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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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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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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grade Foundation

贝晓超

新浪微博原副总经理兼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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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邰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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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C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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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胡瑞连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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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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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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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黄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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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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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

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

提高妇女素质，

程

刚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

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

甄

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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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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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

勋

理事会 （排名不分先后）
Board of Directors

监事会 （排名不分先后）

理事长

Board of Supervisors

黄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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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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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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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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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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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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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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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

徐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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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的 2016
Our 2016

一、 多措并举，保持募资额大体平稳
全年募集资金和物资总额达 4.47 亿元。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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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金募集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加大对公众健康的宣教。扩大与医疗卫生等专业团队合作，成立千人志愿讲师团，针对公众健康开展系列宣教
活动。此外，
“白衣天使基金”、
“导乐分娩关爱服务”等公益项目稳步推进。四是在筹款方式上取得突破，扩
大了自筹和众筹比例，金额占到总量的 30%。

（一）努力探索与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新模式。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

2016 年，妇基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全年实施金额总计达到 5700 余万元。其中，
“母亲健康快车”

响下，近两年来大型国企的捐赠下降明显。针对国企因政策导致的捐赠方向调整，我们积极探索与大型国有企

实际发车 97 辆，覆盖 12 个省区市的 97 个县市医院；为帮助医务工作者提高妇幼服务能力，投入培训资金

业合作的新模式，组织专题调研小组赴中石油对口扶贫的河南省范县和台前县开展实地调研，撰写了调研报告

1763 万元，培训基层医务工作者 1.76 万人；为帮助中西部基层医院完善妇幼科室建设，共向 40 余家基层

和立项建议，得到中石油的肯定，并意向捐赠 300 万元开展扶贫试点项目。这种探索是在新形势下更好地与

卫生院捐赠了共计价值 3000 余万元的 44 台医疗设备。

国有企业合作、共同推进精准扶贫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二）着力夯实企业捐赠资源。一是重点维护好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2016 年，完美、大众汽车等

—“@ 她创业计划”项目。一是在原有“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基础上，探索女性创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现已形成“妈妈家”
、“母亲小站”
、“母亲电商服务站”等项目模式。二是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妇女署、

14 家战略合作伙伴的捐赠占企业捐赠的 40% 以上。二是积极培育新增合作伙伴。2016 年，新增合作伙伴捐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等企业平台和产业协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以成功女性企业家为主导的“@ 她创业计

赠总额占企业捐赠的 25%。三是针对企业特点，注重募捐策略创新。继续稳固并加大民企和外企的支持力度，

划导师汇”，为女性创业提供智力支持。三是打造女性手工艺公益品牌。通过融入时尚元素与商业力量赋予传

民企和外企捐赠额达到了 3.04 亿，占总额 68%。

统工艺新的生命力，帮助女性手工艺者传承技艺，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已形成“妈妈制造”、“妈妈合作社”

（三）不断加大公众筹款力度。积极适应新媒体形势调整筹款策略，加大众筹工作力度，2016 年的公众
捐赠为 9867 万元，同比增长 4913 万元。一方面充分利用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等网络众筹平台，设
计了一批公众参与度高、实施效果明显的项目，共计上线近 400 个项目，筹集 4000 余万元。仅 2016 年 9 月 7-9
日“9.9 公益日”3 天，在腾讯众筹平台上线项目 172 个，筹款 2643 万元，是 2015 年 1248 万元的 2.1 倍。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企业的客户资源，开展诸如“关爱母亲·手望相助”等线下筹款活动，效果良好。
（四）继续争取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继续配合全国妇联申请财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贫困母亲两癌
项目”的支持，从今年开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原来每年支持的 1 亿元增加为 3 亿元。同时，通过“母亲水窖”、
创业贷款等各类项目，获得执行省份政府配套资金及资源支持超过 1700 万元，同时也获得了对项目的落地和
执行以及宣传的有利支持。

等品牌，并与中国手工艺联盟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发起绣娘扶持行动，开展妇女精准扶贫工作。
2016 年，共投放“母亲创业循环金”近 2000 万元。围绕“@ 她创业计划”打造了 5 个示范模型，8 个
创业基地，为 3000 余名女性提供创业扶持金，各类项目共培训 74236 人，累计受益人数 88348 人。
— “母亲邮包”项目。一是以“母亲邮包”为公益平台，继续实施“联合劝募”，为各方搭建合作共赢
公益平台。以“本地募集本地实施”为原则，以“项目倾斜和资金配套”为激励，有效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利用网络众筹平台筹集资金，开展了“关怀贫困母亲”、
“妈妈有福袋袋相传”、
“超仁妈妈”等公众
参与度高、实施效果明显的项目。
2016 年，累计实施项目资金 1300 万元，发放 7 万余个“母亲邮包”，7 万余名贫困母亲及家庭受益，
与去年基本持平。
—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妇基会配合全国妇联发展部切实落实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除做
好日常数据的收集和报送、财务和档案管理、评估及审计工作外，一是 2016 年配合发展部开展了两次全国省、
市、县三级妇联的“两癌”实名申报和信息填报工作，累计申报 12 万名贫困患病妇女信息和省、地市两级的“两

二、加强项目建设，不断突破传统内容和形式
（一）品牌项目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不断扩展和创新。2016 年，各大品牌项目立足项目效益，狠抓项目管理，
扩充项目资源，深化项目品牌，有效开展并完成了各项工作。
— “母亲水窖”项目。一是在项目管理上通过设立项目库提高了实施效率。针对重点项目省份进行全面
摸底调查并提前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核，将通过审核的项目纳入“母亲水窖”需求库，列入本年度实施计划，减
少了审批时间，缩短了项目周期。二是进一步扩展项目内容。试点“母亲水窖 • 亲亲水站”项目，该项目不仅
可以为社区中的贫困家庭创造就业岗位，还可以在社区居民购水消费的同时，向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提供帮助。

癌”检查数据。二是通过组织培训提升公众意识和基层医生专业技能。三是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进一步扩大“两
癌”救助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二）围绕妇女和家庭需求，创新开展系列公益项目。在整体推动品牌项目稳步发展的同时，2016 年，
妇基会还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公益项目。
一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根据《慈善法》最新要求，组织人力对慈善信托开展前期的研发，设立“家族慈
善基金”，现已与建信信托有限管理公司和北京和睦家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二是为落实光伏扶贫工程精神，配合政府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战略，我会携手中国南方电网共同发起“母亲

项目希望通过“消费即公益”的慈善模式，实现公益项目循环持续发展。三是在建设集中供水工程和“校园安

幸福光伏电站”项目。电站并网发电后，能在今后的 25 年产生稳定的经济收入，助力当地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全饮水”项目的同时，试点建立村镇污水处理项目，参与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同时也探索出了一种政府、企业和公益组织多方合作建设公益实体的新模式。

2016 年，
“母亲水窖”项目投放建设资金 2469.8 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41 处，
集雨水窖 76 口，在全国 15 个省（市）的 118 所学校开展“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一是项目逐步实现信息化管理。对现有“母亲健康快车”分批次安装车载

（三）科学开展紧急救灾工作。2016 年共启动阜宁风灾救助和湖北、河北、湖南水灾救援响应 3 次，共
筹集救灾项目款物 431 万多元。在救灾工作中，一是及时向受灾地区发放“母亲邮包”等物资。二是通过近
两年来的救灾实践，妇基会心理援助站逐渐成为紧急救灾品牌项目，在灾区承担起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的工作。

GPS, 实现了车辆使用与运行的远程数据化管理。二是探索新的服务增长模式。开展快车进城市的社区服务试

此外，为提高妇基会在紧急救灾方面的应对能力，我会参与的基金会救灾协调会成功促成了民政部救灾司举办

点工作，乡村医生帮扶方面在原有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村医理疗室创建项目，建设了 6 所乡村理疗室。三是

“社会力量参与救灾桌面演练”，进一步提高了我会救灾工作的实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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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社会化媒体平台，形成多层次传播矩阵
围绕“内容创新、渠道创新、形式创新”提升妇基会的整体宣传及各主要项目的品牌传播水平，形成了
以“主题传播、创意宣传、项目推广、公益倡导”为重点的传播集群，全年各类传播覆盖人群约8000万人
次，进一步扩大了妇基会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
（一）不断调整完善信息公开内容，提高妇基会公信力。通过常规信息发布与专项发布相结合、主动发布与
接受监督相结合、机构自媒体与新闻媒体报道相结合的信息公开模式，信息内容频次较2015年提高15%，10个
重点项目首次对外发布项目实施年报，基金会以满分的成绩连续6年蝉联“中基透明指数排行榜”第一名。
（二）实现公益传播全媒体深度融合，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一是通过主流新闻媒体围绕妇基会品牌项目，

妇女创新艺术作品展、慈善拍卖等多种形式，展示中国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向国际社会传
播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声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公益慈善事业进步的了解。三是今年 7
月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标志着我会今后能参与联合国经济社会相关议题、活动及联合国
总部召开的相关议题国际会议，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合国其它国际会议，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公益组织
发出声音。
通过上述国际化的有益探索，在全国妇联国际部的指导支持下，妇基会目前已得到中联部、商务部等部委
的支持，与有关联合国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妇基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有利于我们通过女
性公益慈善工作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

讲好精准扶贫好故事。全年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近20家中央新闻单位
深度报道妇基会精准扶贫公益项目37次。新华社发布拍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精准扶贫3.0》系列专题视
频，以第三方的视角、新媒体的手段，深度报道妇基会精准扶贫的积极努力。二是融合新媒体运维做好内容的
二次传播，形成新媒体矩阵。借力发声：借力光明网、新华社发布、中国之声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传播
女性公益慈善内容。业内发声：与公益领域活跃度较高的10余家公众号紧密合作，结合母亲节、妇女节、世
界水日、消贫日等节点整合妇基会内容在公益行业内发声。新媒体平台合作：与优酷、爱奇艺、今日头条、网
易新闻客户端等分享平台建立良好的公益合作，开展公益内容推广、公益筹款等活动。自媒体运维：加大力度
维护好妇基会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众筹网、微店等平台，做好资讯推送、公益产品推广、传播公益活动
推送，方便用户获取妇基会有关资讯。通过粉丝服务设置自定义菜单，增强公益项目与粉丝的关联度。构建手
机端微网站，优化手机端用户体验，增强与公众的交互。妇基会微博长期位居“中国公益指数榜”周榜公募基
金会前三甲。三是创新策划，制造公益传播热点，引导明星公众参与公益传播和倡导。策划“最美的女人是妈
妈”、
“与你同行”等线上线下互动的公益活动，与17位明星联合发起公益拍卖，打造多形式、多角度、多互
动的明星宣传模式。与“一直播”开展深度合作，通过直播的形式记录公益探访细节，成为首个以直播呈现探
访活动全程的公益组织。与明星合作直播“妈妈制造”等内容，总用户浏览量过千万。初步统计，通过明星的
参与带来的自媒体传播达到千万人次。

五、进一步加强内部建设，提升机构竞争力
1、开展对过去五年工作的评估以及未来五年的规划工作。组织第三方研究机构（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
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商务部研究院）对妇基会《2011-2015 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执行情况开展
评估，在评估报告基础上形成《2016-2020 五年发展战略规划》。
2、不断完善风险防控和内部制度。一是严格进行风险防控。开展了风险管理培训、专项基金清理、网络
安全自查以及项目风险点梳理等工作。二是顺利完成各类审计工作。今年共接受国家审计署、民政部等部委的
审计 4 次、年检 2 次，同时针对重点项目开展专项审计和自查 4 次。审计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会内部管理和
风险控制的能力。三是完善各项制度。分别修订了《信息公开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项目立项管
理流程》、《党员学习制度》等 15 项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了从项目立项到资金管理再到项目巡查的科学管控。
3、加强信息化管理和员工队伍建设。制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系统数据管理办法》，进一步提升募资、
项目实施、日常管理等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程度。完善员工考核和薪酬福利制度，实行员工关键指标考核制
度，不断优化内部人力资源结构，将员工培训制度化、常态化。
4、加强党支部建设。党支部按照全国妇联党组要求，认真组织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通
过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以学促做、知行合一。在学习教育活动中，完善了党员发展、党支部学习、
“三
会一课”等党建方面的制度，组织开展了参观李大钊故居，重温革命精神活动，
“重温长征路 • 妇基会在行动”

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女性公益国际视野
一是积极探索开展国际援助，筹备成立中非妇女发展基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

庆祝长征 80 周年活动，开展了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四
讲四有”合格党员等活动。

会 上 的 讲 话 精 神， 参 与 实 施 援 助 非 洲 的 100 个“ 妇 幼 健 康 工 程”、100 个“ 快 乐 校 园 工 程”，成 立 了 国 际
合 作 办 公 室， 在 延 续 既 有 国 际 项 目 合 作 的 基 础 上，筹备中非妇女发展基金，尝试对非洲国家开展援助。二
是成功举办“2016 中国女性公益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设计艺术展”活动。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
办，教科文组织助理秘书长及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出席论坛并致辞。活动期间通过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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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opt multiple measures, maintain stable amount of funds

2. Strengthen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make breakthroughs

By the end of December 2016, the CWDF collected funds and materials worth 447 million yuan. This

1) Keep expanding and innovating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brand projects. In 2016, we strengthen

year, centered on domestic and overseas economic situations, we have innovated fundraising patterns

management of brand projects, expand resources, deepen brand image, and effectively carry out and

and strengthened efforts to collect funds. We mainly adopt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inish various tasks.

1) Explore new patterns of cooperation with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First, increase efficiency by establishing project database. We

In recent two years, the donations from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declined, due to rising

investigate conditions of major projects and examine the design plans in advance, and we list the

economic downward pressure and decreasing profits of the enterprises. We have actively explored

approved projects into the database of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include the projects into

new ways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enterprises to address the issue that enterprises adjusted their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year. Thus, we reduce the time to approve projects and shorten the

donations due to relevant polices. We send a team to conduct research in Fan County and Taiqian

project period. Second, further expand the contents of the project. We carry out the Water Cellar for

County in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which are designated counties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Mothers·Water Stations project in pilot places. The project not only creat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orporation (CNPC) to offer its poverty-alleviation aid. We write research reports and proposals to

for poverty-stricken families in communities, it also helps women and children in impoverished areas,

set up projects, which are affirmed by the CNPC, and the CNPC agrees to donate 3 million yuan to

in addition to selling water. Through the charity mode "Consumption is Charity," we hope that the

carry out poverty-alleviation projects. It is a rewarding attempt to better cooperate with State-owned

project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rd, build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projects and on-

enterprises in new circumstance and to promote 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 plan.

campu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n the meantime, build waste water treatment projects in pilot

2) Maintain donations from enterprises.

villages and towns to help solv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First, kee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trategic partners. In 2016, the donations from 14 enterprises,

In 2016,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used construction fund of 24.698 million yuan,

including Perfect China and Volkswagen, accounted for above 40 percent of total donations from

approximately equal to last year. The fund were used to construct 41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projects

enterprises. Second, actively develop new partners. In 2016, donations from new partners accounted

and 76 rain-collecting water cellars and to carry out on-campu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n 118

for a quarter of total enterprises' donations. Third, innovate fundraising strategy according to

schools in 15 province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and solicit greater support from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In 2016,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First, gradually realiz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the

we received donation of 304 million yuan from privat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which accounted for 68

project. We place GPS on vehicles and realize remote digital management of the usage and operating

percent of total enterprises' donations.

of vehicles. Second, offer new services. We carry out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in pilot places. In

3) Raise more funds from the public.

addition to training village doctors, we establish six village treatment rooms. Third, strengthen publicity

We adjust fundraising strategy in new-media era and increase crowd funding. In 2016, donations from

on public health. We expand coope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medical teams and organize more than

the public reach 98.67 million yuan, which is 49.13 million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 On one hand, we

1,000 volunteer lecturers to spread knowledge on public health. Moreover, charity projects, including

implement more than 400 effective projects via online crown funding platforms, such as Tencent Charity and

White Angels Fund and Doula Caring Service project, are implemented smoothly. Fourth, make

Alipay, and collect more than 40 million yuan. From September 7-9, 2016, we implemented 172 projects on

breakthroughs in fundraising. We expand the ratios of self-funding and crowd funding, which account

Tencent crown funding platform and collected 26.43 million yuan, which was 2.1 times of last year's 12.48

for 30 percent of the total fund.

million yuan. On the other hand, we take advantage of customer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and carry out

In 2016,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use implementation fund of more than 57 million yuan.

offlin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such as Caring for Mothers·Mutual Help. The activities yielded good results.

We dispatch 97 vehicles to 97 county-level or municipal hospitals in 12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4) Maintain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order to help medical workers improve their work capability to serve women

We continue to apply to Ministry of Finance's central special lottery public welfare fund for supporting

and children patients, we use 17.63 million yuan to train 17,600 grassroots medical workers. In order

the project of offering two cancers (breast cancer an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mong poverty-

to help grassroots-level hospitals improve medical conditions, we donated 44 medical equipment,

stricken mothers. From 2016, the central special lottery public welfare fund has increased their support

worth more than 30 million yuan, to more than 40 grassroots-level hospitals.

from 100 million yuan to 300 million yuan. In the meantime, various projects, such as Water Cellar for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Project. First, on the basis of the circulation fund project to help mothers

Mothers and business start-up loan project, receive donations of more than 17 million yuan from the

start a business, we explore the mod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omen's business,

governments of provinces where the projects are implemented. We also receive support to launch,

such as Mom's Home, Mother's Station and Mother's E-commerce Service Station. Second, we develop

implement and publicize the projects.

strategic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 Wom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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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ssociation of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organize successful women entrepreneurs to become

3) Carry out disaster relief work in a scientific way. In 2016, we joined the windstorm disaster relief

mentors to guide and support women who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Third, create women’s handicraft

work in Funing and the flood relief work in Hubei, Hebei and Hunan provinces, and we collected

brands. We vitaliz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rough integrating fashion elements and the power of

disaster relief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more than 4.31 million yuan. First, we sent materials such

business, and we help craftswomen inherit skills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create

as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Second, based on our disaster relief experiences, the CWDF’s

brands, such as Made by Mama and Mama Cooperatives, and cooperate with Chinese Handicraft

psychological help station offered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to disaster-affected people. Besides,

Industry Union to launch a project to support craftswomen and to help women escape poverty.

to improve the CWDF’s emergency relief capability, the Foundation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ion

In 2016, we issue circulation fund of nearly 20 million yuan. We create five demonstration modes and

Committee helped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Disaster Relief Department to bring about a rehearsal

eight entrepreneurial bases, and provide fund to more than 3,000 women to start businesses. We also

about social forces joining disaster relief work.

train 74,236 people, and a total of 88,348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training.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First, we keep implementing our fundraising strategy and create
a charity platform of win-win cooperation. We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in the
place where the fund is collected," and we have favorable policies as incentives to mobilize initiative.

3. Build social media platform, form multilevel publicity matrix

Second,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online crowd funding platforms, and implement projects, including

Focusing on the Innovation in Contents, Channels and Forms, we promote overall publicity of the

Caring for Impoverished Mothers, Parcels for Blessed Mothers and Super Kindhearted Mothers, which

CWDF and its main projects and establish the publicity clusters of “spreading themes, creative

attract wide participation and had good effects.

publicity, promoting projects and advocating charity.” Our publicity reach more than 80 million people,

In 2016, we use 13 million yuan, send out more than 70,000 parcels, and more than 70,000

which expand the CWDF’s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impoverished mothers and families benefit from the project,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previous year.

1) Keep improving information publicity, raise public trust in CDWF. We publiciz regular information

——"Two Cancers" Screening for Impoverished Mothers project. The CWDF coordinate with the

as well as information on special cases. We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ublicize information and we also

ACWF’s Department for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In addition to the collection and

receive supervision. We publicize information on both we media and news media. The frequency of

submission of the data, financial and archive management, appraisal and audit works, we carry out the

information publicity is raised by 15 percen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year. The annual reports of

following tasks. First, we assist the Department for Development to deal with the work of “two canc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n important projects are publiciz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WDF rank the first

real-name appl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ubmission among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level

for six consecutive years on the list of transparent index of China’s foundations.

women’s federations for two times. We submit the information of 120,000 impoverished women patients

2) Realize all-media integration, further expand influence. First, focus on brand projects of the CWDF

and the “two cancers” examination data in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vel. Second, we organize training

and tell stor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via mainstream news media. In 2016, nearly 20 central

to improve the health awareness among the public and to improve grassroots doctors’ professional

news media, including Xinhua News Agency, People’s Daily, China National Radio and China Central

skills. Third, we integrate social resources and further expand the project’s scope of implementation

Television, report CWDF’s charitable project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37 times. Xinhua News

and influence.

Agency shoots and publicizes a series of videos CWDF’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which use new

2) Focus on women and family’s needs, carry out a series of charity projects. In 2016, the CWDF

media methods and report the CWDF’s efforts from the angle of a third party. Second, take advantage

launch a series of projects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rand project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to publicize information. We use the new media platforms of traditional media,

First,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the n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ity Law, we organize people

such as Guangming.com, Xinhua News Agency App and Voice of China, to spread women’s charity

to research into charitable trust and established Family Charitable Fund. We also reach cooperation

projects. We cooperate with more than 10 active public accounts in charity field to publish CWDF’s

agreements with CCB Trust Co., Ltd. and United Family Healthcare Beijing.

contents on the occasion of some holidays, such as Mothers’ Day,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World

Second, in order to implement photovoltaic poverty-alleviation project and promote the clean energy

Water Day and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We cooperate with Youku, Iqiyi, Toutiao

strategy, we cooperate with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to launch the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for

and Netease so they publicize our contents and organize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We strengthen the

Happy Mothers Project. After the power station is combined to the grid, it will generate stabl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CWDF’s accounts on WeChat, Weibo, Toutiao, Zhongchou.com and Weidian. We

incomes in the following 25 years to help local impoverished families get rid of poverty. The project is a

publicize information, promote charitable products and advocate charitable activities, so our users can

new mode for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build

have convenient access to our foundation’s information. We create customized services to our users

charitable entities.

to enhance users’ bond with charitable projects. We establish mobile-terminal website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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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guidance and support of the Liaison Department of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the public. The Weibo account of the CWDF is often
among the top three of the public foundations on the weekly China Charity Index List. Third, innovate
planning, create heated topics and guide celebrities and the public to join in charity. We organize many
charitable activities online or offline, such a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s Mother and Walking with
You. We and 17 celebrities jointly initiate charity auction, and we aim to create a kind of publicity mode

CWDF has received support of several departments and ministrie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established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UN organizations. As such, it will help us enhance the
CWDF’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help us serve the general diplomacy of the nation through women’s
charity work.

that had multiple forms, various angles and more interaction. We cooperate with Yizhibo to record
charitable activities via live stream, and we become the first charity organization that presented the
whole activities via live stream. We cooperate with celebrities to live stream Made by Mothers project,
and more than 10 million users watch the live stream. It is roughly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10 million
we media users forward the live stream because of celebrities’ participation.

5.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l management, raise competitiveness
1) Evaluate the work of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plan the work of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We organize
the third party organizations (Zhongmin Social Suppor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to
evaluate the CWDF’s implementation of 2011-2015 Five-Y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 and to come

4 . D e e p e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x c h a n g e a n d c o o p e r a t i o n , e x p a n d w o m e n ’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ut with 2016-2020 Five-Y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 on the basis of the appraisal report.
2) Improve risk control and internal regulations. First, prevent and control risk strictly. We organize

Offer international support, prepare to establish Chinese-African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To

training on risk management, checked special fund and Internet safety and sort out risks of projects.

further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during the Global Women’s Summit, we

Second, finish various audit works. We receive audit four times and annual inspection two times

jo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100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projects and 100 happy campus projects,

by State Auditing Administration and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and carry out special audit and self-

and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mination four times. We improve our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risk control abilities through

projects, we prepare to establish Chinese-African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in a bid to support

auditing. Third, improve various regulations. We establish 15 regulatio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frican countries.

Publicity Regulation,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Regul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of Project Approval

Host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2016 and Women’s Art Exhibition at

and Regul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rty Members. As such, we ensure the scientific control in terms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project approval, fund management and project inspection.

Assistant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ESCO and Chinese permanent deputy representative to

3) Strengthe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personnel teams. We formulate Integrated

the UNESCO attended the event and gave speeches. We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forums, art work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System Data Managem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and

exhibitions and charity auction to display the achievement of Chinese women in terms of their

process of fundrais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We improve the evalu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ss Chinese women’s voices to the world and

the staff and salary and welfare system, adopt key index appraisal system, improve internal human

enhanc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regular and normal system of training.

women’s charity cause.

4)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of Party bran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WF’s Party Leadership

The CWDF was granted the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Group, we organize Party members to learn Two Studies, One Action, Party constitutions and

i n J u l y 2 0 1 6 . T h a t i n d i c a t e s t h a t w e c a n p a r t i c i p a t e i n E C O S O C ’s r e l e v a n t d i s c u s s i o n s a n d

regulations and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We improve the system of Party building, including

activities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ld in UN headquarters, or we can serve

recruiting new Party members, learning of Party branch, Three Meetings and One Class. We visit

as observers at oth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China’s charitable

former residence of Li Dazhao, hold an activity to celeb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Long March,

organizations.

and carry out activities to call for members to be qualified Part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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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总体收入情况

Total Income

捐赠收入情况

Donation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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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支出情况

资产和债务状况 ( 一 )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6

信息公开
Information Release
资产和债务状况（二）

Assets and Liabilities (2)

信息公开及时多样、完整准确
Quick, precise information release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自身官网、微博、微信、会刊、年报为传播基础平台，同时与平面、电视、网络媒
体密切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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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传播报道 40 余次，媒体原发相关报道 521 篇，其中 : 中央重要媒体报道 20 余篇，官方微博发布 1200 余条，
平均日发布近 4 条，其中原创 500 余条，粉丝总数达 6 万人。官方微刊发布 99 期，269 篇，全年累计关注
人数达 2 万人，全年图文总阅读次数达 20 万人次。

CWDF uses its official website, Sina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it has compiled
journals and annual reports. The foundation has in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releasing information, notices and
announcements on print press, TV and the Internet. In 2016, 521 stories about CWDF's activities were published
via various media outlets, among which 20 were reported by government-run media outlets. Some 1,200 posts
were released through CWDF's Sina Weibo account, nearly 4 posts every day on average, and 500 of the posts
were written by CWDF's staff. The Weibo account has 60,000 followers. The foundation produced 99 editions
of WeChat journals, which included 269 articles and were read 200,000 times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WeChat
account gained 20,000 new followers in 2016.

17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8

Audit Report

2016 年审计报告
Audit Repo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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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Sheet

Statement of Cash Flow

List of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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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的成就

Our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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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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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2010 年

荣获民政部“全国先进民间组织”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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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2014 年度传播公益推动力奖”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获“2014 全国农村金融十大品牌创新产品”称号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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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

被民政部评定为国家 5A 级基金会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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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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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水窖”项目被授予“风尚榜样”称号

“母亲健康快车”荣获“中华慈善奖”

1988 年成立

2005 年
荣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011 年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母亲水窖”项目荣获“中华慈善奖”

荣获“首都文明单位”称号

2013 年
荣获“首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荣获第三方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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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机构中国慈善指数排行榜名列第一

2009 年
荣获国务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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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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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

Majo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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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Cases

“母亲水窖”项目配合国家 2020 年脱贫目标，实施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Provides Safe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Helps Realize Poverty-alleviation Goals

校园安全饮水项目（含水印计划）
执行

1209 万元

2016 年 执 行
2334.86 万元

“ 母 亲 水 窖” 项 目

案例－ 1

“母亲水窖”让致富之路变光明

Case 1

Project helps villagers increase income
2015 年，完美玛丽艳品牌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售玛丽艳维 E 润手霜支持母亲水窖”微公益活动，

农 村 水 利 工 程 项 目 执 行

1125.86 万元

每售出玛丽艳维 E 润手霜一支，完美公司即捐赠 0.5 元作为“母亲水窖”公益项目专款，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
活动共筹集善款 51.3 万元，用于支持云南省富民县白上村和哨上村“母亲水窖”集水工程修建。
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罗免镇哨上村过去没有自来水，加上当年春季连年大旱，影响耕种，村民之间经常发生争
水抢水事件。2016 年 ,“母亲水窖”在村里建设了集中供水工程，解决了村里 338 人、165 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
使过去争水抢水的矛盾得到解决，极大地减少了群众的取水劳动强度。

13 省（区、市）建设
41 个集中供水工程

76 口集雨水窖

1 个绿色乡村项目

哨上村的李桂莲就是项目的受益农户之一，她家 2011 年种植核桃 5 亩，2015 年已开始结果，但由于旱季无
水浇灌，产量不高，果实偏小，每亩收入仅 500 元。“母亲水窖”项目建成后，在旱季浇灌了三次，产量翻倍增长，
果大味美，收入达到每亩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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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项目重点活动
Cases

Major Activities

1、
“四季沐歌关爱基金”启动 打造“母亲水窖”净水工程
Micoe Fund Sponsors Water-purify Program
2016 年 1 月 7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江苏连云港启动“四季
沐歌关爱基金”。该基金将以“母亲水窖”项目为依托，引入四季沐歌的净水解决方案，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设“亲
亲水站”，提升当地居民的饮用水质，为当地居民创造更为便捷、安全的用水环境。基金还将开展“光彩浴室”、“光
伏扶贫”、
“母亲创业帮扶”、
“学校饮水安全”等公益项目，持续关注社会贫困弱势群体。
2016 年 12 月 14 日，
“母亲水窖·亲亲水站”项目在河北省启动，首个“亲亲水站”落户河北涞源县联合关社区。
项目通过提供直饮水解决方案，配备相应的净水设施，在社区、乡镇聚居区建设惠民水站，以提升社区（乡镇）居
民终端饮用水质，项目也将为生活困境的
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使她们参与项目运营
维护。项目倡导“消费即公益”、
“人人可
公益”的理念，居民在消费取水的同时，
实现了公益行为的参与，为公众随手公益
创造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公益项目的循环
可持续发展。

2、举办 2016 赛莱默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
“母亲水窖”开启河北开庄村民的新生活

案例－ 2
Case 2

Project improves villagers' lives in Hebei Province
河北省兴隆县蓝旗营镇开庄村村民王成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有一段艰难的“吃水史”。以前村里吃水要靠
他开三轮车去离家五里多远的深沟里去拉水，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他还要给村里 70
户没有水的乡亲们送水。有一次，由于下大雪路滑，他一不小心把车开到沟里去了，车摔坏了，自己家两天没
有水吃，还造成村里几十家没有水吃，乡亲们只能靠啃干馒头度日。
如今，村里建设了“母亲水窖”，乡亲们用水方便了，可以洗洗澡，远离过去浑身是汗、一身泥巴的日子。

Xylem and CWDF Organize World Water Day Long Walk
2016 年 3 月 20 日，全球领先的水技术企业赛莱默（Xylem）公司在第 24 届世界水日即将到来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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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荫公园举办了“2016 赛莱默世界水日为水行走”活动。
近 180 位来自妇基会和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首都水务行业的同仁及新闻媒体朋友和赛莱默公司员工参
与了此次长走活动。同时，赛莱默宣布 2016 年继续开展“水印计划”公益项目，在中国再投入 30 万美金，
为偏远地区的 13 所学校提供用水设施和健康教育，并且继续主办“赛莱默杯”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
支持在青少年中的水科技教育和兴趣培养。

王成家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自己也不用每天去拉水了，前不久还盖了宽敞的新瓦房，他准备再建一个养猪
场。王成动情地说：
“我打心眼里感谢爱心企业和妇基会，感谢妇联实施了‘母亲水窖’项目，是‘母亲水窖’
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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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3、开展“为地球加蓝”行动 , 倡导珍惜水资源

5、启动“7.17 饮水节暨 2016 第一届阿尔山饮水节”

'Give The Earth A Blue' Activity Raises Water-saving Awareness

Arxan Water Festival Held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第 24 届世界水日来

2016 年 7 月 17 日， 由 中

临之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开展“为地球加蓝”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中 国 矿 业

行动，号召公众珍惜水资源，保护环境。

联合会天然矿泉水专业委员会主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宣传倡导，让参与者意

办，阿尔山市人民政府、阿尔山

识到节约保护水资源是维持水生态环境自净能力

国土资源局、内蒙古蓝海矿泉水

的基础，是有效减少生态环境问题和地质灾害的

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山饮品（北

关键。同时，中国妇基会分别在新浪微公益、腾

京）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7.17

讯乐捐和蚂蚁金服公益平台，发起捐款活动，解

饮水节暨 2016 第一届阿尔山饮

决贵州省江口县民和镇何坝村以及甘肃省酒泉市

水节”启动仪式在国家会议中心

泉湖乡营门村的饮水问题，以保障当地用水安全。

举行。
饮水节旨在通过健康饮水唤
起公众节约用水、珍惜水资源、
保护水资源的意识，通过各相关部门与矿泉水行业以及各大企业之间的携手合作，共同建立更为全面的水资源

4、世界环境日长走活动在贵州举行

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以此推动对水资源进行综合性统筹规划和管理，加强水资源保护。

Long Walk Activity Held in Guizhou to Mark World Environment Day
2016 年 6 月 3 日，在第 45 个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关心关爱、参与支持环保的浓厚氛围，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贵州省妇联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举行了主题为“绿色环保，长步健康，和谐安顺”的
2016 年世界环境日长走活动，唯爱行 APP 作为本次长走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一起推动活动的开展，每走
１公里，唯爱行 APP 就捐赠１元钱支持“母亲水窖·绿色乡村”项目，用于安顺市平坝区夏云镇小河湾村绿
化建设，共 1100 多名群众参与了活动。

6、光大梦想·爱心启航—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亲水窖”公益活动落幕
Everbright Youth Talent Competition Held
2016 年 7 月 17 日 晚， 由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中国
光大银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
办的光大梦想·爱心启航— 第
六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
亲水窖”公益活动在中国教育电
视台演播厅落下了帷幕。
本次活动结合“母亲水窖”
公 益 项 目， 让 每 位 小 朋 友 以 环
保、慈善为主题进行节目创作，
从而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此项
公益事业中来，给缺水地区更多家庭带来希望。此次“光大梦想 爱心启航 — 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母亲
水窖”公益活动的圆满落幕，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梦想启航，爱心最美”， 凝 聚 着 实 现 中 国 梦 公 益 行
的强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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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迈出大数据化信息管理第一步
"Mother Health Express" project to take the first step in large data management

Cases
案例－ 1

“不要慌，马上就来 ...... ”

Case 1

'Don't be afraid. We're coming.'
2016 年 8 月的一天，内蒙古海拉尔保健所产科的电话急

2016年“母亲健康快车”发车97辆，覆
盖江西、贵州、安徽、湖南、河北、陕

促地响起—“喂，保健院吗？快来救人，一个产妇在我们

西、甘肃、吉林、新疆、宁夏、青海、四

旅馆生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了，脐带还连着，产妇大出血 ......”

川12个省区市的97个县市医院。

“好的，你先告诉我地址，不要慌，马上就来 ......”
培训基层医务工作者1.76万人，投入培训

问清求救地址和产妇情况，
“母亲健康快车”立即出发，

资金1763万元，帮助医务工作者提高妇

赶往现场。在不到 4 平米的一间老旧旅店内，一名年轻的女

幼服务能力。

子躺在地上，已经没有力气。胎儿已经娩出，床上、身上、

2016

共向基层卫生院捐赠44台医疗设备，价值

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近3000余万元，帮助中西部40余家基层
医院完善妇幼学科建设。

地上都是鲜红的血迹，不远处的血泊中，躺着一名赤裸的女婴。
这名女婴和她的母亲竟然还连着脐带。女婴哭声微弱，面色
青紫。医护人员立即抢救，为新生儿清理呼吸道，断脐、保暖，为产妇测量生命体征，加强宫缩，帮助胎盘娩出，
减少出血，建立静脉通路。
医护人员一边派人安抚产妇情绪，一边进行一系列应对处理。处理完毕后，
“母亲健康快车”又马不停蹄地赶回

全年实施金额总计达到5700余万元。

妇幼保健院，早已候在那里的产房工作人员接过求助产妇，送进手术台进行治疗。
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 , 母子平安。

案例－ 2

生命时速在广元旺苍上演

Case 2

Racing against time to save woman and baby's lives
2016 年 8 月 26 日 10 时 10 分，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

2016年度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在接到英萃镇中心卫生院求助电

项目的突出特点

话 5 分钟后，刘春华、李慧、杨琳三位医护人员就准备好出
诊用物，坐上了“母亲健康快车”，以生命之速前往英萃镇。
他们的目标就是抢救 46 岁的高龄产妇胡玉莲，36+5 周孕单
活胎临产，凌晨 4 点开始腹痛，宫口已经开全，怀孕期间未

逐步实现信息化管
理。对现有“母亲健
康快车”分批次安装
车载GPS，实现了
车辆使用与运行的远
程数据化管理。

加大对公众健康的宣教，
成立千人志愿讲师团，针
对公众健康开展系列宣教
活动。
探索新的服务增长模式。
开展“母亲健康快车”进
城市的社区服务试点工
作，乡村医生帮扶方面在
原有培训的基础上增加了
村医理疗室创建项目，建
设了6所乡村理疗室。

做过任何检查，并且左手残疾。
从旺苍县到英萃镇正值修路，路途颠簸，救护车师傅加快
车速，10:39 分在接近双河镇时，前方堵路，救护车不能通过，
英萃镇中心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下车将孕妇抬了 20 多米送到“母亲健康快车”上，快车迅速返程。产妇情况危急，为
争取时间，快车疾行。道路高低不平，异常颠簸，为了防止孕妇及胎儿受伤，三位医护人员蹲下用自己的双腿和双
臂堵成人墙，保护着产妇，避免前后晃动。遇到堵车，交警队为快车打开绿色通道，一场生命接力在旺苍上演。
11 时 25 分，快车顺利到达医院，在医护人员及病人家属的帮助下，一切检查就绪，孕妇进入产房。11 时 54 分，
产妇顺利分娩，一个男婴，体重 3150g，经过 2 小时观察，产妇及新生儿一切平安，医护人员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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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1、54 辆“母亲健康快车”满载建行人的爱驶向西部 7 省区

3、启动中国安“心”妈妈健康公益项目

54 Medical-service Vehicles to Benefit Residents of Seven Western Provinces

Campaign Implemented to Help Improve Women's Heart and Mental Health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妇女

2016 年 9 月 29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

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同在北

基金会、农工党北京市委、农工党朝阳区

京举行“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

委主办，北京和睦家康复医院和首都医科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下达发车令，54

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承办的“健康中国

辆满载建行人爱心和祝福的“母亲健

梦 • 爱‘心’在行动”—中国安“心”

康快车”开往新疆、青海、甘肃、宁夏、

妈妈健康公益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来

吉林、陕西、四川七省区的贫困县乡。

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各大医院心脏和

“母亲健康快车”配有病床、氧气、
超声诊断仪和心电分析仪，可为经济

精神心理健康领域的近 30 位专家和骨干
医生以及国内知名健康媒体出席会议。

相对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山区群众

随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双心”项目的开展发现心脏疾病不仅给女性的身体带来痛苦，更重要的是患病女性

提供健康咨询、义诊、免费健康检查，

承受了较重的心理焦虑，
“健康中国梦 • 爱心在行动”—中国安“心”妈妈健康公益项目应运而生，项目以传播女

发放药品及健康资料，免费接送孕产

性心脏疾病康复知识、提高对疾病的认知、控制水平为主要目标，开展系列公益科普活动。

妇住院分娩，进行基层医务工作者培
训等，成为当地的“流动医院”，被
亲切地称为“爱心车”、
“救命车”。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建设银行已累
计向“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捐赠 3700
万元，购置 247 辆“母亲健康快车”，
累计受益人数达 644528 人。

4、召开 2016 年全国医院院长培训班暨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工作总结推进会
Training of Hospital Directors and Conferenc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Women's Health
Community Alliance Held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6 年全国医院院长培训班暨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工作总结推进会于 2016 年 12 月在京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 114 家医疗行业的代表和 19 名导乐师代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提高医疗机构妇幼健康优质服务，进一步做好妇幼服务能力建设系列公益项目的推进和实施工作。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国家卫计委妇幼健康服务司副司长宋莉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母亲健康快车”进社区送重阳祝福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to Elderly People in Beijing
2016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北京瑞普华老年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母亲健康快车社区爱心巡诊项目”，
项目针对丰台 300 多名高龄空巢、失独老人免费开展定期医疗巡诊、送医送药、膳食指导等基础诊疗服务。
九月初九“重阳节”,“母亲健康快车”驶入了丰台
区卢沟桥街道北京油泵厂社区。大爷大妈们纷纷来
到义诊台前测血压、血糖，医生也耐心地为老人们
讲解各项检查指标的意义，并嘱咐老人们根据自身
身体状况用药和饮食。刚检查完的赵大妈对医生和
护 士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说：
“‘ 母 亲 健 康 快 车’ 真 好，
以后要常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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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 她创业计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Implemented

5、
“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Me·Love Me Women's Health Campaign Implemented
2016 年 5 月 25 日， 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医
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

2016 年，“@ 她创业计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 围绕为女性提供创业服务、
社区服务、电商服务为工作重点，试点建设创业基地、打造示范创业模型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联合举
办的“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程”
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原主任、卫生部原部长、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会长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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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出席启动仪式。
“我·爱我 女性健康工
程”公益项目为期 8 年，将覆
盖乳腺疾病知识普及、筛查、
救助等内容。中脉道和公益基
金会将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建立“中脉女性健康关爱基金”，开展个案救助；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建设“女性健康研究中心”, 开展公益巡讲、
案例筛查；通过与美年大健康的合作，对受助人进行专业的检测筛查；将支持专家学术研究，普及健康知识并建立女
性健康关爱联盟等。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整合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推进女性健康事业的发展。

6、开展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

建成“@ 她创业
计划”贵州铜仁
市母亲电商创业
示范基地、河北
省无极县电子商
务与物联网孵化
基地、河北省女
性创业服务基地。

建成“妈妈家”
社区公益服务
中心、乡村女性
互联网创业实
践基地等。

成立“@ 她创业
计划导师汇”、
组 建“@ 她 创
业计划”专家委
员会，并完成重
点专项基金创
新和管理升级。

全年资助创业
引导资金 2035
万元、专项基金
4828 万 元， 累
计受益人数超过
5 万人。

Campaign to Improve Women's Cervical Health Implemented
为进一步增强女性健康水平，对“宫颈癌”、“乳腺癌”做到“早预防、早筛查”的两级预防，默沙东（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三年内（2013 年至 2016 年）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用于“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
2016 年，项目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举办健康讲堂、培训医护人员、制作播放公益宣传片等宣教活动，把健康知识、
先进理念传播到广大妇女当中，对“两癌”做到“早预防、早筛查”的两级预防，降低家庭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
受益家庭达 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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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项目重点活动
Cases

Major Activities

“母亲创业循环金”助推贫困母亲致富

1、
“@ 她创业计划”携手专业院校打造技术型服务基地

Loans help impoverished mothers increase income

Technology-based Occupational Service Center Established in Hebei Province
宋汉芳，黑龙江省穆棱
市下城子镇悬羊村人，一名

案例－ 1
Case 1

2016 年 1 月，
“ @ 她创业计划”再进河北，
将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项目的“河北省

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一技

女性创业服务基地”。
“@ 她创业计划”在河

之长，种着十多亩旱田，丈夫身体状况不是

北 省 女 子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的 落 地， 不 仅 可 以 为

太好，平时只能在附近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河北省的创业姐妹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

两个人日子过得一直紧紧巴巴的。

多的机遇，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进一

2008 年，宋汉芳开始栽培黑木耳，从

步丰富了“@ 她创业计划”的内容，通过与

2013 年开始，地栽木耳价格一直处于低迷

专 业 智 力 帮 扶 机 构 携 手 合 作， 充 分 发 挥 职 业

状态，宋汉芳的木耳虽好，收益却不明显。

院 校 在 培 养 技 术 型 女 性 人 才、 服 务 女 性 创 业

2015 年，宋汉芳想做棚室木耳栽培，却苦

就业方面的优势，为女性提供专业技能培训、

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穆棱市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了解到她的实际困难，帮助协调了 4 万元“贫困母亲循环创业基金”，

产品包装设计等方面全方位的帮助。

扶持宋汉芳从事棚室木耳栽培。木耳种植成功了，宋汉芳一家渐渐富裕起来。
“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让贫困母亲
有了发家致富的资本，有了起步的基石。

2、
“@ 她创业计划—‘让爱回家’乡村女性互联网创业实践基地”落户四川
陇上花开，一剪藏一心

Rural Women's Online Business Development & Practice Center Established in
Sichuan Province

Loans help woman develop paper-cut business
在“ 互 联 网 +” 成 为 时
代发展代名词的同时，如何

案例－ 2
Case 2

2016 年 1 月，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与
京东公益基金会携手，通过将“@ 她创业计

用这新颖的理念去贯彻“精

划”项目与融入电商扶贫思路的“让爱回家”

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公 益 平 台 相 结 合， 共 同 打 造“@ 她 创 业 计

会一直奋斗的目标，甘肃省定西市妇女景爱

划—‘让爱回家’乡村女性互联网创业实践

琴运用她的剪纸手艺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互

基 地”， 先 期， 主 办 方 在 四 川 省 峨 眉 山 市 为

联网 + 精准扶贫”，幸运地搭上了“@ 她

峨 眉 山 县、 犍 为 县、 夹 江 县 三 家 京 东 服 务 中

创业计划”的第一班车。

心举行授牌仪式，三地服务中心正式成为“乡

2016 年“@ 她创业计划”项目帮助景

村女性互联网创业实践基地”。基地的成立，

爱琴打通了网上销售渠道，并通过寻找网店

为农村女性群体返乡创业及就业提供了相应

设计专家，指导她在淘宝网开设网店，同时

的公益培训，不仅帮助了当地女性解决就业、创业的实际需求，更有助于从深层次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

还鼓励员工学习互联网操作，进而保证网店的正常运营，实现多渠道增收。

题，实现经济层面和心理关怀层面的“让爱回家”。

不久，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订单纷至沓来，出乎意外的幸福让景爱琴喜不自胜。景爱琴明白，自己的剪纸作品
展现的不仅是指尖跃动的满足，更是千家万户窗棂间张贴的喜悦，正是那些素未谋面的帮助与扶持，打开了外面世
界的一扇门，为自己和当地妇女的命运带来希望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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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3、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TOP HER 共同成立“@ 她创业计划导师汇”

5、
“续蕊美女性创业专项基金”在京启动

CWDF, TOP HER Hire Advisers to Help Women Create Businesses

Xuruimei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Fund Established

2016 年 4 月 28 日，

2016 年 4 月 12 日，
“续

在首届全球女性创新峰会

蕊美女性创业专项基金”在京

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启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T O P H E R 共 同 成 立 了“ @

员会副主任、十届全国妇联副

她创业计划导师汇”，致力

主 席、 书 记 处 书 记、 中 国 妇 女

于弘扬女性创新创业精神，

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砚，中

营造女性创业创新氛围，积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

极指导女性创业工作，服务

建岷，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

于女性创业者。全国政协社

公司董事长许磊，以及来自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

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基层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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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致辞，并为首批“@

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她创业计划”导师们颁发聘书。

活动现场，甄砚副理事长接受了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 400 万元款物，并向上海续蕊美
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许磊颁发捐赠证书。2016 年，基金结合“@ 她创业计划”，首期在陕西、安徽、河北、
江苏、山东等省的欠发达县开展公益活动。

4、
“@ 她创业计划—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助力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Mary Kay Women's Small Business Fund Helps Promot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016 年 4 月 15 日，2016 秋 冬 上
海时装周发布中尼女性文化跨界作品。本
次跨界主题为“遗失 • 重现”，以云南彝
绣与尼泊尔羊绒面料两大传统手工艺品的
跨界，在尼泊尔地震一周年之际，唤醒人
们关注遗失的美好回忆与传统文化。本季
10 套 跨 界 服 装 与 配 饰 搭 配 上 的 彝 绣 来 自
“@ 她创业计划—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促
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展项目”的受益绣女。
2012 年， 由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玫琳凯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的“@ 她创业计划—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促进女性参与文化产业发
展项目”落户云南楚雄，通过提供创业贷款、社区培育和能力建设，帮助绣女们实现创业。项目为消除贫困、
促进性别平等、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开辟了全新的思路，也是公益机构、社会
企业、国际组织通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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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AP 公司捐赠 100 万元支持“@ 她责任梦想”
SAP Donates to She Responsibility & Dream Program
2016 年 8 月 25 日， 在 第 二 届
SAP“至真·智美”商业女性高峰论坛举
办之际，SAP 公司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捐赠 100 万元支持“@
她创业计划”，实施“@ 她责任梦想”项目。
项目将通过针对女企业家的调研，了解她
们对数字化运营的状况和需求，提出推动
女企业家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还将通
过培训，开展数字化转型、企业社会责任
和女性领导力等方面的培训，以及社会创新的在线课程，启迪并赋予女企业家提升领导力、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和
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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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母亲邮包”项目积极发挥应急救助效应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Functional in Emergency Rescue

Cases

“母亲邮包”为坚强的母亲带去温暖和帮助

案例－ 1
Case 1

Project brings warmth to Bai
白云珍，现年 40 岁，是重庆市酉阳县泔溪镇大
板村 1 组的村民，育有 3 个儿女，两夫妻养了 3 头猪，
种了 2 亩地，日子也算过得平淡安稳。2014 年 9 月，
丈夫突然病倒，经检查确诊为肝癌中期，这个家庭
突然面临一大笔治疗费，白云珍东奔西走到处筹钱，

全国31个省区市

“母亲邮包”8万余个

为给丈夫治病，欠下了十多万的债务。丈夫见她如
此劳累，想放弃治疗，白云珍劝其丈夫说：
“为了这
个家庭，我们要一起努力，为了孩子，我们也应该
坚强。”
在云阳县妇联的支持鼓励下，白云珍开始养鸡
以供丈夫治病，家中生活过得十分紧张。2016 年，
腾讯爱心网友捐赠的“母亲邮包”送到了她的手中，
这位坚强的母亲感动了，她说：
“年前，党和政府给我送来免费的鸡苗，现在爱心人士又给我送来了‘母亲邮包’，
让我能感受到温暖和希望，真的很感谢你们。” 暖心的“母亲邮包”又一次为坚强的母亲带去了温暖和帮助。

2016年“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实施项目资金1300 余万元
“母亲邮包”为母亲送去“心”希望

案例－ 2
Case 2

Project gives Wang hope
王 忙 换， 今 年 42 岁， 是 甘 肃 省 通 渭 县 碧 玉
乡坷湾村的一位普通妇女，家里有 7 人，家中收
入少，生活困难。但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女
性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她和公婆和睦相处几十
年，对他们照顾有加，从不发脾气。她收到来自
社会爱心人士为她送去的“母亲邮包”时，表现
出欣喜与感动，在大家指引下她打开邮包，看到
邮 包 的 内 品 后， 她 不 住 地 说 :“ 这 些 东 西 都 太 实

累计向灾区发放“母亲邮包”3550个

3550名受灾群众受益

用了，平时照顾老人，下地干活，这些日用品都
舍不得去买，也没时间去用，现在爱心人士送到
了我的手里，我很感动，谢谢你们。”

在灾害来临时“母亲邮包”更是发挥及时雨、雪中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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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1、百事公司启动 2016“把乐带回家— ‘母亲邮包’公益行”
Pepsi Sponsors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Activity
2016 年 1 月 25 日，百事公司大中华区的春节传统活动“把乐带回家”启动仪式在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西沙
城乡举行。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青年歌手吴莫愁与主办方领导一起到当地为贫困母亲亲手送去“母亲邮包”，
送去一份新年的关心和问候。此次活动为当地贫困母亲共捐赠 2016 份“母亲邮包”。
同时，百事公司还联合腾讯公益平台，号召全国网友为贫困地区的母亲捐赠，共创一个祥和、温暖、快乐的猴

Major Activities

3、
“母亲邮包”项目惠及 62 万名贫困母亲及家庭—2016“母亲邮包”项目推进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Teleconference Held to Promote Project's Development
2016 年 5 月 5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召开“母亲邮包”公益项目 2015-2016
年度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谭琳主持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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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荣林出席
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秦国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业务局副总经理陈智泉分别宣

年春节。

读了妇联系统和邮政系统为“母亲邮包”项目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优秀个人名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张建岷总结了“母亲邮包”项目工作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31 个省区市的妇联和邮政局有关负责
同志在分会场出席会议。青海省妇联和贵州省邮政局分别介绍了组织发动和实施“母亲邮包”项目的主要做法。

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李宁公司走进云南省迪庆州
Lining (China) Donates to Help Needy Women in Yunnan
2016 年 3 月 3 日， 中 国 妇 女 发
展基金会、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深入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开展捐赠及探访活动，为当地贫困妇
女及家庭送上了暖暖的情谊。 在“母
亲邮包”发放仪式上，李宁（中国）

4、母亲节特别礼物—“百事桂格贴心包”送往西藏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

Pepsi-Quaker Donates Parcels to Women in Tibet

金会捐赠了价值 1650 万元物资，用

2016 年 5 月 6 日， 在 母 亲 节 来 临 之 际， 百 事

于帮助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区贫

公 司 大 中 华 区 在 京 宣 布 捐 赠 总 价 值 为 36 万 元 人 民

困母亲及家庭，并通过现场发放和走

币的“百事桂格贴心包”，再次支持由中国妇女发

访入户的方式，详细了解贫困母亲的

展基金会发起的“母亲邮包”项目。此次捐赠将为

生活情况，为德钦县和维西县 300 位贫困母亲发放价值 6 万元的“母亲邮包”，同时将价值 200 万元的物资转赠云

西 藏 自 治 区 的 拉 萨、 那 曲、 阿 里、 昌 都 等 地 区 的

南省妇联，用于帮扶更多的贫困母亲。

3000 位 贫 困 母 亲 送 去 日 常 生 活 必 需 品 和 百 事 桂 格
营养产品，让她们度过一个健康温馨的母亲节。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秦国英、百事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部副总裁邰祥梅女士和西藏自治区代表共同
参加了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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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5、华润万家捐赠青海“母亲邮包”

7、在重庆举行“母亲邮包 • 红颜会母亲节特别关爱”活动

CR Vanguard Donates Parcels to Women in Qinghai

Herose Club Organizes Mother's Day Activity in Chongqing

2016 年 6 月 6 日，华润万家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宝洁中国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大庄村举办“爱
传万家 净享呵护”“母亲邮包”捐赠仪式。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青海省妇联及青海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海东市及民和县政府人员、华润万家和宝洁公司代表以及 100 位受助母亲代表等参加了此次仪式。

2016 年 5 月 5 日—6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红颜会共同组织的“母亲邮包 • 红颜会母亲节特别关爱”
活动在重庆南川区举行。
本次活动借助“母亲邮包”项目的公益平台，一方面为农村贫困母亲及家庭奉献爱心、传递温暖；另一方
面让红颜会的优秀女企业家们切身感受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和迫切需求 , 从而倡导更多的精英女企业家参
与公益、助力公益。

6、
“母亲邮包”• 腾讯网友及李宁公司赴新疆贫困家庭探访
Netizens, Representatives of Lining Visit Impoverished Families in Xinjiang
2016 年 8 月 10 日 -11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腾讯网友、李宁公司代表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尼格买
提一行，走进新疆，慰问需要帮助的妈妈们，捐献“母亲邮包”，帮助她们解决困难。

8、
“让母亲温暖过冬 • 我为家乡送礼物”一“母亲邮包”2016 年暖冬活动走进四川阿坝
Netizens Donate Parcels to Women in Sichuan
2016 年 12 月 28 日“让母亲温暖过冬 • 我为家
乡送礼物”活动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富顺乡举行。此
次活动为阿坝茂县送去了由腾讯爱心网友捐赠的价值
5.5 万元的“母亲邮包”、
“暖心包”及“家庭包”，
以及金龙鱼阳光葵花籽油“阳光公益跑”活动捐赠的
物资。中国儿童中心原党委书记、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副会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健康办主任朱宝明，州
妇联主席、县委常委等领导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入户为
茂县富顺乡贫困家庭、贫困母亲发放“母亲邮包”及
慰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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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幸福家庭”项目
着力发展主题项目，多角度守护家庭健康
Happy Family Project Develops Various Activities, Safeguard Families

Major Activities

一、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基金项目
Volkswagen (China) Children's Safety Fund
2016 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共捐赠 895 万元，开展“大众汽车儿童道 路 安 全 体 验 中 心 ”项 目 、
《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书》（2016）编写与发布、儿童乘车保护系统设计大赛及“儿童安全书包”项目。

2016年，“幸福家庭—守护童年”公益行动共投入资金约2700万，主要针对儿童安

1、大众汽车捐赠安全书包，呼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交通安全

全、儿童健康及家庭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及深化。

Safety Bags Donated to Rural Children
2016 年 春 节 期 间， 大 众 汽 车 作 为“ 送 孩
子一个福气年”在线公益募捐活动的配捐企业
之一，依托“大众汽车儿童安全基金”承诺向
该 活 动 的“ 平 安” 主 题 配 捐 100 万 元， 并 以
此呼吁公众通过支付宝在线平台为自己家乡的
留守儿童筹款。
2016 年 5 月 9 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与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在 北 京 举 办“ 同 走 上
学 路” 大 众 汽 车 儿 童 安 全 书 包 捐 赠 仪 式， 为
15000 名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送 去 安 全 书 包， 呼 吁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交通安全。
2016 年 5 月 11 日至 24 日期间，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为主的爱心使者们身

在儿童安全方面，着力扩大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规模，截至

2016

年底，在全国范

围内共建成8家体验中心，进行儿童道路安全宣教活动，累计受益人次近 8 万。先后为四

川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等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发放书包 20851 个。

体力行，先后前往河南省兰考县仪封乡圈头小学、四川省中江县瓦家店乡中心小学、安徽省怀远县古城小学进
行实地探访，携手当地妇联为留守儿童发放安全书包，开设儿童道路安全课堂，并与他们同走上学路，将平安
真正带到孩子们的身边。
“同走上学路”公益活动共向 3300 名农村留守儿童捐赠了儿童安全书包。

在儿童健康方面，继续开展全国唇腭裂医疗循环救助活动，全年共开展
救助活动，组织

206

12

场手术医疗

人次以医院医疗工作者为核心的医疗志愿者，远赴全国11个省市

偏远地区开展手术活动，共筛查患者（儿）1419 例，救治患者（儿） 941 例。

家庭教育方面，免费发放《中国辣妈优生计划》科普读本 100 万册，并在重点医院开展孕妇课堂 400 余场；

在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开展亲子互动活动，对家长进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观念的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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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2、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落户上海、大连、佛山、成都、长春、长沙等城市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Centers Established in Six Cities
2016 年，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合作的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在上海、大连、
佛山、成都、长春、长沙等城市落成。这一扎根于社区的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是在国内的首创，旨在通过全新教
育模式提升儿童道路安全意识、促进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

Major Activities

二、母亲微笑行动
Mother's Smile Campaign
2016 年，
“母亲微笑行动”共募集资金 716.3 万元，支出 575.62 万元，全年共开展 12 场手术医疗救助活动，
组织 206 人次以医院医疗工作者为核心的医疗志愿者，远赴全国 11 个省市偏远地区开展手术活动。

1、
“微笑行动”荣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先进典型
Campaign's Organizing Team Awarded for Outstanding Voluntary Services
2016 年 2 月 26 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项目执行团队荣获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并受邀
作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唯一代表机构作大会发言。

2、
“母亲微笑行动”走进六盘水、兰州、中卫、玉树、南宁、曲靖等地
Campaign Implemented in Guizhou, Gansu, Ningxia, Qinghai, Guangxi, Yunnan
2016 年，
“母亲微笑行动”先后走进贵州六盘水、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青海玉树、广西南宁、云南曲靖等地，
为当地的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医疗救助。

3、引领行业创新，共建平安童年“大众汽车杯— 儿童乘车安全保护系统创新设
计大赛”顺利收官
Volkswagen Children's Security System Innovation Contest Concludes
2016 年 11 月 7 日，由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大
众汽车杯—儿童乘车安全保护系统创新设
计大赛”顺利收官。该赛事历时 6 个多月，
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行动公益

3、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慈善信托”成功备案

项目的又一举措，旨在引领行业创新，实现

Mother's Smile Trust Fund Established

提升公众乘车安全意识和培养汽车人才双重

2016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作为委托人在建信信托设立了“微笑行动慈善信托”，该产品在合

目标。来自全国 9 所大学的 40 支团队参加

肥市民政局顺利完成备案。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一单慈善信托产品，该慈善信托定向用于母亲微笑行动项目，

了此次大赛。

为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儿提供免费治疗救助，支持预防唇腭裂的医疗研究和社会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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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Major Activities

三、
“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四、
“儿童安全书包”项目

Healthy Childbirth Plan for Chinese Mothers Project

Children's Safety Bag Project

项目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 21 个省市，免费发放《中国辣妈优生计划》科普读本，在重点医院开展孕妇课堂，

“儿童安全书包”项目以安全防护书包为载体，包含了针对儿童及家庭的安全学习用品、安全教育课堂、

开展医护人员培训会，并联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妇幼保健院等单位开展了中国辣妈孕期心理健康课题研

意外伤害保险、贫困助养基金、社会宣传倡导等内容。2016 年项目共筹集资金 290 余万元，先后为四川省、

究，举办寻找“最受孕妈妈欢迎的优生传播天使”公益活动，得到了妇幼保健院、母婴家庭的普遍欢迎和认可，取

河南省等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发放书包 20851 个，协助项目地区形成系统性儿童安全保护机制，保护留守儿童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上学路上的安全，降低这些地区儿童意外伤害率。

“守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2016 年发布会暨深圳市医护人员培训
会成功召开

中国工商银行在四川省通江县举办“上学路，e 起走”儿童安全书包公益项目捐赠
仪式

Project's Training of Doctors, Nurses Held in Shenzhen

ICBC Sponsors Children's Safety Bag Project in Sichuan

2016 年 2 月 26 日，
“守
护童年·中国辣妈优生计划”
公益项目 2016 年发布会暨
深圳市医护人员培训会在深

2016 年 11 月 18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在通江县举办“儿童安全书包”捐赠仪式。
仪式现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代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受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
赠的 120 万元，并向其颁发了捐赠证书。此次捐赠资金用于为留守儿童发放安全书包 5400 套，开设儿童安
全课堂师资培训 12 场，并赠送保险，全方面守护留守儿童安全。

圳市妇幼保健院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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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部原副部长、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癌
症基金会会长彭玉等领导和
来自 29 个省市 500 家妇幼
保健院的代表们出席。

自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深圳召开发布会暨首场医护
人员培训会后，项目后续在广州、成都、武汉、北京、厦门、
南京、济南、西安、上海等 9 城市成功开展了医护人员培训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生物学研究室教授金锋等各
领域专家积极参与医护人员培训会，并为医护人员讲授《儿
童肠脑训练与身心健康》、《医护人员运动与健康》等专业
知识。同时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参会的医护人员代表赠送了《中
国辣妈优生计划科普读本》，并与大家分享中国辣妈孕期心
理健康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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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赈济工作有序开展

Effective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阜宁救援接受社会捐助及落实情况统计表 ( 单位：元）
2016 年 6 月 23 日，江苏盐城阜宁、射阳等地发生严重龙卷风灾害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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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 2244025.08 元，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与阜宁龙卷风灾害救援及灾后重建

其中：资金 871907.38 元，物资 1372117.7 元，已落实 2086895.65 元。具体捐赠及落实情况如下：

CWDF Joins Rescue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 in Tornado-hit Funing

2016 年 6 月，

捐赠单位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等

捐赠资金

青蛙王子
（中国）日化
有限公司

地 遭 龙 卷 风、 冰 雹 袭
击， 给 当 地 群 众 造 成
了 巨 大 人 身 伤 害。 灾
害 发 生 后， 中 国 妇 女
发展基金会迅速行
动， 启 动 救 灾 紧 急 响
应 机 制， 通 过 腾 讯 公
益、 蚂 蚁 金 服 公 益、
轻松筹等线上募款平

捐赠物资

已落实

用途

落实情况

300011

300011

儿童驱蚊用品

已运抵灾区，
全部发放完毕。

企 业， 截 至 2016 年

45313.11

30000

搜狐公益
爱心网友

120050

72030

心理援助

执行中

轻松筹
爱心网友

185003.05

111001.83

心理援助

执行中

微公益
爱心网友

6242

3745.2

心理援助

执行中

江苏省妇联

236000

236000

江苏省妇联236000元，
800 个“母亲邮包”
腾讯爱心网友 4000 元，
采购“母亲邮包”
家庭包已全部
采购 300 元 / 个
发放完毕。
“家庭包”800 个。

199000

195000 元采购 650 个
“家庭包”，4000 元与
650 个“母亲邮包”
江苏省妇联捐赠共同
采购“母亲邮包”
家庭包已全部
使用。剩余款项根据
发放完毕。
灾区需求，陆续采购
邮包发往灾区。

底， 募 集 救 灾 款 物 共
计 224.38 万 元（ 其
中 资 金 87.17 万 元，
物资 137.21 万元）。

腾讯
爱心网友

211371.68

易宝公益
爱心网友

2926

腾讯
爱心网友

5001.54

结合灾区妇女儿
童 需 求， 此 次 灾 害 响
应主要从妇女儿童生
活必需品的救援和心
理援助两个方面开
展， 紧 急 救 援 阶 段 向

贝因美婴童
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灾区发送 6 批次价值

100 个“母亲邮包” 剩 余 款 项， 根 据 灾 区
采购“母亲邮包” 家庭包已运抵灾区， 需 求， 陆 续 采 购 邮 包
全部发放完毕。
发往灾区。

支付宝
爱心网友

台和线下发动合作

1072106.7

紧急援助阜宁
灾区妇女儿童

筹款结束，
正在执行中

3000.92

心理援助

筹款结束，
正在执行中

1072106.7

婴幼儿食品

运抵灾区已
全部发放完毕。

189.7 万 元 物 资； 成
联合
技术公司

立灾区心理援助工作

60000

60000

采购“母亲邮包”

站， 在 灾 后 一 年 内 的
合计

不同阶段开展心理抚

871907.38 1372117.7

备注

2086895.65

款物总计

200 个“母亲邮包”
家庭包已全部
发放完毕。
2244025.08

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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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参与湖北、湖南及河北等地水灾救援
CWDF Joins Flood Rescue and Relief Efforts in Hubei, Hunan, Hebei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水灾救援接受社会捐助及落实情况统计 ( 单位：元）
2016 年夏季入汛以来，我国湖北、湖南、河北等多省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发生灾害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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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
受社会捐赠 2068818.99 元，其中：资金 568818.99 元，物资 1500000 元，已落实 2040000.00 元。具
体捐赠及落实情况如下：

2016 年 6 月，
湖 北、 湖 南、 河 北
等省发生严重洪涝

捐赠单位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落实资金

用途

落实情况

备注

灾 害， 中 国 妇 女 发

240000.00

7 月 8 日首批 300 个
“母亲邮包”
家庭包，
已 运 抵 湖 北 灾 区，
7 月 12 日 在 武 昌、
江下、咸宁三个受灾
240000.00 购置“母亲邮包”
县市完成发放，7 月
25 日 第 二 批 500 个
“母亲邮包”家庭包
运抵灾区，已陆续
安排发放。

腾讯爱心网友

100000.00

购置母亲邮包

7 月 24 日晚 1000
个“母亲邮包”贴心
包己运抵河北邯郸和
邢台灾区，25-26
日己全部完成发放。

腾讯爱心网友

21351.86

用于援助灾区
妇女儿童

募款结整 ,
正在执行中

腾讯爱心网友

7467.13

用于援助灾区
妇女儿童

募款结整 ,
正在执行中

200000.00

用于紧急援助
灾区妇女儿童

拨 付 河 北 省 邯 郸、
邢台地区，用于
购买灾区妇女儿童
急需生活用品。

展基金会紧急开通
募 款 渠 道， 截 至
2016 年底，募集救
联合技术公司

灾款物共计 206.87
万 元（ 其 中 资 金
56.87 万 元， 物 资
150 万 元 ）。 根 据
灾 区 妇 女 儿 童 需 求，
在紧急救援阶段向

100000.00

湖 北 省 发 送 价 值 24
万元的“母亲邮包”
家 庭 包； 为 河 北 省
拨付 20 万元的紧急
救 灾 资 金， 用 于 采
购灾区妇女儿童急
需 生 活 物 资， 发 送
公众

价值 10 万元的“母

200000.00

亲 邮 包 ” 贴 心 包，
价 值 100 万 元 的 衣
物； 向 湖 南 省 发 送
价值 50 万元的妇女

李宁公司

儿童衣物。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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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价 值 100 万 元
的衣物用于救助河
价 值 150 万 元 北 省 邯 郸 和 邢 台 两
的 衣 物， 用 于 个 受 灾 较 重 地 区。
1500000.00 1500000.00
紧 急 援 助 灾 区 价值 50 万元的衣物
妇女儿童
用于救助湖南省
灾区妇女儿童。
2068818.99 1500000.00 2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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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筹款主题多样

其他重要项目

Various online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held

Other Projects

“互联网 +”近几年颠覆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在公益领域，网络众筹使捐赠更加便利，参与范围更加
广阔，利用朋友圈转发“一起捐”，通过电商支付 APP 捐赠等方式，让公益得到滚雪球式的传播、扩大。妇
基会在网络筹款高速发展的 2016 年，运用自身妇联组织优势，在民政部首批公布的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

1、举办第一届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首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颁奖会
First China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eremony Held
2016 年，妇幼健康研究会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妇幼健康研究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支持妇幼健康

捐信息平台以自身品牌项目作为长期筹款方式，并根据社会热点、节点特色，开展了主题多样的网络筹款项目。

科学技术奖的组织、评选、奖励及科技转化推广。2 月 19 日，第一届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首届妇幼健康科

2016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二次参与“腾讯 99 公益日”，通过全会发动和联合劝募的方式，在腾讯公

学技术奖”颁奖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98 个获奖项目喜获表彰。会上，启动了中国首家互联网妇儿医院。

益平台发起、认领共计 174 个项目，妇基会 + 企业 1:1 配捐达 600 万元，
“99 公益日”三天的时间内，共筹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款 3585（万元），筹集物资配捐 1200 万，合计 4785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1043 万，在公募基金会总

工程院院士，妇幼健康研究会名誉会长桑国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

筹款额排名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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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导出席了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妇

2016 年全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在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等网络筹款平台募集善款达 5003 余万元，

幼健康科学技术奖”是我国妇幼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每两年评选一次。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蚂蚁金服网络筹款平台
ANT Financial Online Fund-raising System

腾讯公益平台

李宁、完美配捐项目

Tencent Charity Channel

Fund Raising Supported by Lining and Perfec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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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项目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Other Projects

2、启动“关爱公众健康基金”

3、发布“妈妈制造—火焰计划”专项基金启动暨“妈妈制造 • 为爱高定”公益活动

Caring for Public Health Fund Set Up

Mom Handwork Haut Couture of Love Campaign Implemented

2016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四
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共 同 发 起 的“ 关 爱 公 众 健
康 基 金”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正
式 启 动， 活 动 由 同 窗 之 行
（ 北 京） 品 牌 策 划 有 限 公
司 策 划 承 办。 全 国 妇 联 原
党 组 书 记、 副 主 席、 书 记
处 第 一 书 记、 全 国 政 协 原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 黄 晴 宜， 卫 生 部 原 副 部
长、中国保健协会原理事长
张凤楼，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医师协会终身名誉会
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名誉
会长殷大奎，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边
振甲，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副理事长秦国英，中国首席
健康教育专家、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洪昭光，四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兴元，成都养尊堂企业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定龙，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里约奥运会女子 10 米台双人跳水冠军陈若琳，歌手戴韩
安妮以及来自全国的爱心代表出席了此次启动仪式。
“关爱公众健康基金”旨在帮助贫困、疾病人群，向公众宣传健康知识，开展健康生活理念倡导教育活动，
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基金计划开展健康公益讲堂，举办健康理念宣传倡导活动；对贫困地区家庭、
学校及特殊弱势群体以及养老机构给予资金支持和物资帮助；组织公众营养保健及健康生活领域的国内、国际
交流活动；组织慈善募款宴会及公益拍卖等公众健康类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上，黄晴宜理事长接受四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兴元代表公司向“关爱公众健康基金”
捐赠的 2000 万元现金及物资，并颁发“关爱公众健康基金爱心企业”证书。
里约奥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台跳水冠军陈若琳宣读了倡议书，号召爱心人士支持公益事业。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秦国英向歌手戴韩安妮颁发“关爱公众健康基金宣传大使”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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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5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企业家木兰汇协办的“妈妈制造一火焰计划”专项基
金启动暨“妈妈制造 • 为爱高定”公益活动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届全国妇
联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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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木兰汇理事长何振红，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明星设计师、Maryma 高级定制时装品牌创始人马艳丽，著名主持
人、东方风行传媒、静佳美妆品牌创始人李静，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张肇达等爱心人士出席活动。
“妈妈制造”公益项目把扶贫的输血变为造血，旨在通过建立“妈妈制造”合作社等形式带动妈妈们就地创业
脱贫，使其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有尊严的收入，进而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为使“妈妈制造”项
目进一步发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北京蚂蚁力量传统手工艺文化发展中心共同启动“妈妈制造一火焰计划”
公益项目，致力于保护传承非遗文化，通过对中华传统美学文化及工艺的梳理归纳，联合设计师共同创造具有东方
符号的公益产品，扶持具有一定手工
艺技能的农村贫困女性居家就业。
“妈妈制造一火焰计划”公益
项目得到了中国企业家木兰汇的大力
支持，仪式上，《中国企业家》杂志
社社长、木兰汇理事长何振红宣布中
国企业家木兰汇与“妈妈制造”达成
战略合作，并有三十余位木兰汇代表
发表公益宣言，推广该公益项目。活
动现场，公益明星马艳丽与李静还与
白族妈妈们进行了扎染体验互动。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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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项目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Other Projects

4、完美关爱基金

5、启动“赈灾及安全教育基金”

Perfect Love Fund

Disaster and Safety Education Fund Established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次携手妇基会“用影像发现爱”
Perfect (China) and CWDF hold charity-themed film festival
2016 年 11 月 29 日，
“2016 第二届完美公益影像节”活动在京开幕，活动专注于公益影像领域，旨在
向全社会传递“发现也是一种援助，影像也是一种力量”这一全新的公益理念。活动当天，中央电视台著名主

2016 年 5 月 12 日 , 联合技术公司携其子公司奥的斯电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资
金 275 万元，共同发起成立“赈灾及安全教育基金 ”，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备灾减灾工作，并与各界合作伙伴建立
专业志愿者行动倡议网络，提供长期的赈灾
避险及安全教育相关的培训和宣传工作。

持人朱迅，知名演员刘桦、左小青、张天爱，知名歌手徐千雅、胡夏、袁娅维、陈思思、王太利等诸多公益明

未来，该项目将建立灾情和灾区需求

星参与其中，与大家分享关于爱心与互助的故事，一起践行公益责任，让爱心结盟，让善心凝聚。活动最后，

信息发布机制，扩大社会影响，整合政府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五家基金会各捐款 1000 万元，总计捐款 5000 万元。

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优势互补、协同配
合的救灾新机制；同时，鼓励并引导爱心
企业和志愿服务者参与减灾行动，开展全
社会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防灾
减灾的意识和技能，共同推动抗灾救灾及
安全意识深入群众。

6、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医疗慈善事业发展
CWDF and AstraZeneca Deepen Cooperation in Charity
2016 年 7 月 31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阿斯利康公司无偿援助的“因爱得芙 — 芙仕得慈善

举办智利商机推介会公益晚宴

援助项目”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在沪举行。会上，合作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继续携手深化更多

"Chi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charity dinner held in Beijing

的公益慈善合作。主办方给项目杰出贡献的医护人员授予了奖牌和爱心勋章，并为 10 家慈善医院进行授牌，

2016 年 9 月 4 日，由智利驻华大使馆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的“智
利商机推介会公益晚宴”在京圆满举办。商机推介与公益慈善创新相结合，活动共筹集 50 万元善款用于开展“金
太阳光伏公益”项目。

与会嘉宾共同回顾了项目启动一周年以来的成果。
“因爱得芙— 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自 2015 年 7 月发起，已有近 600 位患者通过项目获益，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令人欣慰的成果。为更好地服务低收入患者，项目即将采用新的方案，缩短项目内用药周期，

“金太阳光伏公益”项目旨在完善西部牧民及家庭动力用电系统，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光伏发电途径来增

改为用药 3 个月后可无偿获得 3 个月的药品援助。符合条件的患者可持续接受此方案援助。

加当地妇女及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利用光伏发电，推广节能减排理念，保护西部牧区
环境。目前项目已在内蒙古、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市的 16 个地区安装了 25 套不同型号的太阳能发电设备，
助力当地旅游业、畜牧业及蔬菜种植基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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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举办互联网 + 女性健康促进基金启动仪式暨互联网医疗技术创新北京高峰论坛

9、南方电网捐赠“母亲幸福光伏电站”项目竣工，并网发电

Internet-plus Women's Health Fund Set Up, Internet-based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um Held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donated Mother's Happiness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Completed

2016 年 12 月 16 日，互联
网 + 女性健康促进基金启动仪式
暨互联网医疗技术创新北京高峰
论坛在中国科技会堂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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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副理事长秦国英，中国健康教
育中心纪委书记胡洪波以及部分

2016 年 11 月 25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实施，南方电网投资 500 万元筹建的发电装
机规模达 500 千瓦、占地 8000 多平方米的“母亲幸福光伏电站”项目在贵州省国家级贫困乡威宁
自治县板底乡正式竣工，并网发电。该光伏电站在 25 年中每年可以产生 55 万元的稳定经济收入。
项目竣工及并网发电仪式上，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秦国英讲到 :“光伏扶贫项目，是响应中
央精准扶贫精神以及对贫困地区女性的扶持，是积极拓展公益服务领域的一个新尝试。”
“ 母 亲 幸 福 光 伏 电 站 ”在 运 维 过 程 中 ，特 别 注 重 为 妇 女 提 供 就 业 机 会 ，支 持 她 们 参 与 电 站 清 洁 维 护；
电站的收益主要用于救助板底乡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还有部分资金用于妇女大病救助和贫困女大学
生 的 支 持 以 及 提 高 妇 女 发 展 能 力 而 开 展 各 类 培 训 ， 促 进 妇 女 们 更 好 地 参 与 社 会 和 民 族 文 化 的 发 展 。“ 母
亲幸福光伏电站”项目是政府、企业与公益组织共同合作助力精准扶贫的新举措，也是公益机构参与
光伏扶贫的首例，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可复制的新模式。

省市妇幼保健医务工作者、妇联干部等 400 余人出席活动。
基金旨在以创新驱动为指导，以提升妇科远程医疗技术创新为目标，运用互联网思维、信息化技术，依托
北京妇产远程医疗技术创新联盟远程会诊中心，联合全国各级妇产医院为远程会诊基地建立全国性妇产科远程
医疗联合体，通过开展妇科疾病防治、孕产保健、健康管理等工作，惠及女性、造福社会。
会上，主办方向合作医院颁发了“互联网 + 女性健康促进基金项目实施医院”牌匾，并为基金特聘专家团
成员颁发聘书。启动仪式后，还举办远程医疗技术创新学术高峰论坛。与会嘉宾深入了解远程医疗创新思维、信
息化医疗技术创新，北京妇产远程医疗技术创新联盟在妇科疾病防治、孕产保健、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8、启动“单亲妈妈关爱基金”
Caring for Single Mothers Fund Set Up
2016 年 12 月 9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旅加华人陆琳女士在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启动了“单亲妈妈关爱
基金”。基金旨在通过开展实际帮扶工作，能
够帮助更多的单亲妈妈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帮
助她们打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监事张黎明向 9 位爱心志
愿者颁发了爱心志愿者证书。
“单亲妈妈关爱基金”今后将在全国范围
内打造单亲妈妈专属平台“琳达家— 单亲妈
妈关爱中心”，通过创业技能培训、心理辅导、
特困救助、法律援助等公益帮扶，在一定范围
内帮助单亲妈妈，尤其是贫困单亲妈妈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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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启动中国家庭“星”风关爱行动

12、
“赋权女性基金—酒店业外来务工女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再度启航

Chinese Family Star Wind Care Action Implemented

Empowering Women Fund-Women Hotel Workers Training Held

2016 年 7 月 31 日，中国家庭“星”风关爱行动启动仪式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六星空气净化技术 ( 湖南 ) 有

2016 年 8 月 18 日，
“赋权女性基金 -

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发起开展中国家庭“星”风关爱行动，该公益项目致力于

酒店业外来务工女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关爱和救助白血病患儿家庭，向千万家庭普及健康知识。

启动仪式在成都市举行，中国妇女发展基

同时，六星公司空气净化技术 ( 湖南 ) 有限公司承诺在未来的三年，每销售一套六星洁净新风系统，即捐赠

金会、帝亚吉欧、经典现代训练学校以及

100 元爱心款项支持白血病儿童家庭救助。未来，中国家庭“星”风关爱行动还将开展“中国家庭室内空气认知现状”

成都市酒店行业代表出席了此次启动仪式。

调查、健康大讲堂、健康义诊、白血病儿童救助等一系列公益活动，走进无数家庭，普及新风知识，宣讲解决室内

此培训项目已持续三年，每次持续一年，

污染的方法，避免疾病发生，减少白血病患者，积极改善下一代生活环境。

共分为六期，每期七个主题课程。参加培
训的对象主要为成都市范围内酒店业外来
务工的女性职工。学员通过学习，不仅可
以提升相关专业能力，还可以使个人素质
得到提高，藉此增强就业竞争力。
2013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帝亚吉欧共同策划成立“赋权女性基金”，该基金致力于通过为女性提
供学习和技能培训的机会，使她们在社会经济层面实现赋权。

13、雀巢向咖农子女颁发奖学金
Nestle Offers Scholarships to Children of Coffee Planters
2016 年 初， 雀 巢 公 司 宣 布 20152016 学年云南共有 36 位大学生获得“雀

11、举办“她世界爱跑公益行动”
She World Run in Love Campaign Held in Beijing
2016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新赛
点体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她世界
体育健康基金”，10 月 15 日，为响应国家全民
健身号召，呼吁公众关注女性健康，基金在捐赠
方京都念慈菴总厂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发起了“她

巢奖学金”。奖学金向来自雀巢农艺服务
部在册的咖啡种植农户的优秀子女开放，
本着公开、透明、择优选拔的原则，在普
洱市关工委的支持下，由中国妇基会、普
洱市妇联和雀巢公司共同执行，奖学金全
部 由 雀 巢 公 司 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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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爱跑公益行动”，爱心嘉宾、青年演员张一山
亲临现场，带领热爱跑步的各界朋友，跑出了健康，
更跑出了爱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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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英，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京都念慈菴董事谢慧淦，新赛点董事长徐林洲先生等领导莅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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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一声音，见证听见的力量

16、启动“爱与和平基金”

The First Sound Program Implemented to Help Treat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Love and Peace Fund Set Up in Beijing

2016 年 3 月 3 日是“全国爱耳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深德公益共同在上海发起致力于重度听障儿

2016 年 8 月 27

童医疗救助的“第一声音”项目。项目将为来自贫困家庭的重度听障儿童提供手术及康复费用，让他们平等地

日 ,“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拥有倾听、说话的权利。同时，国内知名听力专家黄致物就重度听力障碍的病情和治疗向现场来宾作了专业细

会·爱与和平基金”成立仪

致的讲解。在现场，澳大利亚科利耳公司承诺全程承担“第一声音”项目第一个孩子的医疗及康复费用，陪伴

式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

孩子听见、发出生命中的第一个声音。

举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第一声音”项目希望帮助这些孩子听见、发出人生中的第一个声音，和公众一起见证听见的力量。

副理事长秦国英、中国少数
民族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兼
秘书长杨华山，爱与和平文
化艺术传播北京股份有限
公 司 董 事 长 李 梅 凤 等 150
多人出席活动。
基金希望能搭建画家、音乐家等多种社会艺术力量于一身的爱心平台 , 在歌声中传播爱与和平理念 , 在画布
上描绘爱与和平愿景 , 发挥艺术家们尊重生命、热爱生活、团结协作的精神 , 重点开展四方面的活动 : 一是开展
传播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 ; 二是开展传播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的系列画展 ; 三是在贫困地区开展艺术教
育公益活动 ; 四是帮助先天性白内障儿童进行复明手术。

15、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公益”项目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Implemented
2016 年 4 月 19 日 ,“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保护与发展公益”项目在中国妇女活
动中心启动。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携手偶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旨
在给予更多妇女非遗传承人良好的发展空
间，让更多面临生存压力的非遗传承人更
好地传承手艺。项目将通过搭建资源平台，
对接销售渠道，开展教育培训等举措，以
“造血式”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精准帮扶
非遗传承人就业创业，以“互联网 + 文化 + 资本”的多元运作模式，帮助非遗传承人推广产品和技艺，搭建
传承人多方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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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启动关爱乡村医生公益活动
Caring for Rural Doctors Program Held in TianJin
2016 年 3 月，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会携手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
司 发 起“ 关 爱 乡 村 医 生 ” 公 益 活 动。
活动旨在向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医生捐
赠 100 辆 爱 心 电 动 车， 方 便 乡 村 医 生
更快出诊，更快解决乡村居民的病痛。
6 月 ,“ 新 日 阳 光 关 爱 乡 村 医 生” 公 益
项 目 发 车 仪 式 在 平 顶 山 市 举 行， 已 陆
续 为 乡 村 医 生 发 放 电 动 车， 确 保 乡 村
医生们出诊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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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血友病家庭关爱项目

20、
“品德家庭引导公益项目”实施半年 4000 多家庭受益

Caring for Families Suffering Hemophilia

Program Promotes Family Virtue Education, Benefits 4,000 Families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妇女发

2016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深圳

展基金会联合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

市三元人格研究会共同启动了“品德家庭引

爱 中 心， 以“ 血 友 病 家 庭 关 爱 项 目”

导公益项目”，旨在通过凝聚社会爱心力量，

为依托，开展拯救折翼天使血友病儿

改进家庭教育，培养健康人格，引领广大妇

童 救 助 项 目， 通 过 网 站、 杂 志、 微 信

女和家庭崇德向善，促进家庭幸福和睦。项

公众号、QQ 群等传播渠道，对项目信

目实施半年以来，已在北京、山东、湖南、

息进行推送，面向全国血友病儿童患

浙 江、 广 东 等 地 的 4 所 公 立 幼 儿 园 和 约 15

者家庭接受救助申请，并对符合救助

所私立幼儿园成功开展试点，涉及幼儿教师

标准的血友病患儿家庭开展相关救助。

及幼儿数量达 4000 多人，通过这些幼儿园

2016 年，项目在腾讯乐捐筹款平台筹

举办家庭教育和科学育儿知识讲座 80 余场，

集救助善款 220 余万元，用于开展血友病患者的生活、紧急、康复三方面的救助工作。 2016 年，共有 313 名

得到了家长和老师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在试点幼儿园中，经过一个学期的线上线下三元人格教练法训练以后，家

贫困、危重、残疾的血友病患儿获得项目救助。

长的行为改善率平均约 4%，孩子行为习惯改善率平均约 8%，家长对各项任务的提交率约 70%，80% 以上的

项目救助的患儿还积极参与血友之家发起的童声合唱团一红苹果合唱艺术团，在团里，他们结成了朋友，

家长认为孩子的习惯改善明显，家长满意率 95% 以上，有效促进了家园共育水平。

为彼此带去了希望和未来。

21、举办安莉芳集团 10 年慈善公益行
EmbryForm Group's Blue Ribbon Campaign Benefits Impoverished Women During the Past Decade

19、
“蒲公英计划”公益项目
Dandelion Plan Benefits Women, Children in Need
“蒲公英计划”始于 2006 年，在

发展基金会捐赠总计价值 612.45 万元的爱
心物资，共同开展了“大爱至诚”蓝丝带公

北京的 20 多位中外职业女性和母亲们

益行动。活动走进陕西省青木川古镇和辽宁

以“有效地改善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存状

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为羌族、满族少数民族

况”为基本理念，希望通过亲身的努力

女性送去爱心物资，组织“蓝丝带行动”志

和参与来回报社会。她们将自己命名为

愿者对当地贫困家庭进行慰问，并邀请北京

蒲公英，愿意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使

专家为当地妇女传递女性健康保健知识。

她们的爱心和理念得到广泛传播。项目

自 2006 年开始，安莉芳蓝丝带慈善公

关注随父母漂泊在外、无书可读的孩子，

益 行 动 已 经 走 过 十 年 历 史， 足 迹 遍 布 国 内

2005 年，募集资金物品，资助创立了

21 个 省 市 自 治 区， 先 后 为 壮 族、 瑶 族、 满

蒲公英中学，为 2200 余名流动儿童提
供了优质的义务教育资源；

2016 年 8 月， 安 莉 芳 集 团 向 中 国 妇 女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主持慈善音乐晚宴

2008 年， 项 目 资 金 开 始 资 助“ 雪 域 母 子” 项 目， 帮 助 西 藏 山 区 培 训 助 产 士。2016 年， 项 目 共 支 出

族、苗族、侗族、朝鲜族、蒙古族、藏族、傣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女性捐赠了价值总额累计
4236.4 万元的爱心物资。

200.08366 万元，用于开展蒲公英中学新校舍的修建，以及在西藏开展乡村医生培训和残疾儿童社区康复项目。
2016 年 9 月，项目在京举行了“2016 蒲公英‘共谱爱曲’公益慈善音乐晚宴”，共筹集项目资金 1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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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白衣天使基金

爱心慰问 走访调研

White Angel Fund Improves Medical Workers' Competence

Vandisit for Investigation

自 2013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设立了白衣天使基金，并开展关爱天使系列

2016 年 3 月—10 月，“白

行动。活动旨在呼吁和号召全社会理解和尊重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帮助医护工作者缓解精神和工作压力、

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天

促进学习交流、提升职业技能、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截至 2016 年，白衣天使基金项目覆盖 50 个城市，在 200

使行动”深入北京大学人民医

家医院开展了关爱行动，并在欠发达地区开展帮扶行动，已有 800 名儿童健康指导师通过培训考核获得了职业

院、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

资格证书，举办了 718 场医护人员培训会，1900 场孕妇课堂，累计发放科普读本 270 万册，近 25 万医护人

保健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员受益，辐射逾千万母婴家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长春市妇产医院等全国重点城
市的妇幼保健 ( 医 ) 院， 走到
工作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身边，
慰问在一线辛勤工作的白衣天
使们，了解白衣天使的所思、
所想、所求，为把项目做深、
做实、做好收集第一手资料。

医护人员培训会
Trainingfor Doctors and Nurses
为了给广大医护工作者带
来切实的帮助与实际的关爱，
2016 年 2 月 —12 月， 妇 基
会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
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山东、
山西等 20 省市召开了 100 场
培训会，在项目专家委员会专

“白衣天使基金—关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
White Angel Fund-Caring for Hemophilia Patients Program
2016 年，
“白衣天使基金—关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通过为血友病患者报销医疗费用，在北京、广州、
济南、青岛、杭州、哈尔滨、福州等 19 市开展救助活动。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投入捐助资金 350 万元，累
计捐助 400 余名血友病患者，已报销捐助资金 3128601.05 元。同时，已通过项目医院等机构向公众免费发放《关

业支持下，心理、运动、营养、
妇幼保健等各领域国内权威专
家深入基层，为医护人员讲授
心理减压、运动健康、平衡膳食等专业知识。通过培训会走近白衣天使，帮助白衣天使提高业务水平和业务技能，
缓解工作压力，塑造健康体魄，调整工作心态，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科普读本 6 万册，传播血友病的早期预防知识，以提高社会公众对于血友病患者的关注。
“白衣天使基金—关爱血友病患者”公益项目及时有效地救助了患者，减轻了患者家庭药费负担，并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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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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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创新艺术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

表示，此次活动的主旨对于促进性别平等有积极意义，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2016 and
Women's Art Exhibition Held in Paris

应保障女性参与文化与艺术表达的权利。20 年来，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Eric Falt 在致辞中

保证性别平等是社会的基石，保护文化表达的多样性，

国妇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女性在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在享有教育、
健康、社会保障权利等方面，与男性基本持平。他同
时建议，应该利用创业、就业的机会，保证对女性的
经济赋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Eric Falt 致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在论坛上做
了《以公益的力量促进性别平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主旨发言。她介绍，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女性公益
组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坚持赋权女性，围绕减贫、
创业、助学、健康、生态保护、家庭关怀等重点领域，
汇聚社会资源，发挥了女性公益组织在推进性别平等
和妇女发展中的中国作用。
南 京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主 任 彭 振 刚， 万 维 网 执
巴黎时间 2016 年 10 月 26 日，2016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艺术展在法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美中友好协会协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期间通
过国际论坛、妇女创新艺术作品展、慈善拍卖等多种形式，展示中国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向国

行董事及创始人 Lindsey Nefesh-Clarke 均作了主旨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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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艺术、时尚及运动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三个专
题展开研讨。

际社会传播中国女性公益慈善声音，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公益慈善事业进一步的了解。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Eric Falt、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方庆朝、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

在论坛现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带来了近百件由中国女性创作的优秀文化创意作品。作品大多由中国

书长张建岷、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彭振刚以及来自国内外的优秀女企业家代

妇女发展基金会“稀捍行动”、
“妈妈制造”和“@ 她创业计划”扶持的贫困妇女创作完成，这些作品均是中

表等百余名嘉宾出席了论坛。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优秀精品。通过公益项目的扶持，这些作品的传承制作者摆脱了贫困。当晚，主办方
还举行了慈善拍卖晚宴，与会嘉宾纷纷举牌参与竞拍，为公益贡献力量。

On October 26, 2016, Empowering Wom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 Art

活动得到了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法国海外联盟、欧洲妇女联合会、欧莱雅、苏伊士等企业和机构的支持。

Exhibition was held at headquarters of UNESCO, in Paris, France. CWDF organized the event
and the Sino-Americ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AFA) helped organize the event. The UNESCO
supported the event.
The summit, the women's arts exhibition and the charitable auction showcas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Chinese women when they participated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vents hel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now more about Chinese women's philanthropy and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Some 100 guests, including Eric Falt,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of UNESO, Fang Qingchao, Deputy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筹备“中非妇女发展基金”
Chinese-African Women's Development Fund to Be Set Up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就新时期深化中非合作
提出多项倡议，其中包括中国将帮助非洲国家实施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为积极响应习总书记

Representative of Permanent Mission of China to UNESCO, Zhang Jianmi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在峰会的倡议，充分发挥妇女民间组织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搭建中非妇女发展合作新平台，妇基会结合自身

of CWDF, Zhang Jinping, President of SAFA, Peng Zhengang, Director of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优势、企业社会责任和需求，与非洲国家有影响力和执行力的妇女机构和妇女组织合作开展女性创业、妇幼健

Nan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outstanding women entrepreneurs, attended the event.

康、妇女之家捐建、帮扶儿童等方面的公益项目，积极筹备发起成立“中非妇女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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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大事记

2016

Chronicle of Events 2016

月
01
January

03月
March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发起“四季沐歌关爱基金”。

◎

赛莱默公司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2016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

◎

百事公司启动 2016“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公益行”。

◎

“给她力量 驶向未来 — 中国女性司机公益日”项目启动。

◎

“@ 她创业计划—让爱回家”乡村女性互联网创业实践基地落户四川。

◎

女性肿瘤预防基金开展“温暖 3 月天”全国爱心科普活动，17 家医院参与了 17 场科普活动。

◎

CWDF and MICOE Inc. set up Micoe Fund.

◎

Xylem and CWDF organized World Water Day long walk activity.

◎

Pepsi Co. sponsore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New Year activities.

◎

"Power to drive into future — Chinese Women Drivers' Day"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

Raise Her Business Plan's online business center for rural women was established in Sichuan Province.

◎

Sponsored by Women's Cancer Prevention Fund, activities to promote healthcare knowledge were held in 17 hospitals.

04月

02月

April

February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女性专项基金。

◎

第一届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首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98 个获奖项目喜获表彰。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笑行动” 荣获“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先进典型”称号。

◎

CWDF and AMOREPACIFIC set up a fund to help improve women's health.

◎

The ceremony to present the first China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was held in
Beijing. Ninety-eight programs were awarded.

◎

◎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捐赠款物 400 万元支持的“续蕊美女性创业专项基金”在京启动。

◎

以“扶持女性就业、保护非遗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公益项目启动。

◎

“@ 她创业计划 —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助力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 TOP HER 共同成立“@ 她创业计划导师汇”。

◎

CWDF and Shanghai Xuruimei Cosmetics Co. Ltd. set up Xuruimei Women's Entrepreneurship Fund in Beijing.
Xuruimei donated four million yuan (US $597,015) in funds and supplies.

◎

With the mission of "supporting women's businesses,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CWDF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best organizers of voluntary services (through Mother's Smile Campaign).
◎

Raise Her Business Plan—Mary Kay Women Entrepreneurship Fund was set up, which aims to help achieve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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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

06月

May

◎
◎

June

“母亲邮包”项目惠及 62 万名贫困母亲及家庭 — 2016“母亲邮包”项目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

母亲节特别礼物 — “百事桂格贴心包”送往西藏。

贝因美及其代理商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物资及资金 3093.2996 万元开展“贝因美与爱同行”公益项目，覆盖 13 个省区
近 10 万余贫困婴幼儿家庭受益。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嘉爱健康基金 2016 关爱妇儿“135”规划项目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

“新日阳光关爱乡村医生”公益项目首场捐赠活动发车仪式在平顶山市举行。

◎

“重庆市导乐师第一期提高班”在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正式开班。

◎

“白衣天使基金”医护工作者培训会走进株洲市妇幼保健院，这是活动开展以来的第 396 场培训。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幼健康促进项目组在山东省诸城市举办了“母亲健康快车”系列公益项目相关技术培训班。

◎

青蛙王子日化有限公司援助江苏盐城 30 万救灾物资。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赈灾及安全教育基金”启动。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公益机构、社会团体、医疗单位、媒体单位、爱心企业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关爱自闭症公益联

◎

“女性肿瘤预防基金”在陕西大荔县举办“关注女性健康 关爱贫困母亲 2016 妈妈健康促进行动”。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主办的“旧衣零抛弃”活动正式启动。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妇联共同组织开展“521 如果 • 遇见 — 遇见最美家庭，弘扬最美家风”主题
公益活动。

◎

◎

“母亲邮包 • 红颜会母亲节特别关爱”活动在重庆举行。

◎

大众汽车集团“同走上学路”爱心行动在北京举行捐赠仪式和新闻发布会。

◎

盟”计划。

Beingmate and its agents donated 30.93 million yuan (US $4.62 million) in fund and supplies to CWDF, which benefited
100,000 impoverished families in 13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

The first donation ceremony of Sunra Caring for Rural Doctors program was held in Pingdingshan, a city in Henan province.

◎

White Angel Fund-sponsored medical workers' training was held in Zhuzhou, a city in Hunan province. The organizers have

“同走上学路”大众汽车儿童安全书包爱心行动圆满落幕。

held 396 training of this kind.
◎

Frog Prince donated 300,000 yuan (US $44,776) relief funds and supplies to Tornado-hit areas in Jiangsu.

◎

CWDF and several chari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hospitals, media and enterprises launched the "China caring for autism
patients charity alliance" campaign.

◎

A teleconference was held to promote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project has benefited 620,000 needy
m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

Pepsi Quaker donated daily necessities through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as Mother's Day gifts to women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Sponsored by CWDF's Jia'ai Health Fund, a program to improve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was implemented.

◎

The first doula training was held in Jiangjin District's Maternal and Infant Hospital, in Chongqing.

◎

CWDF held skill training course related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in Zhucheng, a c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

CWDF set up the "disaster relief and safety education" fund.

◎

Sponsored by Women's Cancer Prevention Fund, an initiative to improve poverty-stricken mothers' health was launched in

07月
July

Dali, a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

An initiative to promote recycling and donation of old clothes was launched. CWDF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

CWDF and Hongta District (Yunnan province) Women's Federation organized the "looking for beautiful families, promoting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

good family traditions" activity.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阿尔山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联合主办“7.17 饮水节暨 2016 第一届阿尔山饮水节”。

◎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and Herose Club Mother's Day activity was held in Chongqing.

◎

“光大梦想 ·爱心启航 —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亲水窖”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

Volkswagen sponsored an initiative to guarantee children's safety on their way to school. The launch ceremony was held in

◎

“白衣天使基金 — 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走进太原、上海，深入基层开展帮扶工作。

◎

联合技术援助湖北、江苏两省 1000 个“母亲邮包”。

◎

纽迪希亚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启动家庭育儿系列公益活动。

◎

中国家庭“星”风关爱行动在京启动。

Beijing.
◎

Volkswagen's nationwide children's safety bag donation activity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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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DF Granted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of UNECOSOC.

◎

The first Arxan Water Festival was held.

◎

The Everbright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Youth's Talent Competition was held.
White Angel Fund-Kimberly Caring for Angels campaign was carried out in Taiyuan and Shanghai.

◎
◎

United Technologies donated 1,000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to needy women in Hubei and Jiangsu provinces.

◎

NUTRICIA sponsored CWDF's series scientific child-rais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

Chinese Family "Star" Wind Care Action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08月

09月

September

◎

“健康中国梦 爱‘心’在行动” — 中国安“心”妈妈健康公益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

由智利驻华大使馆主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的“智利商机推介会公益晚宴”在京圆满举办。

◎

China Safe "Heart" Mothers' Health program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

Organized by Chile Embassy in China, supported by CWDF and sponsored by Perfect (China), the "Chile: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charity dinner was held in Beijing.

August

10月

◎

广富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资金设立“诚爱阳光”公益项目。

◎

“母亲邮包”• 腾讯网友西部行暨李宁公司关爱贫困家庭探访活动在新疆举行。

◎

SAP 公司捐赠 100 万元支持“@ 她责任梦想”。

◎

帝亚吉欧“赋权女性基金”公益培训在成都、上海举办。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与安莉芳集团共同开展“大爱至诚”蓝丝带公益行动。

◎

“母亲健康快车社区爱心巡诊项目”启动，将针对丰台 300 多名高龄空巢、失独老人免费开展基础诊疗服务。

◎

“爱与和平基金”成立暨爱与和平基金艺术家公益书画展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成功举办。

◎

“白衣天使基金 —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第一届孕妇学校老师授课展示交流颁奖暨培训会召开。

◎

“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项目落户大连，正式开营。

◎

“导乐分娩关爱服务公益项目”全国第六期导乐师培训班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中心医院开班。

◎

“白衣天使基金”心理援助培训活动走进新疆库尔勒市妇幼保健院。

◎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项目”运营交流会在京召开。

◎

October

Guangfuche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up donated one million yuan (US $149,254) to CWDF to implement
"love & sunshine" program.

◎

Netizens and employees of Lining visited impoverished families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donated through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

SAP donated one million yuan (US $149,254) to She Responsibility & Dream program.

◎

Diageo Empowering Women Fund held free job training in Chengdu and Shanghai.

◎

CWDF and EmbryForm implemented "great, sincere love" blue ribbon campaign.

◎

CWDF's Love and Peace Fund was set up and a charity art exhibition was held in China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and Children.

◎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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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medical checkup and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which aims to provide
free services to 300 elderly people who lived alone and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ren in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

As part of "White Angel Fund-Caring for mothers and babies' bone and teeth health" campaign, the first exchanges and training
of teachers at the school for mothers-to-be was held.

◎

The sixth doula training, as part of "childbirth care and service" program, was held in Taojiang, a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

White Angel Fund-sponsored psychological aid training was held in Korla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

The meeting on the operation of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Centers was held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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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November

◎

中国工商银行捐赠资金 120 万元支持发起的“上学路 •e 起走”儿童安全书包行动启动。

◎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捐资的“母亲幸福光伏电站”竣工及并网发电仪式在贵州举行。

◎

四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3 年内捐赠款物 2000 万支持的“关爱公众健康基金” 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

◎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再次“用影像发现爱”。

◎

ICBC donated 1.2 million yuan (US $179,104) to CWDF's "safety bags for children" campaign.

◎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donated Mother's Happiness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 was completed and began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唯品会发起“大山中守护健康的爱心医站”公益项目。

◎

“母亲健康快车—导乐分娩关爱服务”项目贵州省现场总结表彰推进会在六盘水举行。

◎

2016 年全国医院院长培训班暨女性健康公益联盟工作总结推进会在京召开。

◎

54 辆“母亲健康快车”满载建行人的爱驶向西部 7 省区，中国建设银行累计捐赠 3700 万元助力女性健康。

◎

“互联网 + 女性健康促进基金”启动仪式暨互联网医疗技术创新北京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成功举办。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建筑“救急难”行动在甘肃省康县举办。

◎

“母亲微笑行动”陆续走进六盘水、南宁、兰州、中卫、玉树、曲靖。

◎

“微笑行动慈善信托”成功备案。

◎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陆续在上海、大连、长春、长沙、佛山、成都启用。

◎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Named as Style Model at Charity & Fashion Awards.

◎

CWDF began in June 2016 collecting donations to people in flood-hit Hubei, Hunan and Hebei provinces. By the end of 2016,
donations valued 2.06 million yuan (US $308,760) were collected, which included funds 568,700 yuan (US $84,880) and
supplies valued 1.5 million yuan (US $223,880).

functioning in Guizhou Province.
◎

CWDF's "caring for public health fund" was set up in Beijing and Sichuan Weiou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Co.,

◎

donations valued 2.24 million yuan (US $334,910) were collected, which included funds 871,700 yuan (US $130,104) and

Ltd. promised to donate 20 million yuan (US $2.99 million) to the fund within three years.
◎

CWDF began in June 2016 collecting donations to people in tornado-hit areas in Jiangsu Province. By the end of 2016,
supplies valued 1.37 million yuan (US $204,791).

Perfect (China) and CWDF held charity-themed film festival.
◎

Guangdong Foryou Foundation donated funds and supplies valued 800,000 yuan (US $119,403) to CWDF's programs on women's health.

◎

A donation ceremony of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as held in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Qinqin water center" pilot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in Laiyuan, a county in Hebei province.

◎

CWDF,VIPS launch 'medical, healthcare service stations in mountains' program

◎

A meeting to summarize and promot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Doula care and service" program was held in Liupanshui,
in Guizhou province.

12月

December

◎

A training course for hospital's directors, which coincided with a meet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Health
Community Alliance, was held in Beijing.

◎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has donated 37 million yuan (US $5.52 million) to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which made
54 medical-service vehicles available in western provinces.

◎

Internet-plus Women's Health Fund was set up and Internet-based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mmit was held in Beijing.

◎

CWDF and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SCEC) launched "handling emergencies and difficulties"
campaign in Kangxian, a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
◎

“母亲水窖”项目被授予“风尚榜样”称号。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 2016 年 6 月为救援湖北、湖南、河北等严重洪涝灾害灾区，开通募款渠道，截至 2016 年底，募集
救灾款物共计 206.87 万元（其中资金 56.87 万元，物资 150 万元）。

◎

Mother's Smile Campaign's volunteers provided medical treatment to impoverished cleft lip and palate patients in Liupanshui,
Nanning, Lanzhou, Zhongwei, Yushu and Qujing.

◎

Mother's Smile Campaign set up its trust fund.

◎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centers were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Dalian, Changchun, Changsha, Foshan and Chengdu.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 2016 年 6 月为救援江苏省盐城市阜宁等遭受龙卷风、冰雹袭击地区，开通募款渠道，截至 2016 年
底，募集救灾款物共计 224.39 万元（其中资金 87.17 万元，物资 137.21 万元）。

◎

广东省富迪慈善基金会捐赠 80 万元物资开展关爱女性健康行动。

◎

“母亲邮包”2016 暖冬行动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举行。

◎

“母亲水窖 • 亲亲水站”项目在河北省涞源县试点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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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Partners

重要捐赠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2016 年度捐资 100 万元（含）以上
Major Donors
(with donation 1 million yuan or more)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爱心网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健来福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爱睿希（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瓦蓝栈公益基金会

金球通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百动整合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腾讯公益

思爱普（中国） 有限公司

蚂蚁金服爱心网友

云南养尊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泰安市迈迪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四川维欧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实方慈善基金会

惠氏营养品（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莉芳（山东）服装有限公司

北京安得康咨询有限公司

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

辉瑞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妇产远程医疗技术创新联盟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久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新方医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辣妈帮科技有限公司

九五儿童安全座椅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爱特普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诺美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联想控股公益基金会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哈尔滨亿尔诺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富赛（天津）交易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阿尔山饮品（北京）有限公司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

爱与和平文化艺术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奥迪（厦门）医疗诊断系统有限公司

创意新干线（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倩玉

青蛙王子（中国）日化有限公司

黄丽真

李宁体育（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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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媒体伙伴 （排名不分先后） — 2016 年深度传播合作

合作机构 ( 排名不分先后）

Major Media Partners

Research Institute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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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酷公益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妇女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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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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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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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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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汽车研究中心

百度公益
凤凰网公益频道
网易公益频道
今日头条
善达网
千龙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
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公益中国网
国家人文历史
爱奇艺
凤凰一资讯
少年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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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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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汇款：
单位名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支行
人民币帐号：0200001009014423956
美元帐号：0200001009112002220
港币帐号：0200001009112002344
邮局汇款：
收款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10073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15 号
邮政编码：100730
电话：010-651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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