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01 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目录 Contents

关于我们 About Us

我们的 2015 Our 2015

2015 年审计报告 Audit Report 2015

我们的成就 Our Achievements

主要项目 Major Projects

“母亲水窖”项目十五载，迎来总结进步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全方位呵护女性健康

  @ 她创业计划为女性创业掀开新篇章

“母亲邮包”项目不断深化内容及服务

“幸福家庭”项目稳步发展

  灾害赈济工作有序开展

  网络筹款主题多样

  其它重要项目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celebrates 15th anniversary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afeguards women's health

@She Venture Plan starts new era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provides better, all-around services

Happy Family Project in progress

Efficient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made

Various onlin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held

Other projects

2015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

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揭晓

女性健康公益联盟 2015 年总结推进会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Third Chinese Women's Philanthropy Models Awards

Women's Health Community Alliance's Annual Meeting

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创新艺术展

2015 女性国际公益慈善晚宴

出席“中法妇女与水资源”环保研讨会

2015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International Women's Charity Night

Sino-France Women and Water Resource Seminar

慈善推动 Charity Events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2015 年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2015

合作伙伴 Partners

01

03

15

19

23

71

81

89

99

01

03

15

19

23

71

81

89

99



01 0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少华　全国妇联执委、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贝晓超　中国优步公共事务总监

叶志华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社会工作部巡视员

邰祥梅　百事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武广齐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居劲松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公关外联部副总经理、北京联想控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胡瑞连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秦国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倪　萍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高级编辑 

黄丽真　全国妇联执委、澳门宝龙集团副董事长

黄晴宜　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龚因心　香港华懋集团董事、华懋慈善基金理事，香港妇女联合协进会会长  

康　典　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敬一丹　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   

程　刚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

甄　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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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惠生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廖　勋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 

Members of the Sixth Board of Director of CWDF
级基金会

关于我们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英文名称：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成立于 1988 年 12 月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中基透明指数最透明的公益基金会

5A-grade Foundation

About us

5A

我们的宗旨

维护妇女权益，

提高妇女素质，

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Our Mission

理事会（排名不分先后）

理事长
黄晴宜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副理事长
甄   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翟惠生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王少华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全国妇联执委、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秦国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Board of Directors

顾问（排名不分先后）

王    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清洁发展机制研发中心主任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师曾志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发起人

金锦萍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Consultants

监事会（排名不分先后）

张黎明   全国妇联组织部原部长                          宋宗合   中国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主任

Board of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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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在全

国妇联书记处和理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妇女需求，积

极争取政府和社会资源，完善项目委托执行制度和监管

机制，进一步强化精准化、规范化管理，以创新的工作

思路、工作举措，努力推进资金募集、项目实施、机构

建设的不断进步，各项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妇基会被民

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一、多措并举，募资额度稳步增长

2015 年 妇 基 会 共 募 集 资 金 和 物 资 合 计 人 民 币

5.35 亿元，同比增长 14.32%。今年以来，我们紧

紧围绕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新情况，不断创新募资

模式，加大筹募工作力度。继续争取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大型企业持续支持；同时不断加

强对民企、外企的联系和动员力度，一批新的爱心单

位陆续加入到支持妇女公益慈善事业的队伍中。在公

众筹款方面也有一些突破，在中国首个互联网公益

日——“99 公益日”，上线“山村妈妈的逆袭”等

多个项目，发动大众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与电子商务

平台创新合作模式，争取公众捐赠。

二、加强品牌项目建设，实现品牌项目

的深化和升级

今年以来，妇基会进一步强化品牌项目建设，丰富

和深化项目内容，加强管理和执行，保持品牌项目生命力。

——“母亲水窖项目”。2015年是“母亲水窖”15周年，

全年各项工作紧紧围绕项目总结深化展开，掀起传播高潮。

发起“探秘水世界”安全饮水倡导活动，开展“母亲水窖——

寻找我的公益足迹”公益活动，发起 # 无水挑战 # 话题。

同时，积极向有关部门申报小行星命名，经国际小行星中

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成功申请“母亲水窖星”。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继续围绕“母亲健康快车”

项目 2014-2018 发展规划，在原有项目基础上，拓宽项

目范围、创新项目模式，提高项目效益。启动“乳癌防治

公益行动”，开展“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成立乳腺癌

防治基金、女性肿瘤预防基金。全年共发送“母亲健康快

车”180辆，并全面更新了车辆配置，提升了车辆使用性能。

我们的
2015

Ou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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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强女性慈善文化建设，助力女性慈善事业发展

  顺应国家扶贫创业发展战略，围绕新常态下女性扶贫创业，成功举办“2015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新常态

下女性扶贫创业论坛”。联合国妇女署、人居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国机构出席活动并就国际妇女扶贫

创业形势做了发言。张梅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同时，近 200 位来自香港、澳门、相关公益组织、企业

界的优秀女性出席会议。召开第三届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奖典礼，对个人、公益项目、企业进行了表彰，

对推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编辑出版《2013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发展蓝皮书》，以汇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推动女性公益慈善发展

为主线，内容涵盖了国内外女性公益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构，总结了截至 2013 年女性公益慈善的发展现状，

指出女性公益组织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举办了女性公益组织培训会议，有效地整合了联盟成员的资源，加强了成员间的交流，推动了联盟

工作机制良性发展。同时针对尼泊尔、西藏地震以及天津爆炸事故，联盟成员与妇基会携手开展了灾害紧急救

援，为受灾地区送去支持。

六 .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女性公益国际视野 

 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 20 周年大背景下，在联合国总部共同主办了“2015 女

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论坛形成了“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共识，达成了多方合作意向，

拉开了妇基会与联合国机构、中国女性公益组织援助非洲发展多边合作的序幕。

七 . 进一步加强内部建设，提升机构竞争力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项目植入互联网思维，升级为“@ 她创业计划”，在传统帮扶模式“小

额循环金 + 培训”中融入电子商务，为经济新常态下女性创业就业提供了新途径。二是发起成立了“女

性 创 业 联 盟 ”， 并 建 立 了“ 彝 之 独 绣 ”、“ 妈 妈 制 造 ”、“ 让 爱 回 家 ” 等 一 系 列 优 秀 创 业 活 动 案 例 和

产品品牌。

——“母亲邮包”项目。以贫困母亲及家庭需求为出发点，结合新年、母亲节等重要节日，持续开展“把

乐带回家”、“新年送红包”、“母亲心愿”等公益活动，并将其品牌化；为满足更多捐赠和受助需求，不断

创新邮包种类，开发了“孕产包”、“妈妈宝箱”等邮包新品种，扩大项目内涵和外延。

——“幸福家庭”项目。2015 年，家庭领域工作分别在困境家庭支持、家庭融合教育、家庭安全建设、

婚姻家庭研究等方面开展了各类项目：实施国内首个“社区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项目；研发了具备国家专

利的儿童安全书包；开通暴力伤害救援热线；在大中城市重点医院周边设立助医小家；支持北京首个打工子弟

初级中学建设新校舍；发布《父亲在现代家庭中的角色重要性》研究报告等。

同时，围绕妇女群众新需求，开发实施了“诺美助学创业基金”、“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启

动家庭健康发展基金”等 40 多个新的公益项目。 

三 . 救灾工作及时高效，积极响应社会需求 

针对“4.25”尼泊尔、西藏地震，共接受社会捐赠 492.325647 万元，其中资金 372.324047 万元，物资

120.0016 万元。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发生危险品仓库爆炸严重事故后，共接受捐赠 1036.237167 万元，其中资金

756.067942 万元，物资 280.169225 万元。

在尼泊尔、西藏地震灾害援助工作中，品牌项目首次走出国门，为受灾地区群众提供支持。我们根据尼泊尔妇

女儿童卫生资源相对薄弱的国情，首次专门订制了 6 辆“母亲健康快车”。同时在尼泊尔灾区安装了“母亲水窖”

净水设备，为当地群众提供安全饮用水。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我们立即意识到事故的特殊性和严重性，立即联合中科院心理所等专业机构启动对消防

官兵、遇难者亲属和爆炸亲历者、受损者提供心理修复干预服务，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

四 . 打造优势新媒体传播平台，做优公益传播 

1、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工作，扎实细致做好信息公示。

完善信息公开的工作流程，形成全媒体信息透明机制。在各类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开

各类信息，项目落实情况公示由结果公示变为过程公示，每季度向社会公布一次项目实施进展，重大项目

招投标情况、重大采购事项等内容也列入必须公开的信息内容。

2、适应传播新模式，开展多维度公益宣传。

发挥传统媒体的权威优势，录制公益主题的公益广告，协调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母亲健康快车”进

行报道。发挥网络媒体的资源优势，对妇基会的相关活动、视频进行专题推送。策划重点活动传播，共特别

策划 15 个活动专题。目前妇基会官微综合影响力排行上升至公募基金会前 5 位。

3、开展媒体、行业、明星的跨界公益合作。

开发新媒体资源、互联网行业资源、明星及粉丝资源开展线上传播筹款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公益跨界

模式，与互联网平台发起公益传播售卖活动。

1. 进一步做好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

从流程管理入手抓好合同签订、物资采购、项目招标过程中的风险防控，制定了妇基会供应商管理制

度（暂行）规定。加强对项目资金的基层审计和监督力度，加强捐赠物资公允价格的确定和出入库管理。

2. 深化人力资源企业化管理机制。

实行员工关键指标考核制度，工作进程全程监测，确保工作质量。同时不断优化内部人力资源结构，

根据《妇基会管理职位选拔任用工作办法》，完成对员工岗位定岗和职务晋升工作。

3. 加强信息化管理。

完成数据库一、二期建设开发工作，通过数据库建设，促进内部数据共享与交流，进一步提升募资、

项目实施、日常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4. 做好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根据全国妇联总体安排，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认真抓好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员工队

伍思想建设，确保政治坚定、思想纯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确保党风

廉政建设落到实处。

     在此，我们谨向各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及大力支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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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ry out disaster-relief work efficiently, respond to social demands actively
The CWDF has received 4.92325647 million yuan (US $757,424), including 3.72324047 million yuan 

(US $572,806)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1.200016 million yuan (US $184,618) to help people affected 

by April 25 earthquake in Nepal and China'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fter the explosions at a 

warehou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occurred in Tianjin on August 12, 2015, the CWDF has received 

10.36237167 million yuan (US $1.59 million), including 7.56067942 million yuan (US $1.16 million)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2.80169225 million yuan (US $431,030). 

During the rescue work after Nepal earthquake, our brand projects for the first time benefit quake-affected 

people in a foreign country. We dispatched six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medical vehicles to Nepal and 

installed water-purifying equipment in quake-affected area to provide safe drinking water for the locals.

Immediately after the Tianjin blast, we realized the particularity and seriousness of the accident. We 

cooperated with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to fire fighters, relatives of victims, witnesses of the 

blast and the injured people. Our services were welcom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4. Establish new media platforms to better carry out publicity work
1) Further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publicity and information announcement work 

We have improved the work procedure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formed a transparent, mult i-

media release mechanism. We release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to society through various news 

training, which provides women with new approach of starting businesses. We have establishe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Charity Alliance, and organized a series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Unique Yi Embroidery," 

"Made by Mothers" and "Let Love Return Home," to help women start businesses.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To meet the needs of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and families, we have 

carried out activities, including "Bring Happiness Home," "Red Envelope for 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s' 

Wishes." In order to benefit more women in need, we have developed new kinds of parcels, including "Bags 

for Pregnant Women" and "New Mothers' Kits."

—Happy Family Project. We have carried out various projects to support impoverished families, promote 

family harmony education, ensure home security and study marriage and family-related issues. We have 

launched China's first community road-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for children, developed a kind of patented 

schoolbag for children, and opened an anti-violence aid hot line. We have also established stations near big 

hospitals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offer help to patients, helped Beijing's first junior middle school 

for migrant children build a new building, and published a survey report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Role in 

Modern Families.

In the meantime, to meet women's new requirements, we have carried out more than 40 new charitable 

projects, including Lome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und, Champion the Children · China Super New 

Mothers Program and Family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WDF, and with the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CWDF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country as well as women's needs. The 

foundation has taken advantage of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resources, improved the project entrusted-

execution system and monitor system, and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precise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It has adopted creative idea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fund raising, projects' imple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various works. The CWDF has been honored as 

the National Advanced Social Organiz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1. Adopt multiple measures to ensure steady increase of fund collected
In 2015, the CWDF has collected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535 mill ion yuan (US$ 82.3 mill ion), 

up 14.32 perc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Focused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innovated fund raising modes and strengthened fund 

raising work over the past year. We have won continuous support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and we have also mobil ized 

private and foreign companies to support our cause. We have made breakthroughs in terms of crowd 

funding. On September 9, 2015, China's first Internet-based charity day, we launched several projects, 

including a project to help mother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encourage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We have also cooperated with e-commerce platforms in new ways 

with the hope of increasing public donation. 

2.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of famous projects and update the projects
Over the past year, the CWDF has strengthen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brand projects, improved 

management and maintained the vitality of the projects.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year 2015 marked the 15 anniversary of the project. We have 

carried out the work intensively and held various publicity activities. We have launched the "Exploring the 

World of Water" activity to promote safe drinking water,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Seeking My Footprint 

on the Road of Charity" activity, and the "no-water challenge" topic on new media platforms. We also applied 

to name a planet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lanet, and the Minor Planet Center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orking Group on Public Naming of Planets and Planetary Satellites approved our application.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ject's development plan (2014-2018), we 

have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project, innovated the project modes and enhanced the project benefits. 

We have launched the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itiative" and the "Faslodex Charity Medical 

Program," and also established fund to prevent and treat breast cancer and tumors. In 2015, we have 

dispatched 180 medical vehicles, and we have improved the functions of the vehicles.  

—Mothers' Business Fund Project. Through using the Internet, we have upgraded the project into @

She Venture Plan. We blend the e-commerce mode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small recycling fun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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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trengthen structural construction,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1) Improve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have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risk during the process of signing contracts, purchasing materials 

and bidding, and stipulated a management system on our suppliers. We have strengthened the audit 

and supervision of project fund, the confirmation of fair prices of donated materials and the storage 

management system.

2) Deepen enterprise-like human-resource management mechanism 

We have implemented an exam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key indicators among staff members, and 

monitored work proces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optimize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the CWDF on Selecting and Appointing 

Staff  in Managerial  Posit ions, we have f ixed work requirements for various posit ions and the 

procedure of promotion. 

3) Strength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e have completed the first and second phas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tabase. Through the 

database, we have promoted the share and exchange of data within CWDF, and have normalized 

and routinized fund rais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daily works. 

4) Improve Party work and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administ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veral l  arrangement of the ACWF, we have studied "Three Str icts and 

Three Steadies," enhanced ideological education on leaders, Party members and staff members, 

and ensured that they have firm political position and clean thoughts. We have further carried out 

education on anti-corru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administration.  

Here, we express our high respect and heartfelt gratitude to our partners and peopl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great support.

Fund and the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jointly hosted the 2015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at the UN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ummit 

reached a consensus and agreements on cooperation, which marked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WDF and the UN organizations and Chinese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supporting 

Africa's development.

5. Strengthen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hilanthrop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harity cause
Complying with China's poverty-alleviation strategy, we have organized the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 under the "New Norm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UN Habita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ttended the 

forum and gave speeches. Zhang Meiying,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1th CPPCC and First Vice-Chairperson o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and other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as well as 200 women from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SARs, attended the forum. We have also 

held the award ceremony of the Third Chinese Women Philanthropy Models to honor the individuals, charitable 

projects and enterprises, which have played guiding roles in promoting women's philanthropy.

We hav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2013 Blue Book on Women's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It aims at integrating 

more soci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women's philanthropy. The book contains practices 

and theories of women's philanthrop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philanthropy by 2013,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roles of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the future. 

We have also convened training of women's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to integrate resources of 

alliance member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working mechanism. The 

alliance's members, together with the CWDF, have carried out rescue work and offered support to 

people in need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Nepal and China's Tibet and the Tianjin blast.

6. Deep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xpand women charities'   
    international vision
The year 2015 marke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 and the 20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The CWDF,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edia and we media. We also publicize the progress of projects, instead of the results of the 

projects, to society every quarter, as well as the information about bidding of major projects and 

major procurement matters. 

2) Adapt to new publicity modes, carry out multi-dimensional publicity activities 

We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media, produced charity-themed advertisements, and the 

News Broadcast of the CCTV has reported on Health Express of Mother Project. We have also made 

good use of the Internet to advocate CWDF's activities. We have schemed 15 special reports on our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At present,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the CWDF's Weibo account ranks 

in the top five among the public foundations.

3) Cooperate with celebrities and various media, industries 

We have exploited resources concerning new media, the Internet industry, and celebrities and their 

fans to collect fund online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offline, and we have also launched charity sale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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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总体收入情况   总体支出情况

  捐赠收入情况   资产和债务状况 ( 一 )

Total Income Total Expenses

Donation Incom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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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及时多样、完整准确

妇基会依托自身官网、微博、微信、会刊、年报，同时依托平面、电视、网络媒体的平台，加大基金会及

自身项目活动的公开频次和力度，及时更新披露发布各类信息、公告、公示，结合重大活动制作焦点图推广 6

次。通过百度新闻检索初步统计 , 媒体全年妇基会刊转发新闻稿件 25900 次。官方微博发布日均 3.5 条，日

访问量 378 人次，全年粉丝净增 12642 个。官方微刊发布 150 期，420 篇，全年图文总阅读人数：80367 人；

全年图文总阅读次数：129783 人次。全年累计曝光总覆盖人群达数亿人次。

Quick, precis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CWDF has official website and Sina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and publishes journals and annual reports. 

The foundation has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releasing information, notices and announcements on print press, 

TV and online media. It has also produced posts for big events six times in 2015.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of Baidu 

news search, news reports about CWDF have been reposted by various websites 25,900 times in 2015. On 

average 3.5 posts were released on CWDF's Sina Weibo account every day and the account was visited 378 

times a day, with 12,642 new followers gained. It has produced 150 editions of WeChat journal, which included 

420 articles and were read by 80,367 people for 129,783 times throughout the year. In total, information about 

CWDF has been rea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s times.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资产和债务状况（二） Assets and Liabilities (2)

要闻 4 2015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令计划被“双开”

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消息传来，人

们 为 党 中 央 从 严 治

党、猛药去疴的雷霆

手段喝彩，为党内又

清除掉一条贪腐巨蠹叫好。点赞之余，

也有深思：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令计

划为什么会如此丧失党性原则，走上以

权谋私、违纪违法的不归路？是什么让

他利令智昏、胆大妄为，最终落得身败名

裂的下场？

在近年来从严治党的反腐行动中落

马的，非令计划一人。从周永康、薄熙

来，到李春城、倪发科，追根溯源回看这

些贪腐者蜕化变质的历程，无不是因为

权欲侵蚀了理想，贪心蚕食了信念，远大

志向在现实诱惑面前逐渐坍塌瓦解，扭

曲的价值观让为国尽忠、为民造福的一

腔热血变冷发黑。

“人在世间行走，全靠一口气。它是

所有力量的源头，是灾难打不倒、绝望压

不垮、诱惑锁不住的坚强信念。”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是这样一种

“元真之气”，它构筑一个人的价值底座，

是决定取舍趋避的思想“总开关”。那些

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做了腐

朽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俘虏，价值观

扭曲变异，把滥权当能耐，把堕落当潇

洒，自以为春风得意，其实却在滑向罪恶

的深渊。

一般人觉得，阅历越广、职位越高，

便修养越高、内心越强大，价值观也更稳

定。然而事实证明，任何人无论职位高

低，放松了从政道德和个人品行修养，放

弃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理想信念同样会

滑 坡 跑 偏 。 而 且 往 往 职 位 越 高 、权 力 越 大 ，造 成 的 危 害 也

越大。

照理说，刘志军也好，仇和也罢，都曾经是很有能力的领

导干部。从表面看，这些所谓“能吏”一个个“兢兢业业”，在某

些方面颇有一番作为。可一旦方向偏了、出发点错了，“作为”

就成了“乱作为”，“能力”就成了“破坏力”。季建业收受贿赂

上千万元，刘志军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数以亿计，思想信念的动

摇让他们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更毁掉了自己与家庭的前程

和幸福。

信仰的松动常在不知不觉间，往往如“温水煮青蛙”，在不

断膨胀的欲望中一点点丧失了警惕和斗志。刘铁男“从小苦

日子过怕了”，自打有了寻租的机会，胆子便越来越大，疯狂收

敛财物，让老板们向自己的亲属大肆输送利益。曾经的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倪发科过去是不怕急难险重的拼命三郎，一旦

迷上玉石、玉器，就把党性修养全都抛在了脑后，一头扎进奇

石古玩，法纪防线全面失守。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理想信

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理

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根之所在、魂之所系，没有了根、失去了

魂，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为什么在这些人那里，理想信念“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

要”“在位时想不到，落马后想晚了”？关键就在于，严以修身

没有“修”、没真“修”。一位省部级干部在狱中忏悔时写道，这

些年来，他也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也曾到中央党校学习，也

常去各种会议讲“反腐倡廉”，但在内心深处，意志在衰退，信

念在动摇，终于没能把握住党纪国法底线，被眼前的诱惑迷住

了，成了金钱的俘虏、人民的罪人。对党是否以诚以忠、同德

同心？所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还是为百姓？做人为官是否表里

如一、从严从实？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有必要每日“三省吾身”，

把牢思想的“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把
牢
思
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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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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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3日电 23 日，中

国科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指

出，中国科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群团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科协工作改革

创新。

会议传达了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精神。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指明了科协事业改革发展的前

进方 向 ，一 定 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肩 负

起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为 实 现 中 国 梦 凝 聚 强 有 力 的 科 技 支

撑力量。

李源潮指出，中国科协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联系

实际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和行动，抓好

贯彻落实。坚定不移走党指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团结带领

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而奋斗。切实保持和增强科

协工作和科协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更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

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关注科技工作

者实际需求，强化服务意识、挖掘服务

资源，为他们成长发展和有所作为提供

更多高质量的服务。顺应时代要求，积

极推进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科普信

息化等方面改革创新，努力开创科协工

作新局面。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

启德出席会议。

李源潮在中国科协工作会议上提出

大力推进科协工作改革创新

本报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董洪亮）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延 东 出 席 教 育 部 直 属 高 校

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5 次会

议时强调，高校要围绕“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贯

彻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把 全 面 提 升 创 新 能 力 摆 在

高 等 教 育 综 合 改 革 的 核 心

位置，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 略 和 建 设 创 新 型 国 家 贡

献力量。

刘延东强调，创新能力

是 一 个 国 家 和 民 族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标 志 。 适 应 经

济发展新常态、应对激烈国

际 竞 争 、建 设 高 等 教 育 强

国，迫切需要高校全面提升

创 新 能 力 。 要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 ，坚 持 立 德 树 人 ，改

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升教

师水平，把创新创业教育融

入 人 才 培 养 全 过 程 。 加 强

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

支撑国家、行业和区域创新

体 系 建 设 ，推 进 协 同 创 新 ，

鼓励学科交叉融合，畅通成

果转移转化渠道，打造专业

化高端智库，促进创新主体

优 势 互 补 和 资 源 优 化 配

置。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 、优 化 服 务 ，加 强 高 校 内

部 治 理 ，改 革 评 价 机 制 ，完

善 人 事 和 分 配 制 度 。 主 动

融入全球创新创造，加强中

外人文交流，增强高等教育

国 际 竞 争 力 。 加 强 中 国 特

色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学 术 话 语

体系建设，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创新厚植文化

土壤。高校要主动作为、落实责任，切实承担起引领和服

务创新战略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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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自年初开展以来，全军和

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坚持把

“7 个专项清理整治”作为做好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抓整顿纠积弊的重要抓手，整风整改取得阶段性明显

成效。

习主席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始终高度重

视，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就推动整风整改作出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扎实搞好清理整治指明了方向。中

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就贯彻习

主席决策指示、推进专项清理整治，多次主持会议研究

部署，专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及时指导。中央军委领导

深入部队调研，指导推动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有效落实。全

军教育整改领导小组 3 次召开会议、5 次下发通知作出部

署。四总部相关职能部门制定下发 18 个实施方案，明确

重点工作和推进举措。

在专项清理整治任务中，各大单位党委主要领导靠

前指挥，推动解决难题，督促工作落实。沈阳军区召开专

项清理整治推进会，专题听取机关 13 个牵头部门情况汇

报，从工作指导、具体落实层面研究拿出 32 条措施。北

京军区对部队清理整治中的问题逐项逐条梳理，下发整

治《意见书》，责成有关二级部限时抓好整改。

以上率下严纠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坚持刀口向内，盯着训风演风考风、选人用人、

财经管理、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五多”等方面问题，逐

条逐项“过筛子”。

扭住重点求突破。济南军区针对住房清理难见底的问

题，采取数据比对、函调核实、以房找人等办法，对全区副师

职以上领导干部住房逐人逐套核查，认定的违规住房 100%
腾退到位。军事科学院紧盯科研经费预算不合理、行政消

耗性开支大、超标准超范围发放表彰奖励费等问题，逐个单

位过，所属 13个单位的经费使用管理自查全部完成。

联抓联动出重拳。兰州军区对财务工作大清查中遇

到的 27 类 54 种情形，组织机关部门现场办公、系统研究，

分别提出处置意见和具体办法。第二炮兵对官兵反映的

基层风气突出问题上下联动梳理会诊，通过机关与基层

双向承诺、双向监督、双向讲评等措施，下力纠治插手基

层敏感事务、侵占士兵利益等问题。

严格执纪促整改。成都军区派出 3 批明察暗访组，

直抵现场、直达末端检查督导，查处通报 7 起违规违纪问

题，对 16 名干部、2 名战士作出处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狠刹职称评审、毕业分配、评功评奖等方面的不良风气，

给予 6 名违规违纪党员干部纪律处分。

立起“明规则”、套上“紧箍咒”。空军结合选人用人、

经费管理、工程建设、公务接待等方面清理整治，细化量

化各类制度措施 1019 条。国防大学出台从严加强学员

风气建设规定，对考试评定、交往应酬、外出用车等立起

严明规矩。广州军区着眼纠治公款私用、挪用专项经费、

巧立名目套现等问题，重点对经费审批权限、预算外经费

和政府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清理整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以整风整改成效促进强军备战各项工作。南京军区严格

军事训练监察，集中纠治训风演风考风方面 24 类突出问

题。海军按照真难严实要求指导训练、落实训练、检验训

练，着力提高部队实战能力，促进海上维权、远洋护航等

重大任务圆满完成。武警部队结合领导和机关干部蹲连

住班，组织课题式、案例式调研帮带，有针对性地解决基

层组织功能弱化、基层干部带兵育人能力不强等问题，不

断夯实部队建设基础。

全军和武警部队深入推
进专项清理整治

正风除弊 聚力强军
本报记者 苏银成

办牌办证不再需要去车管所或交警队，在

平台上就能轻松办理；机动车年检、驾驶证审验

等信息，在平台上就能随时查询……日前，记者

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正积极构建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通过网页、手机 APP、

短信、语音电话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提供十

大类 130 余项在线服务。这是公安机关全面深

化改革、惠及亿万群众的又一重要举措。

据了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

展，机动车和驾驶人迅猛增长，截至今年 6 月，

机动车保有量 2.71 亿辆、驾驶人 3.12 亿人，近

5 年平均年增长 7.56%、9.73%。交通安全服务

管理需求也快速增长，去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办理各类业务 7 亿多笔，近 5 年平均年增长超

过 10%。为切实解决当前日趋突出的交通安

全服务管理供需矛盾，以及群众关心的办牌办

证、缴纳罚款和获取信息不方便、不及时等问

题，公安部经过广泛调研论证，组织多地试点，

坚持边建设、边完善，并商请相关单位开展合

作、延伸服务，形成了推进互联网交通安全服

务管理的意见和平台推广应用方案。

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互联网交通安

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的应用，将改变现有工作

模式，推进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向更高效、更惠

民、更绿色的方向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实现服务流程再造。简化办事手续，取

消业务申请等纸质材料，建立网上提交申请信

息，网下审核材料、制作牌证、交付寄递的全新工

作机制。破除地域限制，实现全国范围的跨地域

信息交换和网上服务漫游，方便群众异地办理相

关业务。注重延伸服务，与财政、银行、邮政合

作，实现业务办理、网上缴款、寄递交付一体化；

平台延伸至汽车 4S店、驾校、医院等与交通管理

相关的单位和场所，实现一网办理业务。

——提供 130 余项在线服务。群众实名

注册开通账号后，可享受平台提供的驾考和车

检预约、办牌办证、违法处理和罚款缴纳、出行

信息、信息查询、告知提示、信息公开、重点对

象 管 理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业 务 咨 询 等 十 大 类

130 余项服务。

——打造统一服务品牌。平台将启用全

国统一的“122.gov.cn”专用互联网域名、“交管

12123”手机 APP，使用全国统一的“12123”交

通安全专用公益类服务短号。平台将最大限

度地扩大服务对象覆盖面，并针对不同的服务

需求，实行多样化、个性化服务。不会上网、没

有条件上网，只要有电话，也可享受平台带来

的便捷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公安部已确定了平台推广

应用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目前，该平台已在陕

西、福建、广东等 3 省部分地市试点，将于 2016
年底完成全国推广应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分步实现网

页、手机 APP、短信、语音服务上线目标，分批

完成全国的推广应用工作，平台相关服务项目

还将根据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同时，期待社会

各界和广大群众提出意见建议，有关建议可发

送至 fwptyj2015@126.com 邮箱，也可向“公安

部交通安全微发布”微博、微信反映。

公安部构建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提供十大类130多项在线服务

选号牌、约驾考车检，线上随时可办
本报记者 张 洋

7 月 23 日，荣获“女性公益慈善奖”的部分代表在交谈。当日，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颁

奖典礼在江苏常州举行，来自各省区市妇联、部分公益组织代表等 200 余人，共同

见证了“女性创业公益联盟”的成立。 本报记者 李维娜摄
携手公益展风采

本报北京 7月 23日电 （记者刘毅）

中央气象台 23 日 18 时发布暴雨黄色预

警：预计 23 日 20 时至 24 日 20 时，广东中

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

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安徽中

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大部等地有大到

暴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安徽

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180 毫

米），上述局地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根

据上述情况，中国气象局于 23 日 18 时启

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南方多地将有大暴雨
中国气象局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制图：宋 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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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审计报告
Audit Report 2015

Audi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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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Sheet

List of Activities

Statement of Cash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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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就

Our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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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民政部“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

  荣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母亲水窖”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荣获“全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母亲健康快车”荣获中华慈善奖

荣获“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荣获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 --建设银行资助计划”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被民政部评定为国家 5A 级基金会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母亲邮包”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荣获“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第十二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公募基金会 top2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荣获“2014 年度传播公益推动力奖”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荣获 "2014 全国农村金融十大品牌创新产品 " 称号

荣获全国妇联“巾帼文明岗”称号

第十三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公募基金会 top2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国际编号 207715 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母亲水窖星” 

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荣获“首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获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透明卓越奖”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荣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2004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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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
Major Projects

“母亲水窖”项目十五载，迎来总结进步年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celebrates 15th anniversary

15 年来 , 母亲水窖项目实施规模达 8.96 亿元

覆盖 25 个省（区、市）

解决了中西部地区 290 万贫困群众的饮用水困难

2015 年是“母亲水窖”项目的总结进步年，项目配合“十二五”末水利攻坚，进一步实施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

全年共执行项目款 3574 万元

在 12 省（区、市）建设

受益人数达 8 万余人

5 个绿色乡村项目

134 所学校实施了校园安全饮水
项目

集 雨 水 窖
13.94 万口

集 中 供 水 工 程
1698 处

为 562 所农村中小学
配套安全饮水设施

415 口集雨水窖

28 个集中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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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brings hope to villagers in Miaoerdong

冯云才、杨会琴夫妇是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雾灵山乡苗尔洞村一户普通农民，夫妇俩人身体都不太好，家

中有一个十几岁的脑瘫女儿，杨会琴在家照顾女儿，冯云才在家务农，打点零工，家里经济来源很少，加上他

们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家里经济生活都比较困难，杨会琴每天都要去两公里外的水井挑水，特别是换洗女

儿的衣物需要很多水，长年挑水等重体力劳动使她身体大不如从前。她经常说活累不怕，但吃水、用水是最难

的问题。

2015 年“母亲水窖”项目在苗尔洞村实施，在水务局的大力支持下，投资兴建了新水塔，铺设了自来水管道，

并于 2015 年 10 月份投入使用。冯云才一家也使用上了干净安全的自来水，杨会琴做饭、洗碗、洗衣服，再

也不用去两公里以外的地方挑水，生活压力减轻许多，心情也舒畅了。她激动地说：“我吃上了自来水，不用

挑水喝了，减轻了我的负担，感觉困难都会慢慢过去，生活会越来越好。”

典型案例
Cases

典型案例
Cases

“母亲水窖”为苗尔洞村民送去“心”希望 
 Project improves people's lives in Leibo

阿新巫娘是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罗山溪乡光辉村的一位妇女，过去家里吃水要到离家三里多远的深沟里去背，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来回要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走一个小时，冬天没有水就去山上挖雪，回家后把雪放在大

锅里烧开再用，即使这样，有时候也会无水可用。光辉村海拔 2000 多米，村里的山路一侧贴着峭壁，一侧靠近悬崖，

向山下望去，雾蒙蒙的一眼见不到底。

有一次下雨，阿新巫娘去背水，回来路上不小心滑倒在地，水桶摔了下来，顺着坡往沟里滚。阿新巫娘好不容

易爬起来，发现脚崴了，等她找到水桶时，发现水桶被摔得粉碎，她一下子瘫在地上，绝望地哭了起来。往后的几天，

家里吃水陷入困境。

2015 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在光辉村建成，工程建设四个取水池、过滤池和蓄水池，铺设输水管道

13.8 千米，使 165 户村民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村里 2840 头大小牲畜的饮水用水和 500 亩茶园灌溉也得到了解决。

村支书吉罗衣洛说，自从不用再去背水，妇女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劳动，可以开始发展附加值高的劳动来

提高家庭收入 , 有的开始了茶叶种植，有的开始用彝族特有的彝秀来制作具有艺术感的服饰箱包，创收的方式多种

多样。“母亲水窖”为促进村民增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种植养殖方面看的话，未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依靠“母

亲水窖”来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

“母亲水窖”让雷波人民生活有了光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27 28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World Water Day marked

2015 年 3 月 22 日，第二十三届世界

水日当天，“母亲水窖”项目在妇基会微

信订阅号发起“探秘水世界”活动，通过

知识讲解让公众更加了解水知识，通过项

目成果展示以及游戏互动，号召大家捐助

“母亲水窖”。同时，为解决农村中小学

校学生的饮水安全问题，“母亲水窖”项

目分别在腾讯乐捐和新浪微博发起有奖筹

款和转发抽奖活动，呼吁广大网友共同出

力，解决农村中小学小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3. 点点滴滴 优水悦人心——“母亲水窖”携手康师傅优悦发起爱心慈善活动
     Master Kong's Youyue brand sponsors project's activities

2015 年 4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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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吁广大消费者和企业贡献点点滴滴

的公益力量，集小善、聚大爱，为缺

水地区同胞送去生命的源泉。

此次康师傅优悦携手“母亲水

窖”项目，采用多平台、线上线下联

动的方式，改善饮水困难地区群众饮

水健康问题：以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健

康跑为载体，同时在手机 QQ、咕咚

APP、滴滴打车等多个平台开展线上

活动。

 
      Celebrities visit project sites

“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活动于 2015 年 9 月启动，在知名人士于和伟、贺炜、李霄云的分别带领下，三

支爱心观察团前往四川凉山、湖南常德、甘肃武威，对当地村庄、学校的饮水状况进行探访，开展“无水挑战”

和多种体验活动，并对已经实施“母亲水窖”和“校园安全饮水”的项目进行回访，考察项目运行效果。观察

团全体队员实时通过微博进行活动现场直播，向外界展示农村地区和学校的饮水、用水困难。

2. 与赛莱默联合举办 2015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
      CWDF, Xylem hosts walking event on World Water Day

2015 年 3 月 22 日，赛莱默（Xylem）公司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共同在北

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办了“赛莱默 2015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旨在让水务行业同仁和公众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目前的水环境污染、水危机问题的关注和切实采取行动来“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近 150 人参加此次长走活动，活动特别设计了负重长走，每位参与者可选择 3-5 公里不等的距离，切身

体会在用水困难的偏远地区妇女们长途跋涉取水的艰辛。

  4. 于和伟等知名人士带队参加“追寻爱之源·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探访活动”

 1.“母亲水窖”启动世界水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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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向 15 个省区市发放“母亲健康快车”180 辆，项目投入资金 2564.236 万元，

义诊咨询 4110315 人次、健康普查 5529537 人次、救助 101306 人次、发放药品 1000 余万元。

为 100 名血友病患者发放每人 5000-20000 万元救治费用。 

2015 年   
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拨付了农村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共

计 9900 万元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救助了 9900 万名贫困“两癌”妇女；向牡丹江等 18 县 ( 市）

拨付 277 万元方正健康发展基金，救助了 297 名贫困“两癌”妇女。 2015 年累计救助 10203 名贫

困妇女。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全方位呵护女性健康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afeguards women's health

  
       Project's 15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held in Beijing

2015 年 12 月 29 日，“母亲水窖”15 周年总结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母亲水窖”15 年的成就。

百事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邰祥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副研究员张琦、新浪微博微公

益副总监张茹玮、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计划主管何斌、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资深客户总监阎春庆、著名

策划人王平久、甘肃省妇联巡视员管春梅、元生蓝海集团董事长林春发、搜狐网公益频道主编柳姗、北京市私

立汇佳学校中学生李佳睿、北京化工大学退休教师 / 中关村中学分校学生聂世镛 / 聂开致、贵州省妇联办公室

副调研员周凌峰、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市场官李自强、北京市朝阳区艾毅多元智能幼儿园小朋友、太原理

工大学煤化工 97 班全体同学荣获“母亲水窖水天使”称号。百事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完美 ( 中国 ) 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赛莱默（中国）

有限公司、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艾默生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湾仔码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艺房紫（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荣获“母亲水窖忠诚伙伴”

称号。会上，向著名演员于和伟授予“母亲水窖宣传大使”聘书。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2015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继续围绕“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2014-2018 发展规划，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母亲健康快车”首

次投放境外，帮助尼

泊尔人民进行灾后重

建，为当地妇女儿童

送去健康服务

医 疗 救 助 项 目

在“ 两 癌 ” 救

助 的 基 础 上，

新 扩 展 了 血 友

病关爱等项目

基层医生培训人数大幅上升，

并且关注到村医这个群体

持续聚焦乳腺癌等疾病，加大与医疗机

构、国际机构的合作，成立乳腺癌防治

基金，继续实施女性心理心脏公益项目、

“导乐分娩关爱服务”等项目

  5.“母亲水窖”15 周年总结会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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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offers fund to treat cancer, brings hope

姚菊文，44 岁，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龙口村六组村民，患乳

腺炎长达 4 年，2012 年初，她又被确诊为乳腺癌，为了不给家人增加

经济负担，她的病是一拖再拖，一直没做手术。2012 年 12 月 26 日才

住院治疗。此次住院花去了近 7 万元，并且每天还要继续服用大量的药

物来维持生命。当妇联了解到她的情况后，及时与她及家人取得了联系，

让她不要放弃治疗，随后到她家了解了具体情况，同时鼓励姚菊文好好

生活，好好看病，我们会尽力向上级妇联争取“两癌”贫困母亲救助金。

事后镇民政办也多次到访姚菊文家，给她打气，并为她送去了困难救助

金，在生活上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和救济。

今年 3 月，姚菊文接到了区妇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区妇联的干部激

动地说：“下来了，申请的救助金下来了，你的病有的治了！”当区妇联主

席将 1 万元救助金送到姚菊文手里的时候，她激动地哭了，哽咽得说不出话。

2.“两癌”救助金为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项目重点活动

2. 中国建设银行捐赠 700 万元，为 6 省区送去“母亲健康快车”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s medical vehicles (worth US $1.1 million) to six provinces

2015 年 12 月 8 日，中国建设银行“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章、监事长郭友，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秦国英，及中国建设银行员工代表、受助人代表、媒体代表出席活动。

捐赠暨发车仪式上，沈跃跃代表全国妇联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对“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大力支持，特

别感谢再次向项目捐赠 700 万元，并向中国建设银行颁发捐赠证书，向 5 岁的受益儿童剡睿远赠送了“母亲健康快车”

车模。谭琳接受中国建设银行捐赠。现场领导共同向甘肃、广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北 6 省区妇联代表颁发母

亲健康快车“金钥匙”。沈跃跃下达发车令后，47 辆“母亲健康快车”陆续开往六省区的贫困县乡。

1. 中国人保在新疆发车，33 辆“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启程
      PICC donates 33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o Xinjiang

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第三批捐

赠新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隆重举

行。活动中，领导向项目执行单位代表颁发了“母亲健

康快车”金钥匙。随后 33 辆“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启程，

开赴新疆 13 个地州（市）的 32 个县市。

此次中国人保捐赠的 33 辆“母亲健康快车”在原

有基础配置上为每辆车增配 B 超仪和多普勒胎儿监护

仪，适合在交通线较长，医疗服务半径大的农牧区开展

义诊普查、转运抢救危重病人和妇科常见病筛查活动，

特别在转运危重病人和高危孕产妇方面将发挥“及时雨”

的作用，成为保护牧区母亲生命安全的“健康车”。

1. 感谢“母亲健康快车”挽救了我的生命
      Project saves my life

1、吾尔妮沙·亚森是新疆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艾

尔木东乡 5 大队 2 小队的村民，在乡卫生院分娩一女婴后

不久出现失血性休克，当时血压 80/40mg，生命危在旦夕，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疏勒县妇幼保

健站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安排妇产科技术骨干成立急救

小组，紧急派出“母亲健康快车”赶到卫生院展开抢救，

同时联系上级医院，争分夺秒将产妇护送到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经过一夜的劳累，进行治疗后，产妇转危为安。

吾尔妮沙·亚森说：“感谢党的好政策、好项目，是

‘母亲健康快车’挽救了我的生命，‘母亲健康快车’是

老百姓健康的守护神。”

2、古丽仙·托合提是喀什地区疏勒县塔孜洪乡 2 村 4 组村民，她的妹妹在怀孕 8 个半月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乡卫

生院时，医生说病情十分危急，希望能够给她转院。疏勒县妇幼保健院立即安排“母亲健康快车”赶赴现场救助。经“母

亲健康快车”的医务人员检查，她的妹妹是一位妊高症患者，便立即对她进行抢救，“母亲健康快车”又将产妇送到喀什

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在妇幼保健院手术室里，经过 30 分钟的紧张抢救，胎儿顺利娩出，古丽仙·托合提激动地说：“共

产党的政策真好，救了我们家的两条人命，感谢“母亲健康快车”、感谢医生。”

Major activities

典型案例
Cases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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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母婴健康专项基金为母婴健康事业提供服务
      Fund safeguards maternal, infant'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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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妇女报社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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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用来救助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患病母亲。

4. 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致力提高我国女性心脏、心理疾病防治工作
      Project aims to improve women's heart, psychological health

2015 年 1 月 29 日，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在北京启动。来自全国各大医院心脏和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近 30 位

专家和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共 60 余人出席活动。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旨在通过对女性心脏、心理疾病的专项研究，

心脏专科医师的培训和早期防治知识的宣导，促进我国女性心脏、心理疾病防治工作的有效性，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3. 中国农业银行再捐 40 辆“母亲健康快车”护佑 4 省区母婴平安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donates 40 medical vehicles to four provinces

2015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农业银行“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士余，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谭琳，中国农业银

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工会主席王纬等领导出席仪式。

在发车仪式上，宋秀岩代表全国妇联感谢中国农业银行再次捐赠 500 万元用于“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并向中

国农业银行颁发了捐赠证书；最后，随着宋秀岩下达的发车令，40 辆满载农行人爱心和祝福的“母亲健康快车”

开赴内蒙古、河北、湖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当地妇女的健康检查、疾病救治、孕产妇卫生保健提供服务。

6. 女性肿瘤预防基金支持中国女性预防肿瘤科研、教育活动
      Women's cancer-prevention fund supports research, education programs

2015 年 5 月 29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肿瘤预防论坛

暨女性肿瘤预防基金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基金定位于支持中国

女性预防肿瘤所进行的科研、教育、普查的相关活动，逐步提高

专业人员的科学意识和普通公众的风险意识，从而在大众中普及

高水平的肿瘤健康管理，降低女性肿瘤的发病率，做到提早发现、

科学预防，促进女性肿瘤早发现科学预防的综合预防体系建立。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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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改变人生 让爱重聚回家
Entrepreneurship changes women's lives, unites families

兴英，是一名蒙古族的普通妇女，29

岁，初中文化，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前旗昂素镇明盖嘎查巴音柴达木牧

业社牧民。

兴英家有 4 口人，婆婆、丈夫和 9 岁的儿子，婆婆年老体弱、有

病在身，丈夫常年在鄂前旗一家防盗门加工部打工，儿子正在上小学，

家里就她一个人操持。2014 年 -2015 年，兴英获得了“@ 她创业

计划——沃尔玛母亲创业循环金”5000 元。利用这笔贷款，她购买了 40 只羔羊育肥，当时每只羔羊 120—130

元左右。截至 7 月底，她已获微利，40 只羔羊共剪了 27 公斤羔毛，每公斤羔毛可获利润 160 元，也就是说兴英

的 5000 元本钱已到手，而那 40 只羔羊现在每只可卖 400—500 元，共计相近 2 万元。兴英说，作为一个普通的

牧民妇女，她觉得搞羔羊育肥是最合适不过的职业了，既照顾了一家老小，又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下一步，她准备再努力发展，盖一个大一点的养殖棚圈，专门搞羔羊育肥和养殖。

谈到现在的生活，兴英脸上洋溢着幸福，她说她非常感谢“@ 她创业计划——沃尔玛母亲创业循环金”帮自己

开创了全新的美好的生活。

2015 年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完成 2014 年度第一期 @ 她创业计划循环金回款工作 2010 万元，第

二期招标拨款工作 966 万元；同时，组织召开“@ 她创业计划——玫琳凯女性循环基金”950 万的招标工作，

并及时收集整理循环金总结材料。

2015 年，为适应新经济常态下的社会大背景，响应 “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运用新

思维、新技术、新平台，为传统的创业模式赋予了新的生机。

6 月 30 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全新升级、深化，启动 @ 她创业计划，

助力打造有利于女性创业、就业的公益生态环境。

2015 年 7 月 23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多家单位发起成立了“女

性创业公益联盟”共同打造一个助力女性创业、就业，促进女性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她创业计划的平台上，建立以感人女性创业故事为切入点，以优质创业产品为依托的“妈

妈智造”项目库，仅一个月就收集了 14 个省份 120 余个案例，成功吸引了大 V 店商业模式的

合作推广。

35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 她创业计划为女性创业掀开新篇章
@She Venture Plan starts new era of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资金助力女性发展，创业带动文化传承——@ 她创业计划受助女性成长实记
Plan helps women do culture-related businesses, promotes women's development

田彦兰，一个土生土长的宁夏回族姑

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中风瘫痪了，

家里生计维持全靠母亲一个人，懂事的她

便开始通过剪纸帮助妈妈赚取生活费。  

2009 年，凭借着认真努力的钻研精神和高超娴熟的剪纸技艺，田彦兰

和朋友成立宁夏同心伊泽回族剪纸文化产业合作社，开始了创业生涯。同时，

她还积极帮助弱势群体，默默回报社会。

自 2012 年底，田彦兰共传承培训残疾人 130 多人次，靠剪纸维持生计，改变生活现状的已达 28 人。许多残疾人，

通过学习剪纸技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年收入达 15000 多元。田彦兰还坚持定期到同心县特殊教育学校，用剪刀和聋

哑孩子交流，让他们在对回族剪纸产生兴趣的同时主动与社会交流。

2014 年，为使作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族剪纸得以传承，她开办尕妹子回乡剪纸艺术馆，但由于资金紧

张，尕妹子回乡剪纸艺术馆遇到了困难。2015 年，田彦兰通过宁夏妇联了解到“@ 她创业计划”项目，并成功

申请到第一批资金。尕妹子回乡剪纸艺术馆得到了帮助，年接待参观人次 6000 多人，设计研发回族剪纸 2 万套，

培训传承 60 多人，为国家上缴税金 3 万多元。在谈到这些发展变化时，田彦兰骄傲地说：“‘尕妹子’剪纸联合

残联、妇联，通过向残疾人，留守妇女的传承培训，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既解决了弱势群体

的就业问题，又传承保护了我们回族剪纸文化，这正是我们建设发展‘尕妹子’的初衷，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典型案例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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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母亲的力量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她创业计划“妈妈家”社区项目在

乐山市正式落成
     Mothers promote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muni ty  through @She Venture 
Plan in Leshan

2015 年 5 月 28 日，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可口可乐中国联合四川

省妇女发展基金会，正式宣布乐山市

沙湾区绥山社区和乐山市县街社区两

所“妈妈家”社区发展和服务中心落

成。由此四川省已建立 4 个“妈妈家”，

每年可直接为超过５万名社区妇女提

供学习和发展的平台，有效推动当地

社区内社会效应和家庭经济效应的齐

头并进。 

“妈妈家”作为中国首个由政府

引导，妇联、社区、企业三方共建的创新社会公益项目。顺应灾后重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着眼长期持续提升妇女

综合素质和社区服务技能，打造妇女就近服务社区、服务家庭的良性经济循环体系。通过试点，“妈妈家”已经在

所在社区初显成效，成为妇女学习知识和技能、创业和再就业的孵化器。

1. 沃尔玛再捐 330 万元持续支持 @ 她创业计划
      Walmart donates US $507,700 to @She Venture Plan

2015 年 10 月 22 日，“ 助 她

自立，创享未来”沃尔玛中国“女

性经济自立”项目整体发布暨捐赠

仪式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沃尔

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宣布向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续捐 330 万元人

民币用于“@ 她创业计划”，其中

200 万元用于母“亲创业循环金”，

130 万元用于开展女性创业培训项

目。自 2014 年 , 沃尔玛（中国）宣

布持续三年累计捐赠 1000 万元人

民币的资助计划 , 本次捐款是其中的

第二次捐款，也是自 2010 年以来第六次持续捐赠“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截至 2015 年底，沃尔玛对该项目

捐赠总额累计已达 1134 万元人民币。

4. 公开透明招项目，引领创业发展路——“@ 她创业计划”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

项目评议会在京举行
    @She Venture Plan-Mary Kay Entrepreneurship Fund assesses candidate programs 
in Bei j ing

2015 年 11 月 4 日上午，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 2015 年“@ 她创业计划” 玫琳凯女性

创业基金项目评议会在北京举行。950 万元创

业资金全部由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项目提供。

招标共收到北京、贵州、福建、宁夏、新疆、

内蒙古和黑龙江共 7 个省（市、区）的 54 个

项目申报材料。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秦国英，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

公司政府事务总监曾宏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小额

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等领导和专家组成的评

审小组，对所有申报项目进行了评议。

3. 开启女性公益性职业教育培训新模式——   欧莱雅“美丽事业，美好人生”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
     L'oreal sign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supports new-style women's 
vocational educ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欧莱雅（中国）和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签署“美丽事业，美好

人生”美容美发技能公益培训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达成战略共识 : 未来 5 年，在中国至少受益 5000

名城乡贫困女性。该项目用“授之以渔”的方式

开启了美的领域公益性职业教育培训新模式。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表示，

协助政府做好减贫与精准扶贫工作，促进女

性创业就业发展，提高城乡贫困女性脱贫致

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欧莱雅公司和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共同

的责任，妇基会将整合 @ 她创业计划等品牌

项目资源，以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

为这次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支持。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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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邮包”项目在 2015 年不断深化服务内容，秉承妇基会宗旨，将关注对象投向孕产妇和新生儿，全新推

出了“妈妈宝箱”公益项目。

“母亲邮包”项目不断深化内容及服务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provides better, all-around services

第一个用上“妈妈宝箱”的宝宝
First baby benefits from "new mothers' kits"

龙宗是一位藏族妇女，家住青海省海东市松多乡五十

镇桑士哥村三社。11 月 19 日是她家宝宝的“百天”，“妈

妈宝箱”成为小家伙收到的最特殊的礼物，他也成为第一

个用上妈妈宝箱的宝宝。因为青海省地处高原，冬季格外

寒冷，农村地区又没有暖气，只能靠火炉取暖。  

妇基会的工作人员打开“妈妈宝箱”，把里面的被褥、

围嘴、隔尿垫等物品一一介绍给婆媳俩，她们高兴得合

不拢嘴，说这些东西正是孩子需要的。大家帮着把婴儿

被褥铺好，把孩子抱进藤编的婴儿床里，孩子躺在里面

刚刚好。孩子奶奶摇着拨浪鼓，逗着孩子，说：“娃娃

有玩具喽。”

随行人员拿出“妈妈宝箱”里面的平板电脑，翻到新生儿护理知识，告诉龙宗婆媳俩，要经常通风，保持室内

空气清新，孩子身体才更健康。龙宗欣奇地翻着平板电脑，高兴地说：“这里面的知识太全了，很多时候孩子出现

一些状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下可好了。”

 
  Project warms mothers' hearts

吴改玲是河北省曲周县依庄乡依庄村人，1964 年出

生。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和一个收养的残疾儿子，女儿现已

出嫁。2009 年 3 月的一天，在依庄派出所附近她发现一

名背后长着一个大肉瘤的弃婴，不知这个孩子还能不能活，

要是活下来给孩子治病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大家心里都没

底，众人议论纷纷，但是都没有抱走的意思，善良的吴改

玲不顾别人的劝说收养了弃婴。随后四处求医问药，在石

家庄儿童医院被确诊为脊椎瘤，手术费需要数万元，这对

这个至今仍住着土坯房的家庭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她仍

四处借钱花费了 5 万多元，为孩子做了切除手术。术后

孩子的下肢仍然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吴改灵为了照顾

孩子，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对于自己的付出她无怨无悔。当妇联同志们把“母

亲邮包”送到吴改玲手中时，她非常激动，说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再苦再难也得坚持！

2015 年“母亲邮包”项目共实施项目资金 1819 余万元

分别向 31 个

省区市

近 1200 个

（截至 12 月底） 行政村

共发放“母亲邮包”

8 万余个
8 万余名母亲及

家庭从中受益

“母亲邮包”温暖母亲的心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典型案例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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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亲节圆心愿活动助力 70 多位母亲达成心愿
      Mother's Day activity helps 70 mothers realize dreams

以“助愿母亲——   母亲节和妈妈们‘约会’”

为主题的母亲节圆心愿活动，通过腾讯公益、

网易等网络平台以及中国邮政 11185 等多种

渠道向社会征集母亲的心愿，同时选取自强妈

妈的心愿，通过义卖她们亲手制作或种植的产

品来筹集善款，号召大家为自己的母亲圆梦的

同时，帮助贫困地区的自强母亲实现心愿。共

计 1 万多名网友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共筹集

善款 30 多万元，帮 5 位自强母亲售卖了产品，

为 70 多位母亲完成了心愿。

2. “让爱传递——    母亲温暖过冬”活动开展并陆续落地
        Activities give care to needy mothers in several places in winter

2015 年 1 月 30 日，“让爱传递——   母亲温暖过冬”落地仪式暨物资发放仪式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

元古堆村举行，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母亲邮包”宣传大使尼格买提以及社会爱心企业代表出席本次活动，此

次公益活动为甘肃贫困母亲送去了价值 75 万元的邮包及物资。

1. 百事公司举行“把乐带回家”活动，捐赠“母亲邮包”，演员李易峰倾力支持
     Pepsi, actor Li Yifeng supports project

2015 年 1 月 29 日，百事公司在北京举行了“欢乐春节 • 把乐带回家”——    2015 众创家年华新闻发布会，

正式启动 2015 年的“把乐带回家”活动。活动与爱奇艺公司合作，通过会员续费等方式进行捐赠。此次活动

得到了著名演员李易峰的倾力支持，共筹集 130 余万元善款，为陕西、广西、宁夏的 4000 余名母亲送去了新

年的祝福。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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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妇基会与中国邮政共同召开“母亲邮包”项目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向基层优

秀单位进行表彰
     CWDF, China Post hold teleconference to promote project, award outstanding grass-roots units

2015 年 6 月 26 日，“母亲邮包”项目

2014-2015年度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根据各地开展“母亲邮包”项目的情况，授

予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等 20 个单位“优秀组织

奖”、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等 30 个单位

“优秀实施奖”、吉林省吉安市妇联主席王景

杰等 30 人“个人贡献奖”；同时授予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等 10 个单位“优秀

单位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商

函分局大宗邮件处理中心等 20 个单位“服务支撑奖”、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支局营业员马泓等 20 人

“个人五福贡献奖”。

6. “妈妈宝箱”惠及贫困孕产妇
        "New mothers' kits program" benefit poor pregnant women, mothers

在保证“母亲邮包”既有包型持续健康

运行的同时，为进一步深化项目，扩大救助

范围，经过大量调研、论证后，“母亲邮包”

项目于 2015 年 11 月升级推出针对低收入

孕产家庭“妈妈宝箱”项目，内含孕产妇及

新生儿必备生活用品，还配备了电子平板电

脑，里面预装大量的孕产知识，涵盖母婴健

康、孕期食谱、新生儿健康知识等 6 大类母

婴健康方面的信息，有效缓解孕产妇家庭健

康护理知识匮乏的问题。

7. “校园安全应急包”安全培训陆续开展
         Training on dealing with emergency on campus held

2015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白塬乡景庄小学二年级一班的教室里，一节围绕“校园安全

应急包”为主题的特殊安全知识课程正在进行。所谓“特殊”是因为课堂上每一个人将在接下来的 45 分钟内，认

识一套安全应急产品，了解六种安全应急知识，掌握一定的安全应急能力。这是 “关注校园安全在行动暨‘校园安

全应急包’安全培训”公益活动在甘肃省的一个缩影。

“校园安全应急包”是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阳工作室共同发起的。旨在给在校学

生更多的安全保障，培养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防卫和自我保护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

件的伤害，该项目从 2014 年 10 月在北京启动以来已向全国 30 个省区市 100 余所学校发放 2643 个“校园安全

应急包”。

5. “互联网 + 公益”母亲邮包腾讯网友探访活动在青海举行
       Tencent users visit project beneficiaries in Qinghai

2015 年 8 月，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腾讯公益共同发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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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湖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共 10 余名网友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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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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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项目稳步发展
Happy Family Project in progress

相继在 8 个省市开展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倡导、“绿色天使”等宣传教育活动

在全国举办了 1000 多场的家庭儿童健康课堂

帮助680个家庭的贫困大病患儿获得救治、800多个家庭的孩子获得助学助养等困境扶助

联合各专业领域的组织机构开展 12 个针对性的家庭儿童类课题研究

2015年
“幸福家庭——   守护童年”公益行动投入资金 5000 余万元

从困境家庭扶助、家庭安全建设、家庭融合教育、家庭问题研究四个方面着手，不断创新模式、开拓发展

启动策划“儿童安全书包”“儿童安全道路体验中心”“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工科女生职业发展”等创新项目

参与发起了“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

为“蒲公英中学”建校筹款 3000 多万

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守护童年”走进社区、学校和家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 启动“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Champion the Children · China Super New Mothers Program" kicks off

2015 年 2 月 3 日，“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医疗、心理、教育、

保健、营养等多个领域的国内权威专家及妇幼保健院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方从项目的内容与方向、科普与研

究、志愿者管理、优秀孕妇学校老师推选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初步就“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2015 年度的工作计划达成了共识。

3 月 6 日，辣妈帮与妇基会宣布合作“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共建准妈妈和新手妈妈的移

动时尚互动宣教平台，让妈妈们成就更好的自己，孕育健康的宝宝。　　

3 月 30 日，“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在京启动。项目旨在创新母婴健康知识传播途径，搭建

APP 时尚孕育互动宣教平台，帮助年轻妈妈们成就更好的自己，孕育健康宝宝，优化就诊环境，促进和谐医患关系。

12 月 23 日，“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2016 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心理、教育、保健、

营养等各个领域国内权威专家及妇幼保健院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各方不但就“面对二胎，应该做哪些准

备？”、“互联网移动医疗”、“肠脑健康”三个话题进行讨论，更是对 2016 年科普读本内容、医护人员培训等

相关活动给出了宝贵建议。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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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 第二届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举行
         "Champion the Children · Safety on the Way" Child Road Safety Forum held

2015年5月29日，第二届“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

在北京举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携手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宣布正式成立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基金(Volkswagen 

Group China Child Safety Fund)，同时

捐赠 1000 万元启动资金用于可持续交通

教育、社会关怀、社会捐赠等公益项目，

以实际行动提高公众对于儿童道路安全的

关注，进一步普及儿童道路安全知识、推

广儿童安全座椅的应用，并推动相关法律

法规的建立。

4. 2015 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倡导活动在全国开展
      Activities promoting children's road safety held nationwide

2015 年，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共同主办，各地妇联协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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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开展。主办方在云南、江西、山西、山东、安徽等地举行大型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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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内首家社区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基地正式启用
     China's first community-based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center opened

2015 年 11 月 28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联合研发并捐建的国内首家社区儿

童道路安全教育基地——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在北京朝阳区正式启用。作为国内首家扎根社区的儿童

道路安全教育基地，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融合了多形式的全新教育模式，通过各类可持续的体验式教

育，从意识树立、理念转变、行为改变等方面影响儿童及家庭。同时，中心也成为了社区儿童、老人的一个公共

活动场所，可以吸纳更多社区服务内容，让孩子们在家庭和幼儿园之外，有更多的群体性游乐和社会化训练的选

择可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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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pion the Children · Safety Bags Project" debuts at China Charity Fair

2015 年 9 月 18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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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希望协助受

益地区，建立对儿童上学的系统性安全保

护机制。主办方研发了已获得国家专利的

儿童多功能防护书包，其功能主要有防溺

水、防交通意外、防掉落物、防走失、紧

急呼救等。根据其功能的多寡和内品的不

同，书包分为日常用的价值 100 元的安全

功能书包和增加了学习用品的价值 200 元

的安全学习书包，以及针对冬季配备儿童保暖物品的价值 300 元的安全温暖书包，在突发灾害中为儿童提供学习生

活支持的价值 300 元的安全应急书包。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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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 蒲公英共谱爱曲公益慈善晚会募款 230 多万元
      Dandelion charity night raises US $354,000 for children

2015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蒲

公英项目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感恩十年·我与蒲

公英的故事”2015 蒲公英共谱爱曲公益慈善晚会。

活动得到了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奥公益

慈善基金会、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瑞天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国世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当晚募捐数额达到 230 多

万元，将全部用于蒲公英计划长期支持的北京大兴

区“蒲公英中学”和西藏“雪域母子”项目的运作。

8. 现代家庭文化教育基金促进和发展家庭教育事业
       Modern Family Culture & Education Fund established

2015 年 4 月 30 日，现代家庭文化教

育基金启动仪式暨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基

金旨在认真贯彻中央对做好家庭工作提出的

新要求，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家庭文化，宣

传优秀的家庭教育理念，传播优秀的家庭教

育方法。基金将逐步发展成为促进家庭教育

事业发展的公益平台，结合当下家庭的实际，

研究家庭教育问题，开展家庭教育活动，促

进和发展现代家庭文化事业。

9. “守护童年——  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2014 成绩汇报会暨中国首个“家庭中

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研究成果发布，黄磊被授予“项目爱心大使”称号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Champion the Children — Good Fathers' Classroom" program in 2014 
and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Important Roles of Father in Family released; Actor Huang Lei named 
as the program's ambassador

2015 年 1 月 15 日，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

国幸福家庭系列活动组委会

主办，中科院心理所行为生

物学研究室科研支持，高端

洗 涤 品 牌 好 爸 爸 Kispa 捐

资 支 持 的“ 守 护 童 年 ——  好

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2014

成绩汇报会暨中国首个“家

庭中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研

究成果发布在北京举行。会

议 回 顾 了 2014 年“ 守 护 童

年——  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的足迹和取得的成果，项目自 2014 年 6 月启动以来，以调研和讲座的方

式走进全国 5 个城市 , 直接影响近 2000 名家庭成员；与包括儿童、老师和家长在内的近 3500 位调研对

象进行沟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生物学研究室知名自然科学家金锋教授代表课题组向社会发布中

国首个针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角色地位问题的课题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的“好爸爸胜任特征模型”成为

打造“完美老爸”的“宝典”。“国民好爸爸”代言人黄磊受邀出席活动，并被授予“守护童年——  好爸

爸教室全国公益行”项目爱心大使。

7. “守护童年 • 绿色天使——  超威贝贝健植物驱蚊公益行”发布全国登革热及其媒

介白纹伊蚊分布地图
      Organizers of "Champion the Children · Green Angel — Superb Beibeijian Mosquito 
Repellent Charity Tour" release map of dengue fever-affected areas in China

2015 年 5 月 24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妇联协办的“守护童年 • 绿

色天使——  超威贝贝健植物驱蚊公益行”活动在广州启动。活动中，主办单位代表、疾控中心专家及嘉宾共同发布

了我国“登革热及其媒介白纹伊蚊分布地图”。现场专家还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预防蚊疾植物驱蚊”的新理念。

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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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赈济工作有序开展
Efficient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made

妇基会积极援助尼泊尔地震灾区
CWDF helps with quake relief in Nepal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西藏发生 8.1 级巨震，遇难人数超过 5000 人，同时，强震也造成我

国西藏地区 25 人死亡、4 人失踪、383 人受伤，近 30 万人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后，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第一时间与西藏妇联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及灾区妇女儿童的情况，根据灾情，迅速做出部署，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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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 8 条捐赠通道。25 日 23 时，优酷公益平台和腾讯乐捐

平台首批上线，随后支付宝、众筹网等捐款平台也迅速对公众开放。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紧急筹集资金 50

万元购置“母亲邮包”贴心包 2400 个，“母亲邮包”暖心包 1300 个。5 月 5 日，第一批援助的“母亲

邮包”抵达日喀则市，为灾区的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

网络募款平台在这次救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直观地显示了公众的爱心。仅 3 天时间，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就通过网络募集善款近 72 万元，并接到众多爱心人士电话，了解善款流向，流露关爱灾区之情。

同时，滴滴快的、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北京怡安方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纷纷伸出援手，通

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积极捐赠善款和物资，表达对灾区妇女儿童的关爱。

腾讯乐捐平台 优酷公益平台 支付宝筹款平台

众筹网筹款平台 搜狐 - 天津爆炸 新浪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援助西藏尼泊尔地区救灾公示表
Public notice of CWDF's quake-relief donations to Tibet and Nepal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援助尼泊尔、西藏地震灾区妇女儿童捐赠及落实情况统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6:00）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6 时，共接受社会捐赠 492.325647 万元，其中资金 372.324047 万元，物

资 120.0016 万元，已落实资金物资 491.257333 万元，剩余 1.06831 万元；捐赠者捐赠资金数量、捐赠

物资品种发生变化，以实际到账或实际接收为准。

捐赠用途 捐赠者 捐赠资金（万元） 捐赠物资（万元） 捐赠小计（万元） 落实情况（万元）

母亲邮包 腾讯爱心网友 87.754833 87.754833

采 购 1000 个 价

值 20 万元的“母

亲 邮 包” 暖 心 包

支援西藏日喀则地

区， 已 经 到 达 拉

萨。 采 购 300 个

价值 6 万元的“母

亲邮包”暖心包；

采购 2400 个价值

24 万 元 的“ 母 亲

邮包”贴心包，已

于 29 日晚发运。

37.754833 万 元

资金用于为尼泊尔

灾区购买太阳能充

电灯、床垫子、可

重复使用的卫生巾

（棉布）和毛巾

紧急救灾 新浪微公益网友 3.2442 3.2442 资 金 11.3636 万

元全部落实用于为

尼泊尔妇女儿童购

买 修 建 过 渡 安 置

板 房 式 校 舍、 书

包、文具书本、黑

板、桌子板凳、衣

服 鞋 子、 饼 干 面

包、纯净水 , 剩余

0.09081 万 元，

用 于 为 灾 区 购 置 

“母亲邮包”

紧急救灾 众筹网网友 1.8837 1.8837

紧急救灾 支付宝网友 6.296511 6.296511

紧急救灾 微店网友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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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用途 捐赠者 捐赠资金（万元） 捐赠物资（万元） 捐赠小计（万元） 落实情况（万元）

紧急救灾
北京小桔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购 置 流 动 医 疗 救

护 车 5 辆， 西 藏

2 辆， 车 辆 已 发

往 灾 区， 尼 泊 尔

3 辆， 正 在 协 调

运输事宜

紧急救灾
北京怡安方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购 置 流 动 医 疗 救

护 车 4 辆， 西 藏

1 辆， 车 辆 已 发

往 灾 区， 尼 泊 尔

3，正在协调运输

事宜

紧急救灾
湖北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
10.00 10.00

购 买 500 个“ 母

亲邮包”暖心包已

发 往 西 藏 地 震 灾

区，并全部发放

紧急救灾
江苏省儿童少年

福利基金会
10.00 10.00

用 于 西 藏 地 震 灾

区 儿 童 购 买 衣 物

710 件， 已 全 部

发放

紧急救灾
贵州省妇女儿童

发展基金会
5.00 5.00

购 买 250 个“ 母

亲邮包”暖心包已

发 往 西 藏 地 震 灾

区，已全部发放

紧急救灾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各单位
17.2073 17.2073

购买 1721 个“母

亲邮包”贴心包已

发 往 西 藏 地 震 灾

区，已全部发放

紧急救灾 西藏昌都市妇联 1.43 1.43

购 买 143 个“ 母

亲邮包”贴心包已

发 往 西 藏 地 震 灾

区，已全部发放

紧急救灾
中脉道和公益

基金会
20.0016

1852 箱矿泉水于

5 月 9 日 已 送 达

西 藏 地 震 灾 区，

已全部发放

372.324047 120.0016 492.325647 491.257333

捐赠用途 捐赠者 捐赠资金（万元） 捐赠物资（万元） 捐赠小计（万元） 落实情况（万元）

紧急救灾
广东省富迪慈善

基金会
100.00 100.00

价 值 100 万 元 的

妇女卫生用品全部

落实在日喀则灾区

紧急救灾 徐旭 0.01 0.01

紧急救灾 周燕贤 0.02 0.02

紧急救灾 何俊 0.005 0.005

紧急救灾 刘立华 0.005 0.005

紧急救灾 康信坚 0.01 0.01

3C 爱心联盟、工

商 银 行 公 众 捐 款

总 计 29.477503

万 元， 其 中 28.5

万 元， 用 于 为 日

喀 则 灾 区 购 置 净

水 器 568 台， 剩

余 0.977503 万

元，用于购置“母

亲邮包”

紧急救灾 李东东 0.01 0.01

紧急救灾 成晓翔 0.16 0.16

紧急救灾 刘瑾 0.02 0.02

紧急救灾 格日乐 0.02 0.02

紧急救灾 王华 0.5 0.5

紧急救灾 陈晓红 1.5 1.5

紧急救灾 张剑勇 0.002 0.002

紧急救灾 吴莹莹 0.01 0.01

紧急救灾 陈艳琴 0.02 0.02

紧急救灾 熊骅 0.07 0.07

紧急救灾 王筱君 0.02 0.02

紧急救灾 黄郑伟 0.1 0.1

紧急救灾 张玲 0.02 0.02

紧急救灾 3C 爱心联盟 5.500503 5.500503

紧急救灾 舒泽宇 0.01 0.01

紧急救灾 曾庆超 0.03 0.03

紧急救灾 张彬 0.02 0.02

紧急救灾 支尚霄 0.02 0.02

紧急救灾 刘伟玢 0.02 0.02

紧急救灾 应姬娜 0.05 0.05

紧急救灾 宋晓涛 1.00 1.00

紧急救灾 王春霞 20.00 20.00

紧急救灾 田国一 0.1 0.1

紧急救灾 徐红亮 0.03 0.03

紧急救灾 陈晓权 0.02 0.02

紧急救灾 邹远升 0.05 0.05

紧急救灾 史恒飞 0.01 0.01

紧急救灾 周全 0.10 0.10

紧急救灾 许健 0.01 0.01

紧急救灾 钟丽华 0.005 0.005 3C 爱心联盟、工商银行公众捐款总计 29.477503 万元，其中 28.5 万元，用于为日喀则灾区购置净水器

568 台，剩余 0.977503 万元，用于购置“母亲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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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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received by CWDF to blast victims in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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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向妇基会捐赠 210 万元，

用于为灾区搭建过渡安置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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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5 年 12 月 31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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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16：00，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接受社会捐赠 10362371.67 元 , 其中资金 7560679.42 元，物资 2801692.25 元，已落实 8256040.43

元，余款 2106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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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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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0 日前已 全

部 运 抵 天 津 并 发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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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 款 已 结 束， 正

在实施中

搜狐爱心网友  320,278.2 320400.00 购买“母亲邮包”

1068 个家庭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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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319.9 246,319.9
资 金 用 于 消 防 员

家属慰问

筹款已结束，全部

救助款将与天津市

妇女儿童基金会救

助资金打包实施，

共同救助 44 名消

防 官 兵 家 属， 分

15 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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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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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爱心网友 49,928.28 49,928.28
资金用于消防员

家属慰问

筹 款 已 结 束， 全

部 救 助 款 将 与 天

津 市 妇 女 儿 童 基

金 会 救 助 资 金 打

包共同救助 44 名

消 防 官 兵 家 属，

分 15 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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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运抵天

津，已全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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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故 受 灾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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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150,000.00

资 金 用 于 天 津 市

妇女儿童救助

为天津市泰达二小

购 买 空 气 净 化 器

26 台， 已 于 11

月 25 日完成安装、

调试

新浪品牌捐 55,000.00 5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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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安婕妤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买 1666 个 " 母

亲 邮 包 " 家 庭 包

1 个 暖 心 包， 于

9 月 21 日运抵天

津，已全部发放

新疆巴楚县各族

群众
51,000.00 51,000.00 用于购买“母亲邮包”

购 买 170 个 " 母

亲邮包 " 家庭包于

9 月 21 日运抵天

津，已全部发放

北京市华夏中医

药发展基金会
36,000.00 36,000.00

为天津市泰达二小

购买空气净化器 6

台，于 10 月完成

安装、调试

炫舞梦工厂胡厦

演唱会活动
52,151.4 52,200.00 购买“母亲邮包”

10 月 16 日 运 抵

天津，已全部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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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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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sing of New Year's gift money for mothers held on Tencent

2015 年春节期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联合腾讯公益、滴滴打车以及中央电视

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尼格买提共同发起“新

年送母亲大红包，一起把爱带回家”活动，

邀请网友们一起为母亲们送出自己的一份

爱心。参与方式是捐赠 20 元微信小红包，

5 位爱心网友汇聚一个大红包，即 100 元

“母亲邮包”，为母亲送去贴心的爱。

2015 年春节前夕，尼格买提来到甘

肃省通渭县，亲手为贫困母亲送上“母亲

邮包”，送去新春的问候。

活动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开始至 3 月 27 日结束，共在腾讯公益线上募集善款 48 万余元，为近 5000 名贫

困母亲送去了“母亲邮包”和网友的片片爱心。

2.“母亲邮包”在腾讯公益发起新年送母亲红包微募捐活动

“互联网 +”对传统公益的拥抱和改造，使捐赠更加便利，利用朋友圈社交关系链扩散的“一起捐”方式，让

公益得到滚雪球式的传播、扩大。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网络筹款高速发展的 2015 年，运用妇联组织优势，结合

社会节点，开展了主题多样的网络筹款项目。

网络筹款主题多样
Various onlin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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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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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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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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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运抵天

津，已全部发放

南京中织优新纺

织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0,000.00 妇女儿童衣服

8 月 15 日运抵天

津，已全部发放

合计 7,560,679.42 2,801,692.25 8,256,040.43

1. 发起“感恩之餐”网络筹款项目
     Online fund-raising project offers food to needy people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发起了“感恩

之餐——  为了革命老区贫困母亲”公益项

目 活 动。11 月 30 日，204500 元 善 款

募集到位。短短的 4 天，24601 位爱心

人士不分昼夜地将善款 1 分、1 角、1 元、

10 元、100 元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 资

金用于购买 9750 公斤大米、650 桶食

用油、650 箱牛奶、1625 公斤鲜猪肉、

3250 公斤苹果。这些物资将发放到 650

位井冈山革命老区的贫困母亲手中，让

这些贫困母亲过了一个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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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ne crowdfunding for "Champion the Children · Girls' Safety Program" launched

3 月 19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紫丁网合作开展的“守护童年 • 女生安全行动”公益众筹正式上线。“守护童年 •

女生安全行动”公益项目是“母亲中国 • 传统文化发展基金”设立以来发起的第一个公益项目，旨在针对女生遭遇

性侵等人身伤害问题，通过教育培训和实验预防，让女生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从而提高女生自我保

护能力。

2014 年，该项目首期已经为河北、贵州两地四个县的中小学校的女生发放了价值 100 万元 82000 册的《女

生安全手册》，项目第二期价值 100 万元的《女生安全手册》目前也已经进入了印制尾声，计划近期发放。此次众

筹合作通过公众捐赠筹集资金购买的《女生安全手册》，将分别发放到河北、贵州、云南、湖北、陕西 5 个留守儿

童大省，在此基础上，逐步覆盖全国。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raises fund, donates mug bottles to children through Tencent charity

2011 年，“母亲水窖 • 校园安全饮水”

项目启动，为中国农村中小学校修建供水系统，

建设饮水设施和卫生设施，购置安装净水设备，

开展卫生健康教育，改变师生卫生行为。虽然

有了达标的饮用水，但是孩子们喝水的容器却

是五花八门：用旧了的饮料瓶、自家带的碗、

用手捧水，甚是直接对着水龙头喝水……

2015 年初，随着网络众筹的大势兴起，“爱

心水杯”行动应运而生，在腾讯公益微募捐平

台上，只要捐款 10 元，便可为农村学校的一

个孩子购买一个优质的、无毒无味、抗震耐摔、

密封性强的水杯和一个安全饮水教育折页。项

目自上线以来募集善款十多万元，网友的点滴

爱心，呵护了孩子们的健康。

3. “母亲水窖”爱心水杯登陆腾讯乐捐

4. “守护童年 • 女生安全行动”公益众筹上线

5. 积极参与腾讯“99 公益日”活动
      Tencent's September 9 Charity Day celeb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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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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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暖心防霾口罩送给环卫女工
      Masks donated to women cleaners

2015 年 4 月 24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将盛满新浪微公益网友爱心的防霾口罩送给了工

作在一线的北京市通州区环卫女工们，将一颗颗

来自互联网的爱心准确传递。随着北京雾霾的出

现，环卫女工的健康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为

环卫女工送防霾口罩”活动于 2015 年 3 月初在

新浪微公益上发起，活动上线后，得到了明星李

晨和绿盾口罩以及众多爱心网友的参与和支持。

2015 年 9 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继续在支

付宝公益上发起为环卫女工募集口罩项目，筹款

效果良好。两次筹款共募集善款及物资几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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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梁家河村“妇女之家”挂牌
Women's Home established in Yan'an

4 月 14 日，陕西延川梁家河村“妇女之家”揭牌仪式在革命圣地延安举行。梁家河村“妇女之家”由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捐助，通过成立文艺宣传队和综合服务队、组织开展手工艺和歌舞培训、宣传普及妇女常见疾病

知识等方式以改善当地妇女生活水平、丰富妇女精神生活。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1. 完美关爱行动
     Perfect Care Fund

2015 年，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携手妇基会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总裁胡瑞连在公益活动中亲力亲为，带领企业不断在中国慈善事业前进的道路上写下

一页页完美的篇章。

关注校园安全 完美公司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开展创建平安校园系列活动
Perfect (China) and CWDF hold safe-campus series activities

4 月 28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广东

教学》报共同举办的“广东省学生安

全知识宣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广

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第一小学圆满举行，

助力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将面向广东

省 21 个地级市的 1000 所重点中小学

学校开展，在校园内的主要位置悬挂

23000 块学生安全知识警示牌，以及

派发 500 套学生安全知识书籍。完美

公司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开展

的校园安全系列活动，还包括早前在全国多个省、市各中小学校派发的“校园安全应急包”公益项目。“校园安全

应急包”内含有近 40 种安全应急用品，并从应急知识、防灾减灾、急救护理等方面提高师生的安全应急与自救能力，

以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伤害。截止 2015 年，完美公司已在广东、海南、云南、贵州、安徽等多个省、市的中小学

校派发 2500 个“校园安全应急包”，为校园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关爱母亲“手”望相助——   玛丽艳牵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Marie Anne donates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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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母

亲水窖”项目将持续与玛

丽艳牵手共同开展送水活

动，帮助更多干旱地区的

贫困母亲及家庭过上幸福

的生活，拥有完美人生。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携手妇基会“用影像发现爱”
Perfect (China) promotes charity through love-themed film festival

12 月 23 日，由完美公益文化传播

基金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

“用影像发现爱”—— 完美公益影像节

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坛盛大开幕。

公益影像节活动用镜头发现和记

录了“最美善行者”的故事，用影像

推动公益、传承文化、分享感动，让

每个人都能成为爱的发现者、记录者

和传播者，让公益更加阳光，更加温暖。

活动现场发布了由完美公司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拍摄的公益微电影《乒乓

少年》，影片以关注儿童健康成长为主线，反映山区留守儿童现状。该片不仅给现场观众带去无数感动，还激

发起嘉宾们对国内儿童教育、健康事业等话题的激烈讨论。　　

活动最后，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四家基金会各捐资 1000 万元，总计捐资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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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C 流产后关爱
      PAC Program

 
Conference held to summarize, promote program's development

2015 年 12 月 13 日，“ 关 爱 至 伊 • 孕

育未来”公益项目四周年总结推进会在钓鱼

台国宾馆隆重召开。该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国家

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及人民日报 • 人

民网共同发起，并在爱心企业拜耳医药保健

有限公司的捐助下同期成立“伊爱基金”作

为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 PAC 优质示范服

务建设，以期提高育龄女性生殖健康水平。自 PAC 公益项目设立以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全面协调资源，推动

各省级妇联积极推进省级专家委员会成立和 PAC 服务规范化建设，使得 PAC 优质服务示范建设得以在各省市快

速顺利推进。截止目前，全国已有近 600 家医疗机构设立了 PAC 优质服务门诊，2000 余名咨询员接受了专业培训，

为流产女性提供科学避孕宣教和咨询服务，每年超过 150 万的女性从中获益。

“关爱至伊 孕育未来”公益项目四周年总结推进会 , 推动项目持续发展

3. 水卫士行动
     Champion the Water Alliance

 
Water-saving efforts made during China's "Two Sessions" and World Expo Milano

在 2015 年 3 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为倡导节水环保理念，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节

水活动中来，为保护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做出贡献, 

3 月 2 日上午，“水卫士行动”四周年暨 2015

米兰世博会威尼斯水馆（意中联合馆）战略合

作启动仪式在北京金台艺术馆举行。全国政协

常委、联合国首任环保艺术大师、“水卫士行

动”发起人袁熙坤先生、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女士、联合国人居署驻华代表张振山先生、2015 米兰世博会威尼斯水馆中国区总监袁翠明先生、

2015 米兰世博会威尼斯水馆（意中联合馆）主席商世伟先生等出席了该活动。会上发布了水卫士行动领导小组联合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的驻地饭店宣传继续推广水卫士行动，“两会”

瓶装水再次全面应用“为瓶装水做记号”节水环保行动，号召大家使用可为瓶装水做记号的“iWater”节水贴，能有效避

免因包装一致而产生的瓶装水混淆浪费等问题。这是第四年“水卫士行动”在全国“两会”推广示范节约开“两会”活动。

“水卫士行动”从全国“两会”推广至米兰世博会

4. 因爱得 • 芙——   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
      Faslodex Charity Medical Program

 
Program provides free medicine to needy patients

2015 年 7 月 26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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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发起并负责整体管理和运作，阿斯利康

公司无偿为该项目提供药品援助。“因爱得 • 芙——  

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于 2015 年 7 月在全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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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首位乳腺

癌患者获得药品援助。

因爱得 • 芙——   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在沪启动

5. 诺美助学创业启动
      Lome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und

 
Fund to donate US $7.7 million to help 8,000 female college graduates start businesses

2015 年 5 月 21 日，“诺美助学创业基金”启动式暨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公益讲堂在京举行。启动仪式上，

福建省诺美护理用品有限公司承诺十年内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款物共计 5000 万元，支持诺美助学创业

基金。青年演员关晓彤获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宣传大使荣誉证书。“诺美助学创业基金”计划未来十年内，

在每年资助 800 名贫困女大学生的基础上，通过个人成长激励、求职训练、个案辅导、公益讲堂等多种方式，

探索助力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有效模式，为促进女性人才成长、妇女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诺美助学创业项目”,10 年内捐资 5000 万元，资助 8000 名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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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庭健康发展系列活动
      Family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Fund to donate US $923,100 to help needy people, raise health awareness

2015 年 10 月 29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国爱睿希

集团共同主办，同窗之行（北京）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承办的家庭

健康发展基金启动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家庭健康发展基金

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美国爱睿希集团共同发起成立。基金的

宗旨是要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动走进家庭。基金今后

将开展三个主要方面的工作：1、组织以女性为主的健康公益讲堂，

举办家庭健康宣传倡导活动，提高家庭健康生活意识；2、为贫

困地区营养失衡的家庭提供救助，开展贫困家庭妇女健康医疗个

案救治，改变因病致贫家庭的生活状况；3、组织家庭健康领域的国际交流等公益活动，提升基金项目的专业化水平。

启动仪式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向美国爱睿希集团创办人兼行政总裁范·库伯先生颁发了爱睿希集团“家

庭健康发展基金爱心企业”荣誉证书。美国爱睿希集团创办人兼首席财务总监杰夫·耶茨在仪式上宣布公司除前期

已经捐赠的 100 万元人民币外，承诺再次向家庭健康发展基金捐赠 500 万元人民币，助力基金长期有效发展。

美国爱睿希集团 3 年内捐资 600 万元，开展家庭健康系列活动

6. 旅游扶贫活动
      Tourism Education Fund

 
Fund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2015 年 5 月 11 日，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中国旅游协会妇

女旅游委员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相关专业协会和全国

32 个省区市旅游行业协会协办的大型公益活动“旅游扶贫 • 行业协

会在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行。 四川省旅游协会、

山东省旅游协会、江西省旅游协会、中国科技馆、360 公益基金、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澜酒店集团、开元旅业集团、爱特游旅行网等协会和企事业单位

进行了现场捐赠，捐赠现金及旅游产品票证价值 200 余万元。

“旅游教育基金”公益项目是 2014 年 10 月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设立，旨在通过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农家乐创业资金扶持等形式帮扶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基金制定

了“十百千万工程”的三年目标，即帮助策划规划 10 个美丽乡村，扶助百名创业标兵，培训千名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者，

提高万名贫困妇女旅游职业技能。2015 年，基金将建立旅游培训师资专家和乡村旅游规划专家两个智库，在贵州、云南、

黑龙江等地继续开展培训，计划培训 2000 人。

旅游扶贫 • 行业协会在行动

9. 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揭晓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Research Development Fund

 
Fund awards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for achievements in maternal, infant's health research

2015 年 5 月 20 日，经国家卫生计

生委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

室备案同意的 “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首届评选工作在京启动，该奖项将鼓励

在妇幼健康领域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具

有突出贡献的组织及个人，充分调动广

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旨在促进妇幼健康领域科学技术发展，

提高我国妇幼健康水平。会上，全国妇

幼健康研究会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

同成立“妇幼健康研究发展基金”，意在发扬尊重科学、团结精神，搭建多元募资平台，用以激励并推进妇幼健

康事业发展。

“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评选表彰妇幼健康领域科学技术先进组织及个人

8. 母亲健康保险活动
      Mother's Health Insurance Fund

 
Fund donates US $1.54 million to provide health, accident insurance to poor mothers

2015 年 5 月 10 日恰逢“母亲节”，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永诚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母亲健康护

航行动——母亲健康保险基金”启动式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母亲健康护

航行动”将把慈善与保险相结合，通过

公益化的保险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社

会资源，最大程度地覆盖贫困地区，帮

助更多的贫困母亲在重大疾病风险来临

的时候，获得及时的经济支持，为贫困母亲建立健康保障机制。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母亲健康护

航行动”的发起单位，率先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首批出资 1000 万元，通过建设“母亲健康保险基金”平台，

为贫困母亲设立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保险。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捐资 1000 万元，为贫困母亲设立重大疾病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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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京东母婴关爱活动
        JD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Fund

 
Fund offers US $154,000 to promote children's safety education

2015 年 9 月 6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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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商城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开展儿童乘车安全教育、互动体验等公益活动。双方将在

合作的第一阶段重点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同时京东商城将在线提供已经过质检总局 3C 认证的儿童安全座椅产品，

促进我国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

北京警察学院柳实教授在现场讲授关于儿童乘车安全的知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标准化研究所行

业服务室主任李维菁详细讲解了关于儿童安全座椅安装的细节和要点。8 家儿童安全座椅品牌商宣读了产品质

量承诺书。

京东商城捐资 100 万元，开展儿童乘车安全教育、互动体验等公益活动

11. 中国贫困英模母亲——    建设银行资助计划
         China Construction Bank's Program to Care for Poor Mothers of Heroes

2007 年 11 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0 万设立“中国贫困英模母

亲——建设银行资助计划”项目 , 项目计划实施 10 年，资助因公牺牲、因公致残或在一线工作表现突出且生活

困难的现役军人、武警、公安干警的妻子或母亲。2012 年荣获了民政部颁发的中国慈善届最高奖项——中华

慈善奖最具影响力项目。2015 年，项目在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 31 省市 / 自治区发放资助款 505 万元，

共计资助英模母亲或（妻子）1810 人。

通过实施项目，改善了英模英烈的家庭生活条件，减轻了经济负担，同时积极弘扬了见义勇为、助人济困

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加强军民、警民共建、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社会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激励广大官

兵和公安战士献身国防和公安事业，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2015 安莉芳集团公益在行动
        Embry Form in Action 2015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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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莉芳集团 2015 年度再次向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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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安莉芳集团连续 9 年累计向妇基会捐赠了总价

值 3624 万元的产品，惠及了 17 个省市区的妇女群众。

13. “母亲中国·真爱慈怀”书画艺术公益万里行起航
            "Mother China · Love and Benevolence" tour of charity sale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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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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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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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雀巢奖学金项目
         Nestle Scholarship

 
Nestle Offers scholarship to children of coffee growers

自 2014 年以来，雀巢在云南设立奖学金计划向来

自雀巢农艺服务部在册的咖啡种植农户家庭的学生开

放，以帮助来自小型种植农户的优秀学生，鼓励他们接

受高层次专业教育，同时也奖励农户对当地咖啡产业的

发展做出贡献。雀巢奖学金金额为 5000 元 / 年 / 人，

对优秀学生最长资助时间可持续 4 年。2014-2015 学

年度共有 38 名云南大学生获得奖学金资助。

雀巢向咖农子女颁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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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乳癌防治公益行动”启动应对乳腺癌危机跨界合作公益模式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Program

17.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关注出生缺陷预防及新生儿安全用药领域
        Jia'ai Health Fund Highlights Birth Defect Prevention, Medicine Safety for Newborns

2015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国苏珊

科曼乳腺癌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乳癌防治公益行动”在北京

启动。项目旨在帮助更多的乳癌患者，进一步提升女性乳癌

防治意识，提高乳癌患者生活质量，降低乳癌患者死亡率。

慈润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乳癌防治公益行动”公益项

目捐赠了首笔 100 万元善款。

2015 年 8 月 11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嘉爱健

康基金启动暨 2015 全国新生儿安全用药基因检测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会上，各领域专家对国内外出生缺陷预防及新生儿

安全用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后期，基金通过成立项目管理指导小组及专家团队、举行专家

研讨会、建立项目专项研究实验室、成立专项科研团队等工作，

带动基因检测技术的普及、宣传、推广，并通过资助青海省免

费筛查、祈福等系列公益活动，为我国儿童健康事业做出了贡献。

16.“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公益培训在成都、上海举办
         Diageo Women's Empowerment Fund Holds Training in Chengdu, Shanghai

2015 年，“赋权女性基金”继续在四川成都举办“酒

店业外来务工女性职业技能”公益培训；在上海举办“女性

领导力”公益培训。该项目到 2016 年 4 月止，将最少为成

都地区的 800 名酒店业女员工提供高品质的职业素养培训课

程；为上海地区的 250 名女性劳动提供领导力的培训。此外，

项目还将通过发放培训材料、促成二次培训、提供网上培训

等方式，帮助更多女性提升从业技能。预计从此项目中获得

直接或间接帮助的女性多达 1.5 万人。

18. 白衣天使系列活动
        White Angel Fund activities

 
Kimberly holds medical training

 
Program helps treat hemophilia patients

 
Program raises awareness of bone and tooth health among mothers and infants

2015 年 7 月 3 日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开展的白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

天使行动走进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共同为白衣天使代表赠送关爱礼包 , 慰问工作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2015 年 9 月 17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正式启动面向中国血友病患者的“白衣天使基金——关爱血友病

患者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以切实的医疗援助方案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获得血友病有效治疗，增强其对抗疾病

的信心。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白衣天使基金发起并负责整体管理和运作，辉瑞公司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援助。

该项目首期规划开展五年，首年将在广东、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黑龙江 6 省开展，对血友病 A 患者使用的“Ⅷ

因子缺乏凝血因子”药品，进行费用总额 10% 的减免。

2015 年 8 月 13 日，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携手美国补钙专家

迪巧品牌发起“白衣天使基金——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

动”， 2015 年医护人员培训会

在安徽省肿瘤医院成功召开。该

项目旨在帮助医护工作者缓解压

力，提高业务技能，帮助广大孕

妇及家庭通过课堂培训、互动问

答、科普手册，掌握母婴骨骼健康、

牙齿保健、孕期营养等更专业、

更先进、更权威的健康知识。

  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开展培训活动

  关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救助血友病患者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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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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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siness Start-up under the 

"New Normal" was held on July 23 in Changzhou, a c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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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la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U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talked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shared experience in 

related work. CWDF and 11 institutes establishe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Charity Alliance during 

the forum, which is also an effort of CWDF to implement its @She Venture Plan.

慈善推动
Charity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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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

致词

Zhang Meiying, Vice-Chairperson of the 11th CPPCC and 
First Vice-Chairperson of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Central 
Committee, delivers a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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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g Qingyi, President of CWDF and former Vice-
President and First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delivers a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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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o f  Soc ia l  and  Lega l  A f fa i r s  o 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Vice-President of CWDF 
and former Vice-President and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chairs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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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Shujie, Vice-President of China's Association of Old 
Revolutionary Area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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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s a speech.

时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盟江苏省委主委

曹卫星致词

C a o  We i x i n g ,  t h e n - D e p u t y  G o v e r n o r  o f  J i a n g s u 
and Di rector  o f  China Democrat ic  League J 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delivers a spee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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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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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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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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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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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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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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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她未来 成就未来的她

——大业传媒集团总裁苏忠

9. 黄土地里的幸福生活

——延安梁家河村受益妇女代表袁玉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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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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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让公益融入你的生活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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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发言嘉宾及发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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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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s of 
human's progress and are our missions.

 2015 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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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 ienc ing new technolog ica l  revo lu t ion,  indust r ia l  re form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nsensus of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1. Sticking to New Strateg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orting Women's 

Businesses
— Qin Guoying, Vice-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WDF

2.  New Thoughts about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Philanthropy
— Hannah Ryder, Deputy Country Director of UNDP

3.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UN Women 

in China
— Guo Ruixiang, Project Coordinator of UN Women

4.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and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Capabilities 

of Development
— Li Guoxiang, Researche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5. Lay ing Sol id  Foundat ion and Bui ld ing Plat form for  Women to 

Start Businesses
— Gu Min, Vice-President of Jiangsu Women's Federation

6.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Practices of Pepsi 
— Tai Xiangmei, Vice-President of Pepsi (China)

7. Solar Power Project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 Xie Xu, Deputy Director of Party Work Department of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8. For the Future of Women
— Su Zhong, President of Daye Media Group

9. My Happy Life
— Yuan Yulan, a beneficiary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Liangjiahe (a village in Yan'an)

10.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with Commercial Solutions
— Zhang Jing, Vice-President of Mary Kay (China) Cosmetics Co., Ltd.

11.Philanthropy Benefits Chinese Women
— Dong Bing, General Manager of Perfect (China) Beijing Office

12. Charity Is Part of Life
— Sun Yi,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encent Foundation

13. Women'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 Guo Peiyuan, General Manager of SynTao Co., Ltd.

Speakers and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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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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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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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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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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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揭晓
Third Chinese Women's Philanthropy Models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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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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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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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80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健康公益联盟 2015 年度总结推进会在北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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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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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秦国

英等领导和北京女医师协会、北京安贞医院、北京世纪坛妇产医院专家出席会议。

会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主持，秦国英秘书长首先做了 2015 年联盟工作总结和 2016 年工

作计划的报告。甄砚副理事长宣读了《关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授予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年度先进单位奖项的决定》。

黄晴宜理事长为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年度先进单位授牌。

女性健康公益联盟 2015 年总结推进会
Women's Health Community Alliance's Annual Meeting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年度先进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List of Outstanding Units of Women's Health Community Alliance

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永川区计生集爱医院

江西省修水县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中心医院

广西自治区柳州市潭中人民医院

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 州 立 白 企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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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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 22 日在美国

联合国总部举行。9 月 25 日，此次国际论坛的旅游公益投资分论坛在加勒比海地区圣马丁岛举行。

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创新艺术展
2015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the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was held on September 22 in New York-based UN headquarters. The summit was 

hosted by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und (UNSDG-F), CWDF and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AFA). On September 25, as part of the forum, the conference of tourism investment was held in St Martin.

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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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秦国英在会上

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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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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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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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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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anhua,  Secre tary-Genera l  o f  Ch ina  NGO Network  fo 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s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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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 Haoliang, UN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and UNDP Regional 
Directo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sp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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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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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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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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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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展示女性优秀文化创意作品、产品
Display of outstanding creative art works of women

创新艺术展
Creative Arts Exhibition

论坛现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带来了近 250 件由中国女性创作的优秀文化创意作品。大多都是妇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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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扶持，摆脱了贫困。

此次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创新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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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展示了中国女性参与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绩。

The series events have vividly revealed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women as they have 

participated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达成如下共识：
Consensus reached during the summit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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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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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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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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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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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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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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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益投资分论坛
Forum on tourism and charit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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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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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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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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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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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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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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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验的分享环节
Sharing China'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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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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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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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女性国际公益慈善晚宴
International Women's Charit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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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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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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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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donates jewelry and offers a charity luncheon with its senior executives

竞拍人获得拍品
A winner of the auction

2015 年 10 月 20 日，应法国“爱和”组织邀请 ,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秦国英等一行出席“中法妇女与水资源”环保研讨会，就中法妇女在水保护与利用，女性创业与职

业培训等主题开展深入探讨。法国“爱和”组织主席贝尔纳博女士、法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理事会贝尔女士、

世界水理事会执行主任 AUCONIE 女士、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研究员张琦女士、陕西省妇联崔志伟女

士等中外嘉宾参加了研讨会。会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致辞。

On October 20, 2015, the Chinese women's delegation led by Tan Lin,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and Qin Guoying, Vice-President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WDF, attended Sino-France 

Women and Water Resource Seminar in Paris. Participants discussed about Chinese and French 

women's roles in preservation and use of water resource and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and vocation 

training. Bernab, President of Hear, a French women's organization, Sophie Auconie, then-Executive 

Director of World Water Council, Zhang Qi,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Cui Zhiwei, from Shaanxi Provincial Women's Federation, spoke during 

the seminar. Tan Lin,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ACWF, gave a speech.

出席“中法妇女与水资源”环保研讨会
Sino-France Women and Water Resource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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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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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欢乐春节 • 把乐带回家—— 2015 众创家年华”之“让爱传递——    母亲温暖过冬”甘肃公益行活动举行。

  2015 年度第二届青蛙王子公益夏令营启动仪式举行。

“女性‘双心’健康公益项目启动暨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守护童年——   好爸爸教室全国公益行”2014 成绩汇报会暨中国首个“家庭中父亲角色的重要性”研究成果在京发布。

“雀巢奖学金”颁发仪式在云南普洱举行，2014-2015 学年度，共 38 位云南大学生获得“雀巢奖学金”。

Pepsi's Spring Festival charity activity was held in Gansu Province, offering aids to needy mothers.

The second Frog Prince charity summer camp held warm-up ceremony.

Project to improve women's heart and mental health kicked off and a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Champion the Children — Good Fathers' Classroom" program in 2014 and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Important Roles of Father in Family was released in Beijing.

Nestle Scholarship was given to 38 college stu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between 2014 and 2015.

◎

◎

◎

◎

◎

◎

◎

◎

◎

◎

January月

02

CWDF won the award for media that significantly promoted and implemented charity events in 2014.

Pepsi's Drinking-Water Safety Partnership project was awarded by CECP.

Seminar of White Angel Fund's "care for mothers and infants' bone and tooth health program" was held in Beijing.

◎

◎

◎

妇基会荣获 2014 年度传媒公益推动力奖。

百事公司合作“饮水安全伙伴项目”荣获 CECP 主席卓越奖。

白衣天使基金“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

◎

◎

◎

February月

“水卫士行动”支持环保，从全国“两会”推广至米兰世博会。

“母亲水窖”发起“探秘水世界”世界水日活动。

  康师傅“优悦”品牌与“母亲水窖”项目在重庆联合发起“优水悦人心，点点滴滴全国健康跑”爱心慈善活动。

  赛莱默公司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2015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340 万元，向内蒙古、新疆，投放 26 辆“母亲健康快车”。

  亮睛工程项目在深圳启动“百名先天性儿童白内障救助公益行动”。

“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Champion the Water Alliance promoted water-saving during China's "Two Sessions" and World Expo Milan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s "exploring the world of water" activity was held on World Water Day. 

Charity run was organized by Master Kong's brand Youyue and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CWDF, Xylem hosted walking event on World Water Day. 

Shenhua Group donated US $523,100, which was used to offer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o women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Project Vision's initiative to treat 100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cataract kicked off in Shenzhen.

"Champion the Children · China Super New Mothers Program" kicked off in Beijing.

◎

◎

◎

◎

◎

◎

◎

◎

◎

◎

◎

◎

◎

◎

03 March月

第 12 届中国慈善排行榜揭晓，妇基会位居全国公募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TOP2。

康师傅“优悦”品牌与“母亲水窖”项目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北京怡安方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捐赠 100 万元（共计 200 万元），用于为尼泊尔西藏地震

灾区购置 9 辆“母亲健康快车”。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捐赠西藏地震灾区价值 100 万元的妇女卫生用品。

◎

◎

◎

◎

04 April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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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全国妇幼保健院院长培训班在京举办，65 位来自 7 个省份的基层妇幼保健院院长参加了培训。

  女性乳腺癌疾病认知水平和医疗政策调研项目启动暨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白衣天使基金——   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2015 发布仪式暨“百姓身边的优秀妇幼人”在南京颁奖。

“母亲邮包—— 孕产包”启动及落地活动在云南举行 , 广生行共捐赠 5000 个“孕产关爱包”，发放至云南、河南、江西三个贫困地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完美公司陕西延川梁家河村“妇女之家”揭牌。

  完美公司携手妇基会开展“创建平安校园系列活动”启动。

  现代家庭文化教育基金启动仪式暨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The 12th China Charity Chart was announced and CWDF ranked No. 2 among all public foundations.

Master Kong's brand Youyue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Beijing Yi'anfangche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 Ltd. and Beijing Xiaoju Technology Co., Ltd. donated US $154,000 

each, to offer nine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o quake-affected areas in Nepal. 

Foryou Charitable Foundation donated women's sanitary products worth US $154,000 to quake zone in Tibet. 

The second training of heads of maternal and infant's hospitals was held in Beijing, which was attended by 65 people from 

seven provinces.

Survey on medical policies and women's awareness about breast cancer was conducted and a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

"White Angel Fund - Kimberly Care for Angel Program" awarded outstanding medical workers in Nanjing. 

Guangshenghang donated 5,000 bags containing necessities for pregnant women to thre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Yunnan, 

He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CWDF and Perfect (China) established Women's Home in Liangjianghe, a village in Yanchuan, Shaanxi Province. 

CWDF and Perfect (China) held activities on the theme of building a safe campus.

Modern Family Culture & Education Fund was established and a seminar was held in Beijing. 

◎

◎

◎

◎

◎

◎

◎

◎

◎

◎

◎

◎

◎

◎

◎

◎

◎

◎

“智慧母亲 • 健康家庭”社会宣教项目启动会暨首场讲座在京举行。

“诺美助学创业基金”启动式暨女大学生就业创业公益讲堂在京举行。

  女性肿瘤预防论坛暨女性肿瘤预防基金在上海启动。

“妇幼健康研究发展”基金及首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评选工作启动。

  家庭安全发展专项基金协助草根真爱基金开展“真爱儿童创意行动”文化设计大赛活动。

“守护童年 • 绿色天使——    超威贝贝健植物驱蚊公益行”活动在广州启动。

“守护童年——   品格好少年”征集启动仪式暨奇幻音乐剧《西游记》新闻发布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二届“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在京举行。

  默克雪兰诺宝贝基金“家庭生育健康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一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

◎

◎

◎

◎

◎

◎

◎

◎

"Dating with mothers" activity was held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Tourism associations kicked off an initiative to promot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AllTrust Insurance Co., Ltd. donated US $1.54 million to establish a security mechanism for poor mothers' health. 

Selection of "Teenagers with Morals" was held as part of Champion the Children Campaign.

Mothers' Homes in Communities project was implemented in Leshan, Sichuan Province.

Meeting to promot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 Childbirth Care and Service Project" was held in Chongqing.

"Smart Mother · Healthy Family" project's first lecture was held in Beijing.

Lome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und's lecture for female college graduates was held in Beijing. 

Women's Cancer Prevention Fund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 sponsored the first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Famil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und sponsored children's creative design competition.

"Champion the Children · Green Angel — Superb Beibeijian Mosquito Repellent Charity Tour" kicked off in Guangzhou.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hampion the Children — Teenagers with Morals" selection and the news brief for musical The 

Pilgrimage to the West were held in Beijing.

The second "Champion the Children · Safety on the Way" Child Road Safety Forum was held in Beijing. 

Seminar celebrating the anniversary of MerckSerono Baby Fund's "Family Childbirth Healthcare Plan" was held in Beijing.

◎

◎

◎

◎

◎

◎

◎

◎

◎

◎

◎

◎

◎

◎

◎

  “助愿母亲——    母亲节和妈妈们‘约会’”公益活动在京举行。

  “旅游扶贫 • 行业协会在行动”公益活动在京启动。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1000 万元，启动“母亲健康护航行动”, 通过公益化的保险手段，为贫困母亲建立健康

  保障机制。

 “ 守护童年—— 品格好少年”征集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妈妈家”社区项目在四川乐山市正式落成。

“母亲健康快车——   导乐分娩关爱服务项目”总结推进会在渝举行。

◎

◎

◎

◎

◎

◎

05 May月

“母亲邮包”项目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 她创业计划”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开启“互联网 + 扶贫”新模式。  

  女性健康公益联盟举办为期 6 天的第二期公共营养师培训班。

◎

◎

◎

06 June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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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基金”公益培训在成都、上海举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加红颜会在上海举办的“女性精英慈善晚宴”活动。

  默克雪兰诺宝贝基金“家庭生育健康关爱计划”中信湘雅爱心帮扶基地成立。

◎

◎

◎

Teleconference was held in Beijing to promot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She Venture Plan was implemented as CWDF's new Internet-based poverty-alleviation effort. 

Women's Health Charity Alliance held a six-day public nutritionists' training course.

Training of Diageo Women's Empowerment Fund was held in Chengdu and Shanghai.

CWDF workers took part in the charity night hosted by Herose Club in Shanghai.

CITIC-Xiangya Charity Center of MerckSerono Baby Fund's Family Childbirth Healthcare Plan was established.

◎

◎

◎

◎

◎

◎

Volkswagen China donated US $323,100 to families affected by the blast in Tianjin.

Jia'ai Health Fund was established and seminar on medicines and genetic test for newborns was held in Beijing.

◎

◎

  “因爱得 • 芙——   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在上海启动。

  2015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及第三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颁奖仪式在江苏常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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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举行。

  国际编号为 207715 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母亲水窖星”，并列入《国际小行星历表》，成为该天体的永久星名。

“母亲中国·真爱慈怀”书画艺术公益万里行在京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姜昆公益基金，联合全国 10 多所高校的 7000 名大学生启动了“暑期——    把安全带回家乡”的活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创业公益联盟”成立。

“魅力四十载·臻爱传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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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传万家 守护成长”关爱留守儿童公益行动落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通过妇基会向天津事故地区捐赠 210 万元，用于受事故影响家庭的临时过渡安置。

  嘉爱健康基金启动暨 2015 全国新生儿安全用药基因检测研讨会在京举行。

◎

◎

◎

◎

◎

◎

◎

◎

◎

◎

◎

Faslodex Charity Medical Program kicked off in Shanghai.

China Women's Philanthropy Forum 2015 and the third Chinese Women Philanthropy Models award ceremony were held in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The fifth Everbright-National Young Talents Selection and an promotion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ere held in Beijing.

Asteroid No. 207715 was named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lanet.

"Mother China · Love and Benevolence" tour of charity sale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kicked off in Beijing.

CWDF and Jiang Kun Fund organized 7,000 college students to help protect rural children during summer vacation.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Charity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Embryform don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Changzhou.

Care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ctivity was held i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

◎

◎

◎

◎

◎

◎

◎

◎

07 July月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演员白百何成立“失独家庭暖爱基金”。

  名创优品青海白内障公益活动举行。

  “母亲邮包”腾讯网友赴青海探访。

  “中国母婴健康专项基金”成立。

CWDF and actress Bai Baihe established "Warm & Love fund for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ren." 

Miniso donated to help treat cataract patients in Qinghai Province.

Tencent netizens donated through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visited needy mothers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Fund was established.

◎

◎

◎

◎

◎

◎

◎

◎

08 August月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与腾讯发起的中国首个网络公益日——    99 公益日。

  2015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创新艺术展及 2015 女性国际公益慈善晚宴在美国纽约举办。

“京东母婴关爱基金”在京启动。

“追寻爱之源·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探访活动”赴四川凉山、湖南常德探访。

“母亲中国·真爱慈怀”书画艺术公益万里行活动走进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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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第三批捐赠新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为新疆捐赠了 33 辆价值 533.94 万元的“母

  亲健康快车”。

“白衣天使基金—— 关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在广州启动。

“手”望相助——   玛丽艳和妇基会牵手仪式在京举行。

◎

◎

◎

◎

◎

◎

◎

◎

◎

09 September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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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three-year safe-water program of "Pepsi Fund ·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completed.

Walmart donated to @She Venture Plan.

Family Health Development Fund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CSCEC delegation visited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sites in Yuzhong, a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

◎

◎

◎

“百事基金会·母亲水窖”安全饮水三年项目完成项目评估工作。

  沃尔玛再捐 330 万元持续支持 @ 她创业计划。

  家庭健康发展基金在京启动。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回访考察榆中县“母亲水窖”项目。

◎

◎

◎

◎

◎

◎

◎

◎

◎

◎

◎

◎

◎

CWDF participated in Tencent's September 9 Charity Day activities.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and charity night were held in New York.

JD Maternal and Infant Care Fund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Donors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visited Sichuan and Hunan provinces.

"Mother China · Love and Benevolence" charity sale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was held in Qingdao.

Workers of "Lenovo's fund for heroes" visited beneficiaries.

PICC donated 33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worth US $821,400) through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o women in Xinjiang.

"White Angel Fund — Care for Hemophilia Patients Program" kicked off in Guangzhou.

Marie Anne and CWDF established partnership in Beijing.

CWDF and Herose Club donated necessities to mothers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launched "New Mothers' Kits Program."

Donors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visited Gansu Province.

CWDF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Sino-France Women and Water Resource Seminar in France.

Beingmate sponsored "public lectures on nutrition program."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ram" kicked off in Beijing.

CWDF and Japan-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held semina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harities on 

women's health.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donated 40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hrough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un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mile Action was held in Hangzhou.

China's first community-level Volkswagen-Children's Safety Educ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

◎

◎

◎

◎

◎

◎

◎

◎

◎

◎

◎

◎

◎

“乳癌防治公益行动”在北京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大阪、东京等地举办了“2015 中日女性健康公益事业发展研讨会”系列活动。

  中国农业银行捐赠 40 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京举行。

  微笑行动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国内首家社区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基地——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在北京正式启用。

10 October月

“母亲邮包 • 红颜会让母亲温暖过冬”探访活动在青海举行“妈妈宝箱”项目发布。

“追寻爱之源·母亲水窖爱心观察团探访活动”在甘肃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出席在法国举办的“中法妇女与水资源”环保研讨会。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营养知识宣讲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

◎

◎

◎

11 November月
The conference to mark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in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d 47 medical service vehicles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CWDF and O'Loreal became strategic partners.

"Improving Women's Health" Fund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Women's Health Charities alliance's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in Beijing.

CWDF and Perfect (China) hosted love-themed charity film festival.

The 2015 Dandelion Music and Lyrics Charity Night was held in Beijing.

◎

◎

◎

◎

◎

◎

◎

“母亲水窖”15 周年总结会在京召开。

  中国建设银行捐赠 47 辆“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欧莱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女性健康促进行动”基金在京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健康公益联盟 2015 年度工作总结推进会议在京召开。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与主办“用影像发现爱”——完美公益影像节活动。

  蒲公英项目在北京举办了 2015 蒲公英共谱爱曲公益慈善晚会。

◎

◎

◎

◎

◎

◎

◎

12 December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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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Partners

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神华公益基金会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睿希（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隆庆祥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广生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山西省新方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红十字会

深圳市新网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海辰恒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珍草中医药技术开发中心

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麦克奥迪（厦门）医疗诊断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久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省诺美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金佰利 ( 中国 ) 有限公司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北京国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严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怡安方成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音万轻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捐赠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2015 年度捐资 100 万元（含）以上）

Major Donors
(with donation of one million yuan or more in 2015)

辉瑞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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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申彤梦公益基金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雀氏（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贵生堂中医研究院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吉林省澳宝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润泽鸿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花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辣妈帮科技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荣泰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联想控股公益基金会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旭日红阳国际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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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媒体伙伴（排名不分先后）——    2015 年深度传播合作

Major Media Partners

@ @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之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妇女报

人民政协报

南方都市报

公益时报

当代中国画报

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

新华社手机电视台

人民网公益频道

新华网公益频道

光明网公益频道

央广网公益频道

搜狐公益频道

新浪微公益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优酷公益

凤凰网公益频道

网易公益频道

今日头条

善达网

千龙网

公益中国网

w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公益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

中国汽车研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商道纵横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机构 ( 排名不分先后）

Par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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