuy造吧互联网进

行购买，也可以通过北京邮局各网点扫描二维码购买该公益

产品，同时支持腾讯微信互动捐赠。　　 

“苹果6G”公益活动是一次公益营销的积极尝试，不仅

帮助了孩子，也帮助了果农，同时促进了捐赠者参与公益的体

验感，是一次公益多赢化的创新模式，为进一步弘扬“人人可

公益”理念开辟了新的公益渠道。



12

Under the Spotlight

公益聚焦

编者按：
12月30日，妇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在

第三届“中国妇女慈善奖”颁奖大会上发布了《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慈善合作发展报告（2013—

2014）》。报告分别从公益合作基本思路与原则、公益

合作伙伴基本情况、公益项目发展情况、公益合作成

果、公益合作启发五个方面报告了两年来的公益合作

情况，提出了今后两年的合作思路、重点合作内容及合

作目标。根据报告，妇基会在2013—2014年度，接受

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8.73亿元，公益支出约9亿元（含

跨年实施项目），当年公益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比例均

超过100%。现将报告缩编为一张“直观图”，以便读

者阅读。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合作发展报告
（2013—2014）

REPORT	ON	CWDF'S	CHARIT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2014)	RELEASED

Editors' Note:
On December 30, 2014, Qin Guoying,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WDF, read 
the Report on CWDF's Charity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2014) during her speech at the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third China Women's Charity 
Awards. The report included the foundation's principles 
on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about its partners, its 
projects' progresses and results and the experience 
the federation have gained from cooper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report also made clear the plans and 
goals for the cooperation in 2015 and 2016.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CWDF received 873 million yuan (US 
$143 million) donations (in funds and materials) and 
spent 900 million (US $148 million) on its charitable 
projects (including those whose project periods are 
longer than one year). Below is a picture drawn based 
on major contents of th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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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是公益机构的生命力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信力建设侧记

编者按：
2011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中国公益事业

发展面临公信力挑战的形势下，募资总额突破3亿

元大关，较2010年增加50.1%。此后的三年中，妇

基会募资额持续递增，2014年募集款物达到4.677

亿元，并在中基透明指数排名中，连续三年并列第

一。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妇基会始终坚持以公信力

作为公益机构持续发展的第一生命力是分不开的。

2014年12月，妇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接受

了《当代中国画报社》的采访。

CREDITABILITY	IS	LIFEBLOOD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坚持“雪中送炭”的价值取向

2011年发生的“微博炫富”事件，虽然妇基会不是事件的

当事人，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不同的是，当别人

在为说明真相、撇清责任大伤脑筋时，我们却在思考，如何利用

社会舆论推进和强化基金会的诚信建设。

这场信任危机既是对公益事业的挑战，也是中国公益事业

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对于任何机构，社会公信力都是无形资

产，是软实力。对于公益组织，公信力就是生命力。公信力的建

立需要持之以恒的积累和精益求精的完善。

回顾中国妇基会26年的发展道路，自基金会创始人陈慕

华以后的全国妇联各届领导和基金会负责人，都坚信一点，我

们募集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各界的真诚奉献，把这些钱用

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没有权利

浪费哪怕其中的一分钱，更不能利用公众的信任谋求个人私

利。这正是妇基会多年来得到社会持续信任的道德基础。

26年中，妇基会推出了“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

亲创业循环金”“母亲邮包”“守护童年”等多个慈善项目，这

些项目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针对妇女儿童中亟待扶助的弱势

群体，并且有扎实详尽、易操作、全透明的落地方案，这些项目

的相继成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其中的四个项目获得“中

华慈善奖”。成功的原因有三个要素：一是项目的设置符合社会

需求，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扩展空间；二是符合国家发展大局，有

效发挥了拾遗补缺作用；三是科学策划和有序实施。做慈善不

能搞形象工程，不能做秀。看起来轰轰烈烈、鲜有实际内容的

形式主义，有悖于慈善事业的宗旨，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背离。所以，我们始终坚持雪中送炭的价值取向，不去做锦上

添花的表面文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包括公益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

织的改革方向，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我们

正在迎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机遇。“尽管中国的慈善

环境依然存在很多亟待改革完善之处，但总体趋势向好，而且随

着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会越来越好。公益组织应该坚持

透明、公正、廉洁的价值观、发展观，用切实有效的行动净化中

国的公益环境，提升公益事业的整体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

更广泛的社会信任，为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Under the Spotlight

公益聚焦

Editor's Note: 
In 2011,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ublic lacked 

confidence in the creditability of China's philanthropy, CWDF 
still raised 300 million yuan (US $ 49 million) in one year, the 
amount increasing by 50.1 percent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10. In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the amount of donations 
continued to grow and 467.7 million yuan (US $76 million) 
was raised in 2014. Besides, CWDF placed No.1 in the 
creditability index ranking for consecutive three years. All 
these achievements are made based on CWDF's belief in 
that creditability is the lifeblood of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n December 2014, CWDF Secretary General Qin Guoying 
was interviewed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a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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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基会在26年中制定了数十项管理制度，形成了管人、管

钱、管事的完备的制度体系，使基金会自律有了制度保证。

其中的部分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是根据《基金会条例》

和政府颁布的财务会计制度定立的通用型制度，但是更多的

则属于对相关法规的创造性应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人事管理制度强调部门职责区分与职能衔接、员工考核制

度，以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强化

组织效能。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规范资金使用审批流程、实行项

目独立核算、强化预算管理和成本核算、对项目执行机构进行

坚持用制度管人、管钱、管项目

资金延伸监管，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项目管理制

度确定实施规则和标准、细化运行流程和职责分工，以确保项

目目标明确、过程清晰可追溯。

这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传承至今，

制度约束已经成为妇基会人的职业自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

才有勇气把全部慈善项目的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各界

的监督。不是说我们的工作没有过失误，但至少可以这样说，我

们对每一笔善款的使用，都经得起道德审计，都可以坦荡地面

对社会。

坚持阳光公益、透明公益

实行阳光公益首先要有阳光心态，就是要用公开透明的

行动，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中国妇基会的公信

力建设之所以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基本原因有三：信息透

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有效的预警机制。

自2005年起，登录中国妇基会的官方网站，公众便能检

索到每一笔捐款的全部重要信息，包括捐赠人姓名（机构名

称）、捐赠日期、捐款数额、捐赠人指定用途等。从2008年起，

基金会年度审计报告上网公布；为提高审计的权威性和专业

性，从2010年开始妇基会将审计机构变更为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并同时发布民政部对基金会的年检报告。在四川雅安、

云南鲁甸地震后的紧急救援行动中，中国妇基会和几家公益机

构共同发起成立自律联盟，坚持每天公布接受捐赠款物数额、

使用方向、救助效果等即时信息。经过不断积累经验，基金会

的信息公开已经制度化、常态化，实现了主动、实时、可追溯和

发布媒介多元化的目标要求。

除接受主管部门和民政部的年度检验外，妇基会还建立

了项目监测评估机制，聘请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的专家组成评估组，对“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母亲创

业循环金”三大主体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对重要专项基金进行

专项评估，对其他慈善项目，坚持立项前做可行性论证、实施

中跟踪评估、实施后做效果评估，上述评估结论全部向社会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妇基会组织了上千人次捐赠者到项

目实施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数十次组织媒体到项目现场集体采

访，听取各方面的直接评价，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主动接受监督的意义不仅仅是回应公众对公益机构公信

力的关切，更重要的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听取意见和建议，

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我们和普华永道的关系，已经从审计和

被审计的合作，发展为事先咨询，遇到一些把握不准的资金使

用问题，我们都会预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专业化建议给

了我们很多帮助。

这些年来，慕名找到中国妇基会寻求合作的人和机构越来

越多，对于合作对象的选择以及合作项目、合作方式的确认，我

们坚持把价值取向作为首要标准，坚持律师对合同文本的审核

制度；对于合作设立的专项基金加强风险评估，严格执行合作协

议确定的预决算审核，依据评估结论及时注销了风险系数较高

的专项基金；对于专项基金网站和微博，实施管理主体责任制。

目前，已经有多家NGO与妇基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更多的

NGO表达了合作意愿，还有一些企业期待在时机成熟时与妇

基会合作。这是中国公益事业即将开启全新时代的信号。对此，

我们既要有宏观层面的谋划，也要思考微观层面的应对策略，

以使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辱使命，在中国公

益事业的发展史上续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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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沃尔玛中国宣布再次向妇基会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未来3年继续支持“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帮助实

现贫困妇女创业，推动实现当地农业产业化及可持续发展。沃尔玛中国支持“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始于2010年10月，此

次是第5次捐赠该项目。

活动现场，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俊贤（Sean Clarke）与妇基会副理事长秦国英签署了面向未来3年

1000万元人民币捐赠的谅解备忘录。妇基会理事长黄晴宜代表妇基会接受了沃尔玛公司的捐赠，并向沃尔玛全球公司事

务执行副总裁白乐丹（Dan Bartlett）颁发了捐赠证书。

2014年至2016年，沃尔玛计划分别投入300万元、330万元、370万元持续支持“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同此前

相比，沃尔玛将改变以往“一对一入户”的单一的扶贫模式，逐步转向扶植以妇女为主体的农业协会，在项目实施区域建

立农业产业基地。2014-2015年，“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将重点培养并扶持在受益地区潜力突出的妇女农业带头人；

2015-2016年，通过妇女带头人的示范作用逐步形成以女性为主的农业合作社或基地，通过规模优势提升盈利能力，最

终在2016年底前，通过各个合作社和基地的联动，促进项目受益地区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及妇女的可持续发展。

此次续捐活动也与新浪微公益品牌项目“益起来”合作，在新浪微博发起#帮贫困母亲创业#话题（http://gongyi.

weibo.com/r/215872），以及“沃尔玛‘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品牌配捐活动（http://weibo.com/2554247621/

BsqQDsZeQ），讲述受助贫困女性的故事，号召网友爱心捐赠。网友每捐赠1元，沃尔玛配捐99元。

沃尔玛再捐1000万元持续支持“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

WALMART DONATES 10 MILLION YUAN TO REVOLVING FUND FOR MOTHERS



10月16日，由广厦集团和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广厦·明基金”启动暨“母亲邮包”捐赠新闻发布

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妇基会副理事长甄砚，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等参加发布会。

启 动 仪 式 上，广 厦 控 股 集 团 捐 赠

500万元，启动“广厦·明基金”的首个大

型项目—“让爱回家”大型公益活动。

“广厦·明基金”旨在对全省甚至全

国的贫困母亲、留守儿童和企业民工等群

体展开关爱帮扶行动，首期“温暖广厦、

让爱回家”系列活动，包括“母亲邮包”、

“亲情家书”、“民工亲子假日”、“留守

儿童心理孤独指数”等关爱项目。

“广厦·明基金”引入“母亲邮包”公

益项目，捐赠300万元，借助妇基会的平

台，帮助浙江及全国的贫困母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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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中国建设银行捐赠700万元购置的45辆

“母亲健康快车”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发车。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章颁发捐赠证

书、并下达发车令，与主席台领导共同向新疆、内蒙、辽

宁、河北、西藏5省区妇联代表颁发“母亲健康快车金钥

匙”。黄晴宜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监事长郭友分别在活

动中讲话。

载满爱心的“母亲健康快车”将于近期驶往新疆、内

蒙古、河北、辽宁、西藏5省区。至此，建设银行已累计捐

赠“母亲健康快车”项目2200万元，购置146辆“母亲健

康快车”，在10个省（区）贫困乡县投入使用。

中国建设银行捐赠45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举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S	45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广厦·明基金”在浙江启动

GUANGSHA·MING	FUND	ESTABLISHED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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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中国梦·沂蒙行·红嫂情”系列公益活动在山东临沂正式启动，活动由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山东省妇联、中共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沂市委宣传部、临沂市妇联、临沂市文广新局、中共沂南

县委、沂南县人民政府承办。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届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省关工委主任高新亭，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妇基

会副理事长甄砚等领导出席。

“中国梦·沂蒙行·红嫂情”系列公益活动主要内容包括：

成立沂蒙红嫂专项基金（由临沂市委、市政府及沂南县等县区捐

赠2000万元在中国妇基会设立“沂蒙红嫂专项基金”），开展捐

赠活动（中国妇基会向沂蒙山区捐赠价值350万元的妇科药品、

医疗器械及钢琴，向老红嫂捐赠200床羽绒被），对“沂蒙红嫂”、

“道德模范”、“沂南好人”进行表彰奖励，启动《沂蒙红嫂》电影

拍摄，举办“中国梦·沂蒙行·红嫂情”研讨会等。

ACTIVITIES	LAUNCHED	TO	AID	WOMEN	IN	SHANDONG	PROVINCE

“中国梦·沂蒙行·红嫂情”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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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爱行动”启动

CAMPAIGN	TO	PROTECT	WOMEN'S	SAFETY	LAUNCHED

10月22日，由妇基会、滴滴公司联合主办，国内100多家企业联合参

与的“粉爱行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呼吁整个社会关注女性出行，

让女性出行安全、便利而优雅。

滴滴公司CEO程维透露，在滴滴打车软件中，女性提出出行需求帮

助的，占到60%以上，提出困难与问题帮助的，更是高达80%以上。因

此，关注女性出行问题，是一件“值得人们正视的事情”。

活动现场，妇基会与滴滴公司正式宣布，针对女性出行帮助的专项

基金—“粉爱基金”正式成立。目前，除滴滴首先捐出100万人民币外，

腾讯、联想、新东方等十数家企业已慷慨解囊，募集种子基金数百万元。

该基金将在妇基会下进行运作，其募集资金的方法，除接受企事业单位与

个人的直接捐助外，还将通过互联网方式来扩大募捐范围。

为了更好地推动此次公益活动，滴滴公司将通过其移动出行信息平台，联合腾讯、联想、特斯拉、去哪儿网、Roseonly、

美中宜和、爱康国宾、宝宝树、大姨吗、美丽说等几十家企业共同成立了粉爱联盟，为女性提供各类出行的帮助。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基金在京成立

CHINA'S	MARRIAGE	AND	FAMILY	RESEARCH	FUND	ESTABLISHED	IN	BEIJING

12月19日，由妇基会

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

发起的“中国婚姻家庭研

究基金”在京成立。全国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

主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会会长甄砚，妇基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在启

动式上致辞。

该基金服务于婚姻家

庭研究，资助全国从事婚姻家庭研究的单位和人员开展婚姻家庭理论、问题和法律政策研究。基金将通过发布课题指南

或申办公告公开面向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个人及其团队招标，对开展婚姻家庭理论、问题和法律政策研究

的单位与个人提供支持资助，原则上每年招标一次。在充分发挥妇基会全国公募基金优势外，还将利用妇基会在全国各地

开展其他项目的优势，为有关单位和专家提供研究调查上的便利和支持，同时对于有关研究成果，妇基会也将列为基金会

的公益实践方向，根据实际情况落实于相关公益项目中。



“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倡导活动”在

广州、天津完美收官

11月、12月，“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

全倡导活动”在广州、天津分别举办。广州

站是“守护童年·安全童行”的最后一站，

天津站是“守护童年·平安童行”的最后一

站。通过路演活动、公众体验及媒体传播，

社会更加关注儿童乘车和道路安全。2015

年，妇基会还将继续携手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倡导全社会关注儿童出行安全。

“母亲创业循环”项目助力内蒙、新疆

妇女发展

10月，“玫琳凯母亲创业循环金”

项目分别在内蒙古和新疆启动。项目

分别在内蒙古新疆投放资金100万元、

150万元，资金将以“小额无息贷款”的

形式发放到妇女手中，给更多的女性创

造实现自己价值和梦想的机遇。

天创时尚携手伊能静用声音传递爱

    10月31日，“亲们，爱吧！”关爱行动在

上海拉开帷幕。天创时尚首次尝试通过新

媒体，运用轻APP进行公益慈善捐助。参

与者在APP中定制完一条信息并分享，天

创时尚就会向在妇基会设立的“天创时尚

关爱基金”捐赠1元钱。分享越多，爱心传

递也就越远。热心公益的“美丽教主”伊

能静现身会场，共同启动此次活动。

“母亲邮包”汇真情·腾讯网友陕西行

    10月22-24日，“关怀贫困母亲”腾讯

网友西部行活动在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

启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广州、河南、吉林、

四川、北京等地的网友代表参加，网友代

表深入汉源镇和胡家坝镇，回访了“母亲

邮包”项目的受益者，了解了当地贫困母

亲的生活状况和迫切需求，并为贫困母亲

送去了“母亲邮包”、食用油、大米等生活

用品。

2014年妇女“两癌”防治研讨会在银川

举行

10月17日，2014年妇女“两癌”防治

研讨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以关爱妇女“两

癌”防治为主题，分析国内“两癌”疾病防

治现状，深入探讨全球宫颈癌防治策略及

成果，倡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

健康理念，呼吁社会各界关爱女性健康。

妇基会与李宁公司走进贵州老区桐梓县

    10月13日，妇基会与李宁公司深入贵

州省桐梓县楚米镇和平小学开展探访，

并为80位贫困母亲发放了价值10万元的

“母亲邮包”，为孩子们带去了价值20万

元的李宁体育设备，在深秋之时为桐梓母

亲送上了暖暖的情谊。

第十六届中国复明扶贫流动眼科手术车

研讨会在福建举办

11月11-12日，第十六届中国复明扶

贫流动眼科手术车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

亚洲防盲基金会自2005年至今，通过妇

基会捐赠了6辆眼科手术车，配发到贵州

等五个省，共帮助6万余名白内障患者重

见光明。会上，23个省、区市相关负责人

交流了项目实施经验，会议还表彰了项目

实施先进单位。

2014慈善晚宴“微笑改变人生”在杭州

举办

12月5日，“微笑改变人生”中国微

笑行动慈善晚宴在杭州举办，活动主要通

过拍卖、众筹等方式，为家庭贫困唇腭裂

儿童筹集免费手术的善款，得到了近400

位企业界、新闻界爱心人士的现场支持，

共募集善款300多万元。

“导乐分娩关爱服务”项目重庆市示范医院

授牌仪式在江津区举行

11月5日，“导乐分娩关爱服务”项目重庆

市示范医院授牌仪式暨院长座谈会举行，10

家单位获得项目示范医院称号。该项目主要内

容是由医护人员和导乐人员提供导乐仪，让产

妇在舒适、无痛苦、母婴安全的状态下顺利自

然分娩。一年多来，妇基会已累计向重庆市12

家试点医院捐赠价值近2000万元的导乐镇痛

分娩仪20台，服务产妇近3000人。

“赋权女性基金”酒店业外来务工女性

职业技能培训在蓉开班

10月16日，“赋权女性基金”酒店业

外来务工女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启动仪

式暨第一班开班仪式在成都举行。此次

培训旨在对成都市酒店服务业的外来女

性员工进行短期职业技能培训。截止到

2015年4月，将至少为成都地区的800名

酒店业女员工提供职业素养培训课程。

姜昆艺术公益基金携手妇基会启动“意外

伤害时时防”网上行动

10月17日，“意外伤害时时防”网上

行动启动。该行动将以姜昆老师的漫画形

象通过互联网向家长、孩子介绍“防止未

成年人意外伤害”的知识，提醒社会各界

时刻注意保护身边的孩子，号召知名网站

等参与“意外伤害时时防”行动。

资讯传真
Updates

“母亲水窖”项目发布动漫视频 再次呼吁大家

关注饮水安全

12 月2 2日，妇 基 会 发 布《唤 醒 生 命 本

源—母亲水窖十四周年》动漫视频短片，再

次呼吁社会公众关注安全饮水和环境保护问

题。视频已在爱奇艺、PPTV、优酷和土豆网

等视频网站传播，并通过公众喜爱的豆瓣和各

类贴吧进行问答互动，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水资源的现状，踊跃参与到水资源保护的公

益行动中来。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

v_show/id_XODU0MTc1MjY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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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有质量过硬的产品，通俗地讲，好产品，才

能带来利润。好产品被公众认可，销量形成规模，利润不断

增长，组织长久生存。实体经济也好，虚拟经济也罢，古今中

外，概莫能外。产品是核心竞争力，任何行业，任何产业，公

益也一样，一个公益组织需要有好的公益产品支撑才能发

展壮大。

通常来讲，质量好的产品是好产品，在产品术语中，产品

质量就是产品的适用性，即产品在使用时能成功地满足用户

需要的程度。用户对产品的基本要求就是适用，适用性恰如

其分地表达了质量的内涵。

产品质量包含使用要求和满足程度两层含义，而公益

产品质量最能体现这两点。受益者使用公益产品，这样就对

产品质量提出一定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受到使用时间、

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和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变化，会对同一公益产品提出不同的质量要求。因

此，公益产品质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它是动态的、

变化的、发展的；它随着时间、地点、受益对象的不同而不

同，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和丰富。

拿“母亲水窖”来说，最初创立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解决

西部贫困干旱地区缺水问题，建设集雨水窖，解决农户基本

生存问题。因为集雨水窖的水放置时间长了病菌会增多，所

以除了净水药片之外，还给受益家庭发放净水器，确保饮用

水安全。2005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母

亲水窖”也与时俱进，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让受益人口直接喝上安全的水，“母亲水窖”也从单纯的水

窖发展成多种工程形式的项目。2011年，“母亲水窖”进入

校园，建设饮水和卫生设施，开展健康教育培

训，南方地区学校

购置能直饮的净水设备，北方地区学校购置锅炉和保温桶。

2014年，“母亲水窖”试点“美丽乡村”建设，今后还要做水

源地保护项目，扩大“美丽乡村”受益范围（笔者认为叫“美

丽家园”更适合，水源保护不仅仅是农村受益，城市更加受

益）。“母亲水窖”这个公益产品的变化，正是体现了使用时

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和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变

化，而且不论项目形式如何，始终保证工程技术质量和后期

服务（卫生培训以及设备维护），这要感谢水利和卫生部门对

工程设计工艺的严格把控。

从受益者对“母亲水窖”的满意程度放大来看，受益者

对公益产品的使用要求的满足程度，反映在对公益产品的性

能、经济特性、服务特性、环境特性和心理特性等方面。因

此，公益产品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并不要求技术特性越高

越好，而是追求诸如性能、数量、产品周期、服务等因素的最

佳组合，即所谓的最适当。

公益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普通商品消费者认可即为好

产品，公益产品除了受益对象认可之外，同时要得到捐赠者认

可。一个产品不需要说它多么多么好，只要展示足矣。同样，

好的公益产品不需要过度包装，展示即可。比如一个集中供

水工程，可以展示的素材有：项目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存条

件，工程设计图、建设场景、主体工程、受益家庭、工程决算

表、捐赠者冠名标识等，展示过程中又涵盖了项目透明度和

捐赠反馈，至于如何展示，那是传播工作者的事情了。

好的公益产品，一句话概括：捐赠者和受益者都满意的

公益项目，但是做起来十分不容易，好的公益产品含有

多少从事公益人的心血，恐怕无人能说清，这也是

“母亲水窖”、“希望工程”存在多年依然

生机勃勃的原因。

从“母亲水窖”项目谈公益产品的发展
母亲水窖项目办公室  王超

EXPLORING	BETTER	WAYS	TO	DEVELOP	CHARITABLE	PROJECTS

CWDF Vision

走进妇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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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丰宁“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落成投入使用
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PROJECT	COMPLETED	IN	HEBEI	PROVINCE

11月13日，“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4所学校全部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

丰宁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由于当地地貌特征复杂，部分学校的饮水设施、卫生设施有待改进。根据丰宁县学校的饮

水卫生环境的现实需求，2014年，妇基会将丰宁县列入“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的重点实施区域，并投入40万元项目专项

基金在丰宁县苏家店中心小学、西官营小学、丰宁特教中心及大滩小学开展项目，进行供水系统及洗手房、饮水房设施改造，根据

学校实际需要，相应配置直饮净水机、热水茶炉，使1554名学生喝到了干净卫生的饮水，改善了4所学校整体的卫生环境。同时，还

对学校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的环境卫生、健康教育，倡导广大师生节约用水、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一声周妈妈，道出关爱情
—流产后关爱（PAC）项目案例
POST-ABORTION	CARE	PROJECT	DOCTOR	GIVES	TIMELY	
GUIDANCE	TO	YOUNG	WOMAN

2014年12月底的一天，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主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流产后关爱（PAC）项目负责人周燕飞在医院人流手术室前的PAC宣教室里给准备

做手术的患者和家属讲“科学避孕，远离人流”的健康知识。当讲到人流可能对身体的

伤害时，下面一阵轻轻的哭泣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通过询问得知，这是一对恋人，家里都在外地，两人大学同学，恋爱5年了，感情很

好，这是女孩的第4次怀孕，女孩很想生下来，可是男友的态度很坚决，认为暂时物质条

件不允许。周主任把男孩叫到一边，将人流可能出现的危害以及并发症详细地告诉他，并

告知他多次人流，尤其是4次以上的重复流产继发不孕的发生率高达92.13%。除此以外，人流不仅对女性身体有伤害，心理的伤

害更是不可估量，很多人因此患上了抑郁症甚至轻生，爱她就不要轻易地做人流。男孩听到后惊讶地说：“医生，我一直以为人流只

是轻轻松松的三分钟，像广告上说的睡一觉就烦恼去无踪了，原来有这么多伤害啊。”说完，男孩决定不让女孩做人流了。女孩激动

地抱着周主任说：“太感谢您了，您就像我的亲妈妈，我能叫您一声‘周妈妈’吗？”

这样感人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在妇基会PAC项目宣教室里，单是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就已免费给四千多名患者及家属进行

了避孕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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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箱油，一元钱”公益活动开展
PETROCHINA	&	SHOUQI	OIL	RAISES	FUNDS	TO	SUPPORT	CWDF	PROJECTS

 12月5日-31日，妇基会联合中油首汽石油销售

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为精彩生活点赞，为妇女健康加

油”—“一箱油，一元钱”公益活动。

中油首汽公司从所属18座加油站的每笔加油费中

提取1元钱作为公益活动捐款，实现“加一次油献一份

爱心”。最终将累计筹集的全部善款

捐赠给妇基会，用于购置两辆“母

亲 健 康 快车”及车内所需医 疗设

备。“母亲健康快车”将投放在河

北省涿鹿县，以流动医疗车为载

体，为妇女两癌筛查、接生及体

检使用，形成培训与宣传、预

防与救助等具有辐射效应的

链条式卫生健康服务。

活动期间，中油首汽发动员工

2015.1/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志愿者在所属各油站为加油的爱心顾

客发放公益活动车贴，在加油现场进行

专题采访活动，号召社会爱心人士都来

关注妇女健康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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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artners

伙伴风采

百事公司是全球食品和饮料行业的领导者，2013年净收

入逾664亿美元，旗下品牌系列中有22个品牌的年零售额都

在十亿美元以上。百事公司进入中国已经长达33年，是首批进

入中国的美国商业合作伙伴之一。

为兑现百事公司对于所在社区的承诺，百事基金会和百

事公司大中华区积极开展和支持了一系列社会公益项目，包括

持续十多年支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母亲水窖”项

目，各地工厂和农场员工发起的社区直接受益的教育慈善活

动—百事图书室、百事明天计划，以及国内自然灾害发生时

的紧急救援支持。

百事公司早在2001年就开始支持“母亲水窖”项目，帮助

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缺水家庭和学校解决安全卫生饮用水

问题。百事公司因而成为参与该项目的首家“财富500强”跨

国企业。经过十四年持续不断的资助，百事公司已成为该项目

捐资额度最大的跨国公司。截至2014年11月底，百事基金会、

百事大中华区及其员工已经累计捐款超过5500万元人民币，

共建水窖1500多口，新建或升级改造小型安全饮水工程170 

多处，修建校园安全饮水工程90多处，培训农村群众17万余

人；项目已经惠及了包括四川、云南、甘肃、贵州、广西、河北、

内蒙古、青海、重庆及陕西在内的10个省、自治区的724,000 

多人。

2011年6月，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女士在

北京宣布了百事基金会继续支持

“母亲水窖”安全饮水项目的

500万美元捐款，到2015年

底将为中国50万人口提供

安全饮水。本次捐资是百

事公司向中国单次慈善

捐款数额最大的一笔。截至

2013年底，前两年项目已使8个省30个

县超过65.5万人受益，提前完成了该项目目标。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百事大中华区的员工志愿者们十

多年来也为“母亲水窖”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有的慷慨

解囊，有的作为志愿者回访得到“母亲水窖”项目资助的偏远

山村和学校，为贫困的家庭和孩子们带去了关爱和欢乐。截至

2014年11月，来自大中华区员工的个人捐款已经超过274万元

人民币。

2012年3月22日，第二十个“世界水日”之际，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宣布百事公司成为“母亲水窖”公益项目的战略合作

伙伴，以嘉奖百事公司长期以来为推进项目做出的重要贡献。

2014年10月22日，全国妇联向百事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卢英德女士授予了“母亲水窖”项目国际公益大使的聘任

证书，以表彰卢英德女士为“母亲水窖”项目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以及在她的领导下，百事公司、百事基金会和百事大中华

区员工为推动该项目，为中国贫困地区百姓提供安全饮用水

所作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妇基会发起

“母亲水窖”项目14年以来所聘任的首位国际公益大使。

除了对“母亲水窖”项目的长期支持，百事公司还多次支

持“母亲邮包”项目。2013年4月，雅安地震发生后，百事基金

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100万美

元，其中包括2万个灾区急需的“母亲邮包”。此外，百事公司

大中华区连续两年在“把乐带回家”跨品牌新春贺岁推广活

动中，与“母亲邮包”项目紧密合作，不仅先后捐赠了价值超

过80万元的“母亲邮包”，还充分利用旗下明星代言人的号召

力，发起“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

物”公益活动，借助网络众筹的模式，带动更多年轻人把快乐

送给中国的贫困地区母亲。

“做百事，圆百梦”
PEPSICO	GIVES	STRONG,	LONG-TERM	SUPPORT	TO	
CHARITY	IN	COOPERATION	WITH	C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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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含）以上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特普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科智地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李宁（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利吾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兰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南京中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懋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港币)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控公益基金会

李宁（上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联想控股公益基金会

广信科教集团有限公司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祥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智慧兄弟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田子民族文化村游乐有限公司

100,000（含）-1,0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

捐 赠 记 录
donation records

Donation Records

捐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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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四川省妇女发展基金会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Leah Dawn Xiaowei Ye

北京世纪冠雄文化有限公司

10,000（含）-1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天津戴乐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

晋江海纳机械有限公司

国民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讯天空网络有限公司

武汉人福健康护理产业有限公司

慧贤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港币)

北京红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玉汕贸易有限公司

中油首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腾讯月捐网友捐赠款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港币)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港币)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富山集团有限公司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麦丰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紫竹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区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

人民卫生出版社

通用电气航空（苏州）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

杭州美高华頣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文华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恒丰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富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东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天豪拍卖有限公司

亨达集团(港币)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

徐玉麟 邓小兵

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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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福建省烟草公司厦门市公司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智愚嘉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鲜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信愿行集团有限公司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纵坐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印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查世物流科技（另）有限公司

杭州双丰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浙江宇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汉瑞祥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宁益眼科中心有限公司

杭州双丰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先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徐龙集团

环球幼儿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路丙乾

成都乐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友林律师事务所

富平县妇幼保健院

韩城市妇幼保健院

唐县中医院 

马山县妇幼保健院

张家口市第二医院

广平县妇幼保健院

青县人民医院 

邢台市桥东区医院

邢台县医院

康保县人民医院

昌黎县人民医院

天等县妇幼保健院

大厂回簇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平泉县中医院 

景县妇幼保健院

上海宝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尼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艾利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WI CHAAEL CERSON LTD 

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祥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八八众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宁波荷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瑞益荣融（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韩素英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北碚区妇幼保健院

延安市宝塔区妇幼保健院

璧山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浙江东方广告龙传媒

浙江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浙江富藤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掌游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新空气工艺品有限公司

杭州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广告龙传媒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代表处

上海益群家俱装饰有限公司

厦门海中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汇然科技有限公司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大汽车维修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衢州南高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一统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丽的化工有限公司

雍柏荟老年护养（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火舞艳阳广告有限公司

杭州盛达期货有限公司

北京众新永鸿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艾易创投科技有限公司

好太太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中彩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

1,000（含）-1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捐赠记录
Donation Records

大名县妇幼保健院

彭水苗族土家簇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厦门杰桢贸易有限公司

青海省妇联机关党委

上海诚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袭香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流遍机械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习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为民 倪丽峰 高靖娜 林志毅 程祥涛

李亦非 陈春锋 张新婕 潘　丽 金　菁

陈春锋 张新婕 杨　柳   詹文龙 朱力为

岳治伟 张媛媛 祝　平 华绍炳

Sherman S Lin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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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金融青年志愿者协会

上海海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联登拉链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市春恒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欣起点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果伴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尚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众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铮华阀门有限公司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市融首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童巧游乐设备有限公司

泉州恒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晋江特锐刀具有限公司

晋江市恒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兰闽建筑事务所

上海海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太原理工大学煤化工97班

陈伟霆海外粉丝后援会

陈伟霆内地官方后援会

陈伟霆福建后援会

微公益

黄晴宜 卢　红 杨峭立  吴庆松 赵新利

肖　力 沈　巍　李　剑　赵新利　常德民

李宏鹏　陈　倩　路　申　户华颖　马建波

李爱华　李　非　李淑霞　韩永霞　喻先强

凌　琦　赵志文　段泽飞　黄佳越　黄志新 

张丽敏　林兆妹　余　远　何信南　胡德濽

高占文　董亚峰　贾祖朋　林兆妹　悦桂云

蒋万春　贾祖朋　林兆妹　悦桂云　李淑娟

张秋贵　修发鑫　夏秀金　董亚峰　朱开显

陈英利　刘志安　朱玉富　王建峰　刘　剑

杜瑞涛　索　丽　邹诗云　官少卿　江门店

陈　征　叶丽娟　范乔乔　范杏月　石小敏 

范津津　纪秀芳　雷小艳　郭　丽　李桂琴

李　百　李时伦　孟险峰　黄　鑫　杨颖佳

张雪梅　张佑生　李树兰　叶艳丽　叶慧标

诸长庆　黄铁红　马莉娜　俞燕虹　王建军

闫向阳　西　扬　王　玥　颜　妍　沈荣妹

陈　翔　樊修含　任　涛　孟险峰　韩秋迎

左海隽　柯昌松　田宗敏　王丽华　王雪波

刘　英　高广顺　张晖君　李　理　吴　越

赵镇阳　魏东晖　李京欣　陈炜涛　阮　昱

鲍佩华　张檬月　孙惠琴　柯昌松　和合嘉

华媛媛　王　玮　麦静文　高春晓　陈　颖

吴泽标　李剑飞　张春娟　周淑雅　刘昕枝

赵琳（指定落实在甘肃）

刘荣秀（指定落实在广西或贵州）

NPT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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