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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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全国妇联

中基透明指数最透明的公益基金会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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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理事长
黄晴宜

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理事长
孟晓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副理事长
甄   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六届理事会理事，第十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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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银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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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秘书长
张建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Board of Directors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National Public-ra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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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银香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

王少华　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何振红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宋   玮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协调部副部长

邰祥梅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集团事务副总裁   

武广齐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林丹红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社工部调研员

周晓光　浙江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晓驷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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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澜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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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   萍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高级编辑

黄丽真　澳门宝龙集团副董事长   

龚因心　香港华懋集团董事、华懋基金会理事、香港妇女联合协进会会长

程   刚　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暨基金会中心网主任、总裁

甄   砚　第十二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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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红新　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翟美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香江集团总裁、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

Members of CWDF's Sixth Board of Directors

专家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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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i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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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Board of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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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深化品牌项目，大力扶持创新项目
（一）继续深化品牌项目

—“母亲水窖”项目。水窖项目属于工程类项目，常常因为恶劣自然环境影响项目工期。2017 年，

校园安全饮水项目设计开发了便捷、易安装的净水洗手一体化设备，提高了项目的建设质量和实施的效率。

2017 年，“母亲水窖”项目投放建设资金 2697.055 万元，与去年相比增加了 22.62%。其中，建设集中供

水工程 50 处，分散式供水工程 94 处，在全国 12 省（区、市）的 82 所学校开展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一是加强了项目信息化管理。自今年起所有投放的车辆都安装车载 GPS，

实现了车辆使用与运行的远程数据化管理。二是进一步拓展了项目的服务内容。加强乡村医生培训的同时，建

设 18 间乡村理疗室。2017 年，发放快车 156 辆，实施金额 2144.186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59 辆，实施

金额增加 810.752 万元。对 2.6 万余名医护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

—“@ 她创业计划”项目。在不断深化创业循环金的基础上，一是借助合作机构资源，打造特色公益项目。

与玫琳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在云南楚雄打造国内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并衍生出多

一、多措并举，募资额再创历史新高
2017 年的募资总额达到 6.24 亿元，实现了一年之中从 4 亿基金会到 5 亿基金会再到 6 亿基金会的跨越

式增长，同比增长 45%。

（一）坚持做大型企业的工作，着力夯实企业捐赠资源。着力巩固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建筑等央企的合作，通过高层互访、座谈会等形式推动双方合作深入，积极尝试与大型国企的精准扶贫相结合，

确保现有大型国有企业不流失。同时，加强对外企、民企的联系和动员力度，2017 年新增优质企业 26 家，

其中世界 500 强 9 家，诺华制药、北汽集团、三星、碧桂园等优质企业成为我会新增合作伙伴。在企业捐赠中，

外企捐赠 3.04 亿元，占 48.88%；民企捐赠 1.48 亿元，占 23.52%。

（二）不断适应互联网＋公益的新模式，加大网络筹款力度。今年网络筹款突破 1 个亿，与去年同比增长

50%。在网络筹款中，我们一方面发挥品牌项目的影响力，“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和“母亲邮包”

项目通过腾讯公益和蚂蚁金服公益共筹集到 2800 余万元，实现了品牌项目在筹款困境中的突围。另一方面抓

住各种时间节点，特别是腾讯 99 公益日活动，发动全会力量参与 99 公益日活动。活动期间发动了 37.5 万

人次参与捐赠，筹款从 2015 年的 1283 万到 2016 年的 3585 万到 2017 年的 4561 万元，实现了三年连续

大幅增长。第三是着力打造“超仁妈妈”等众筹品牌。通过“超仁妈妈”项目，搭建了中国妇基会联劝中心的

雏形。目前，通过这个项目，筹款上千万元。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妇基会”）在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处和理事会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国妇联中心工作以及妇女和家庭的需求，积极争取政府和社会资源，进一步完

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规范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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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引领等各项工作，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个“@ 她创业计划——彝绣工坊”。二是着力开展电商扶贫项目，“母亲电商服务站”项目稳步发展，已为

超过 900 名妇女提供电商技能培训，带动超过 2000 名妇女参与创业就业。2017 年，共投放母亲创业循环金

1050 万元，回收循环金 1185 万元，为近 5000 名女性提供创业扶持金。

—“母亲邮包”项目。开展了项目评估，组织调研团队对新疆、云南、重庆、甘肃进行了实地调研，了

解各级妇联及贫困母亲对母亲邮包内品及项目实施的切实需求，为新一轮招标做准备。2017 年实施项目资金

1200 万元，向 7 万个贫困母亲及家庭发放母亲邮包。

—“母亲微笑行动”项目。该项目发展为中国妇基会一级品牌项目。一是完善管理制度。通过规范实施

流程、定期项目反馈，打造透明化、规范化项目品牌。二是探讨与地方妇联的合作模式。这个项目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很好地发挥了志愿者的作用，无论是医生还是服务人员都是志愿者。2017 年，实施资金 609 万元，在

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开展了 11 场大型免费手术活动，参与的医疗志愿者超过 300 人，社会志愿者 500 余人，

889 名唇腭裂儿童受益。

—紧急救灾。2017 年，共启动“新疆塔县 5.11 地震”、“南方水灾”、“九寨沟地震”、“新疆精

河地震”等 10 次灾害响应，共募集救灾款物 1319.91 万元（其中资金 880.54 万元，物资 439.36 万元）。

在紧急救灾方面这几年来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一是向受灾地区发放母亲邮包等物资。母亲邮包在历次救灾中以

自身的实用、便捷等特性深受灾区群众欢迎。二是心理援助服务站逐渐成为我们的品牌项目，在灾区承担起为

受灾群众心理疏导的工作，受到灾区妇女儿童的欢迎。三是启动备灾工作，与联合技术公司、秦皇岛天恩帐篷

有限公司签订了备灾协议。

—国际交流。一是履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权利义务，首次派团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二是连续第四年举办“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艺术展”。三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首次在境外举办以一带一路与女性公益为主题的国际交流活动。

（二）小而美的新项目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整体推动品牌项目稳步发展的同时，2017 年，中国妇基会围绕妇女和家庭需求，创新开展系列公益项目。

“妈妈制造”项目。将创业扶贫与文化非遗手工艺传承有机结合的“妈妈制造”项目，2017 年，在 7 个

省建立 17 个妈妈制造合作社，项目受到各方好评。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实现了从项目开发、提供资金、培训人员、

协助销售到负责传播等全产业链条的资源整合。目前得到了腾讯、国美、唯品会、红颜会等企业、团体的支持。

2017 年，该项目获得来自各方面的 6 个奖项。

家族慈善信托。在 2016 年中国妇基会作为委托人，与建信信托成功备案基金会第一单慈善信托的基础上

（微笑行动慈善信托计划），2017 年，进一步挖掘信托公司的家族客户，将其家族信托的部分资金或收益建

立慈善信托，支持中国妇基会的公益项目，我会发挥公益的专业性，作为慈善信托中慈善项目执行方的角色，

负责慈善项目的筛选、实施、监督。从 2016 年的委托人到项目执行人，不断探索家族慈善信托的新模式。

“母亲小站”项目。首个“母亲小站”在四川广元试行，运用创新的扶贫理念和模式，打造兼具创业孵化、

技能培训、妇儿活动、文化交流等多种职能的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超仁妈妈”项目。今年，我们在行业引领方面积极作为，在培育、助力、引领女性社会组织发展方面迈

出了实质性步伐，以此不断壮大服务妇女和家庭的社会力量。这个项目通过动员女性公益组织联合筹款，实现

了对女性公益组织的孵化和培养。同时，我们加大了对女性公益慈善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基层妇联的扶持力度，

通过举办培训班、对接“木兰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等多种渠道，提升女性社会组织在项目运营、财

务管理、募集资金等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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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挥专家智库作用　提高服务决策水平
在理事会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企业家智库、专家智库、媒体智库，邀请企业家代表、各行业专家、媒

体伙伴等加入智库，发挥智库专家的智力优势、理论优势、资源优势、实践优势，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

对策性研究，为中国妇基会的发展建言献策，促进我会各项工作向更高层次可持续发展。

六、进一步加强内部建设，提升机构竞争力
1、加强党支部建设。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

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站稳政治立场。党支部注重加强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坚持“三

会一课”制度，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员教育，班子成员始终坚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小组的组织生活，

使广大党员紧密团结在党支部周围，有效地增强了党支部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2、完成五年评估与五年规划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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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妇基会《2011 － 2015 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开展评估，在评估报告基础上形

成《2016 － 2020 五年发展战略规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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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制定众筹管理办法，优化流程等方式使众筹平台更加规范化，

确保众筹项目筹资良性、可持续发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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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会内培训 10 次，培训专家级别高、信息量大，

逐渐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培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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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过打造社会化媒体平台，形成多层次传播矩阵
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更新传播手段，融合传播资源，深度运维传播平台，策划传播新话题、发起新闻话题，

利用明星效应吸引公众参与公益，努力促进女性公益传播生态发展。

1、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和自媒体传播工作

对外核发新闻稿件约 80 篇，相关媒体原发中国妇基会相关报道 160 余次。公示项目实施信息 44 次，19

个重点项目对外发布项目实施年报，中国妇基会手机端微网站正式上线。通过微信公众号共发布 94 期微刊，

包含 252 篇文案，其中公益特刊 109 篇，特别策划热点文章 64 篇。微信上半年总阅读量达到 21.5 万人次，

文章阅读数总计为 32.9 万次。

2、开展网络安全自查及舆情监测工作，实现基金会网络安全管理

对中国妇基会网络安全和网络保密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进一步加强了全局信息网络系统安全管理工作。

与光明网签订框架合作协议，通过资源置换的方式，由光明网舆情中心免费为我会提供网络舆情安全监测工作，

及时提供舆情信息及应对建议，为我会的各项工作保驾护航。

3、创新传播方式方法，优化女性公益传播生态环境

中国妇基会与新华社等传统媒体开展传播合作；与优酷、爱奇艺等分享平台建立良好的公益合作，开展公

益传播推广、活动深度报道等；依托微博、今日头条号等社会化平台开展资讯推荐、视频推送等推广传播活动。

参加“CCTV 慈善之夜”，初试网络直播新形式，受邀为“CCTV 慈善之夜”拍摄展播片，并参与“CCTV

慈善之夜”电视直播以及网络直播。当天 12 分钟的电视直播以及 90 分钟的网络直播期间，有约 1300 万观

众通过电视及网络收看到我会“妈妈制造”项目。与儿基会共同承办 2017 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颁奖大会。

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拓展女性公益国际视野
一是在获得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后，我会首次派团出席第 61 届联合国妇地会，为今后中国妇基会

配合政府外交举办相关边会做准备。二是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首次在境外举办以一带一路与女性公

益为主题的国际交流活动。活动受到各方好评，宣传了中国妇女公益成就，扩大了我会国际影响力。三是开展

“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艺术展”。活动现场展出的扎染、刺绣、剪纸等中国女性传

统手工艺品，大部分来自我会扶持的女性创新手工艺产品。活动从女性公益的独特角度展示中国女性公益组织

的发展和进步。四是与联合国各机构、非洲驻华大使夫人协会、英联邦大使夫人协会、美中国际商会、欧洲华

人华侨妇女联合会、香港妇协、澳门妇女总会等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五是加强与各部委及相关机构外事归

口部门联系，申报并批准成为中促会、民促会团体会员，调研对外政策、涉外法规政策解读，加强社会组织“走

出去”平台交流。

设立了专注于大众心理健康的“心桥计划”项目。项目将通过科普宣传、提供专业的群体心理辅导、推广

本土化心理艺术治疗、应急救灾心理援助、支持相关研究等方式，为妇女儿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提升大众的

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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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ntinue deepening brand projects, give great support to innovative projects

1) Continue deepening brand projects.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project belongs to engineering-type project. Bad natural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the duration of a project. The on-campu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 convenient integrated equipment of water purifying and hand washing that is easily to 

be installed, in 2017, which helpe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In 2017, the project used construction fund of 26,970,550 yuan. There is a 

22.62 percent increase in construction fund compared with the year of 2016. Among them, there were 

50 centralized water-supply projects and 94 distributed water-supply projects. We also carried out on-

campus safe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n 82 schools in 12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round the country.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First, we strengthen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We place GPS on vehicles and realize remote digital management of the usage and operation of the 

vehicles. Second, we expand the services of the project. We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for village doctors, and 

we establish 18 physical therapy rooms in villages. In 2017, we dispatched 156 vehicles, an increase of 59 

vehicles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he project used implementation fund of 21,441,860 yuan, an increase of 

8,107,520 yuan over the previous year. We trained more than 26,000 medical workers.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project. We implement several measures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ly 

deepening the circulation fund of starting businesses. First, we establish charity project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We cooperate with Mary Kay compan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we construct a model villag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Chuxiong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It is the first model village in China. 

Several Yi-styled embroidery studios are derived from the model village. Second, we strive to develop 

projec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commerce. The project of Mothers' E-commerce Service Station 

has developed steadily. We offer training classes of e-commerce skills for more than 900 women, and we 

mobilize more than 2,000 women to start their businesses or get jobs. In 2017, we issued circulation fund of 

10.5 million yuan, and we recovered the circulation fund of 11.85 million yuan. We provide fund to nearly 5,000 

women to start businesses.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We carry out project evaluation. We organize a research team to 

investigate in Chongqing, Yunnan and Gansu provinces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e 

understand the actual needs of impoverished mothers and the women's federations at all levels for the 

contents of postal parcel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o help prepare for a new round of the 

project's public bidding. In 2017, we used 12 million yuan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and we handed out more 

than 70,000 parcels to impoverished m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Mother's Smile Campaign project. The project has developed into CWDF's first-class brand project. First, 

we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project. We establish a transparent, normative project brand 

through regul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feeding back the project regularly. Second, we discuss 

1.Adopt multiple measures, create a new record of fundraising again

In 2017, the CWDF collected funds and materials worth 624 million yuan, which was nearly 200 million 

yuan more than the previous year, and the year-on-year growth is 45 percent. 

1) Insist on cooperating with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trive to strengthen the donation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s. We consolidate the cooperation with some central enterprises, including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and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We promote the bilateral in-depth cooperation through forums and high-level reciprocal 

visits. We try to combine with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make sure to continue cooperating with those enterprises. Also, we reinforce th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compan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2017, we had 26 new high-quality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mong them, there are nine Fortune Global 500 companies, including 

Novartis, BAIC Group, Samsung and Country Garden. Among the corporate donations, the foreign 

companies donate 304 million yuan, which accounts for 48.88 percent of the total amount.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donate 148 million yuan, which accounts for 23.52 percent. 

2) Adapt to the new mode of Internet plus philanthropy, and raise more funds via the Internet. We 

collect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yuan via the Internet in 2017, with year-on-year growth of 50 percent. 

In the aspect of online fundraising, we give play to the influence of brand projects. The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and th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collect more than 28 million yuan via Tencent and Alipay's charity platforms, to realize the 

breakthrough of brand projects in the difficulty of raising fund. On the other hand, we take advantage 

of various time nodes, especially the charity day on September 9. We motivate all the employees in 

CWDF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y of charity day. During the activity, we motivate 375,000 people to 

donate money. In 2015, we raised 12.83 million yuan. In 2016, we raised 35.85 million yuan. In 2017, 

we raised 45.61 million yuan. The money that we raised has increased sharply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We also strive to establish some crowd-raising brands, including Super Mama project. We 

establish the embryo of CWDF's united fundraising center through the project. We have raised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through the project.

In 2017, the 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CWDF) focused on the overall work of the 

Party and country, met the needs of women and families and the main tasks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 and strived to obtain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resou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ACWF's Leading Party Members' Group and the council of the CWDF. We further 

improved the project-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e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promoted all 

of our work, including fundrais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foundation building and industry leading, 

with innovative work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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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operation mode with workers at the local women's federation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project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olunteers. Both doctors and service staff are volunteers. In 2017, we used 6.09 million 

yuan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We organized 11 large-scale free operation activities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Tibet and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s. More than 300 medical workers and 500 social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Nearly 889 children who suffered from cleft lip and palate benefit from the 

activities.

——Disaster relief work. In 2017, we joined 10 disaster relief work, including the flood in southern China, 

the magnitude-7 earthquake in Jiuzhaigo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magnitude-5.5 earthquake in 

Taxkorgan Tajik Autonomous County and the magnitude-6.6 earthquake in Jinghe County in Xinjiang. We 

collected disaster relief fund and materials worth 13,199,100 yuan. We raised 8,805,400 yuan and we 

collected materials worth 4,393,600 yuan. We gain some experience in disaster relief work. First, we send 

materials such as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in disaster-stricken areas. The parcels are welcomed by people 

in these areas because of their practicability and convenience. Second, the CWDF's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st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our brand project, and it offers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to disaster-affected 

people. The station is welcomed by women and children in disaster-stricken areas. Third, we initiated the 

disaster preparedness work. We sign an agreement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with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and Qinhuangdao Tian'en Tent Limited Company.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First, we fulfil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consultative status of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We dispatch a team to attend the 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Second, 

we have organized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and women innovation 

art exhibition for four successive years. Third, we foll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our country, and 

we organize a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ctivity with the them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women's 

charity at abroad for the first time.

2) The influence of new, small and beautiful projects have grown

In 2017, the CWDF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a series of charity proj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requirements of 

women and families, as well as completely promot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brand projects.

——Made by Mama project. The project combine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starting businesses with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crafts. In 2017, we established 17 Made by Mama Cooperatives in 

seven provinces. The project was praised by many people in society. The feature of the project is to realize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project developing, fund providing, personnel training, sales assisting, being 

responsible for broadcasting and other chains of the whole industry. Now, we are supported by Tencent, 

Gome.com.cn, Vip.com, Herose Club and other enterprises and groups. In 2017, the project obtained six 

rewards.

——Family charity trust. In 2016, the CWDF, as the consignor, as well as CCB Trust, put on records on 

Mother's Smile Campaign charity trust plan — CWDF's first charity trust service. In 2017, the CWDF further 

looked for family clients of trust companies. We used a part of funds or earnings of their family trust to 

establish charity trust, to support the charity projects of the CWDF. We give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charity. As the executor of charity project in the charity trust, we take responsible for the screening, 

implementing and supervising of the charity projects. From the consignor in 2016 to the executor in 2017, we 

continuously explore the new mode of family charity trust.

——Mothers' Station project. The first Mothers' Station pilot project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Guangyuan, 

a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We make use of innovative concepts and mod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e 

establish a community charity service center with the functions of business incubation, skills training, women 

and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Super Mom project. In 2017, we actively guided the industry, and we stepped forward in th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assisting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power of serving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We motivate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fund through 

the project, to realize the incub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At the same time, we 

strengthen the work with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cooperative members and grass-roots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we help improve the skills of workers at women's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aspects of 

project oper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fund raising, through holding training sessions and cooperating 

with Mulan Academy and the China Global Philanthropy Institute.

We establish the Bridging Hope Charity, a project that pays attention to the public's mental health. The 

project publicizes scientific knowledge, offers professional group psychological-guidance, promotes local 

artistic psychotherapy and disaster-relief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nd supports relevant studies, to off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o women and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3. Form multilevel publicity matrix through building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 expan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update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integrate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We operate and maintain communication platform deeply, plan new communication topics and 

initiate news topics. We also attract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charity activities through making use of star 

effect, to striv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charity communication.

1) Do the work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We-Media communication well continuously. We approve and 

issue nearly 80 news articles. The relevant media issue the reports of CWDF for more than 160 times. We 

publicize the information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for 44 times, and we publicize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19 major projects. The CWDF's mobile-terminal micro-website is formally operated. We 

issue 94 WeChat magazines via our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including 252 articles. Among them, there are 

109 charity special issues and 64 hotspot articles. The total reading quantity of the articles on the account 

in the first half year of 2017 is 215,000 person-times. The total pageview of the articles is 329,000.

2) Implement the work of network-security self-inspection and public-opinion monitoring and realize the 

network-security management of the CWDF.

We inspect the network security and privacy of the CWDF completely. We further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work of the overall information-network-system security. We sign a framework-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Guangming.com. The public sentiment center under Guangming.com provides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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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l construction, raise competitiveness

1)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branch. We learn from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important speeche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 guide CPC cadres to further firm the ideal and faith, 

temper their Party spirits and culture and firm political stand. The Party branch pays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the 

build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 organizational life system strictly. We insist on the system of Three 

Meetings and One Class, enforce the Party disciplines and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Party members. The 

leaders of the CWDF always insist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organizational life of the Party group as ordinary Party 

members. The Party members unite tightly around the Party branch, which helps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Party 

branch in the building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2) Evaluate the work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plan the work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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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with 2016-2020 Five-Y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Plan on the basis of the appraisal report.

3) Improve risk control and internal regulations. First, prevent and control risk strictly. We organize training on 

risk management, check special fund and Internet safety and sort out risks of projects. Second, we formulate the 

methods of the crowd-funding management and optimize the process, to standardize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s 

and to make sure the sound financ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rowd-fund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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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Platform System Data Management Method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and process of fundrais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We improve the evaluation of the staff and salary and welfare 

system, adopt index appraisal system, improve internal human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 regular and normal 

system of training. We organize 10 training classes in CWDF. The high-level experts who give the lessons provide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We have formed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training mechanism gradually.

Her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and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partners and all segments in society for their warm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5. Make use of expert think bank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decisions

We establish think banks of entrepreneurs, experts and media, under the proposal and promotion of the CWDF's 

council. We invite entrepreneur representatives, experts in all industries and media partn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hink banks. We make use of the intelligence, theory, resource and practice advantages, to implement studies 

on strategy, perspectiveness and countermeasure in a deep way, mak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WDF and promote all the work of the CWDF to develop in a sustainable, higher-level way.

4. Deep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expand wome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irst, after the CWDF was granted the special consultative status of the 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we 

dispatched a deleg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61st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to prepare for organizing 

relevant meeting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Government. Second, we organize international 

exchanging activity with the them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women's charity at abroad for the first 

time, to foll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our country. The activity is praised by all the parties, which promote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women's charity, and also expand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CWDF. Third, 

we organize the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17 and Forum Women Innovation Art 

Exhibition. During the event, traditional crafts made by Chinese women, including tie-dying, embroidering and 

paper-cutting, are displayed. Most of the innovative crafts are made by women supported by the CWDF. The 

event display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ith the view of women's 

charity. Fourth, we continue keeping friendly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relevant UN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of Wives of Ambassadors of African Countries to China, Association of Wives of Ambassado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Nations to China, China-U.S. Chamber of Commerce, ECW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Chinese 

Women,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and the Women's General Association of Macau. Fifth, we strengthen 

our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s under the ministries and relevant organizations. We declare to 

become a group member of China NGO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hina Association for NGO 

Cooperation, and our declarations are approved. We investigate on the analysis of external policies and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concerning foreign affairs. Our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go out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the exchanges with others.

monitoring work of the network public-sentiment security to the CWDF through the method of resource 

replacement. The center provides public-sentiment information and replying suggestions in time, to help 

protect the CWDF's work.

3) Innovate broadcasting methods and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omen's charity 

communication.

The CWDF cooperates with Xinhua News Agency and other traditional media. We establish good charity 

cooperation with sharing platforms, including Youku and Iqiyi, to popularize commonweal communication 

and in-depth act ivi ty report ing. We popularize communicat ion act ivi t i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and video release, via social platforms, including microblog and Toutiao. We participate 

in the CCTV Charity Night activity, and we try to use the new form of network live-stream. We are invited to 

shoot video for the activity, and we participate in the television live and network live-stream of the activity. 

Nearly 13 million audiences watch the 12-minute television live and the 90-minute network live-stream about 

the project of the Made by Mama. We organize the award ceremony of 2017 China Women and Children's 

Charity Award with the China Children and Teenager 's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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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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报道近百余次，媒体原发相关报道 330 篇，官方微博发布 1180 条，其中原创 740 条，粉丝总数达 8.2 万人。

官方微刊发布 115 期，299 篇，全年累计关注人数达 28 万人次，文章阅读数总计为 41 万次。

CWDF uses its official website, microblog and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to release information, and it has compiled 

journals and annual report. The foundation has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print media,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online 

media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releasing various information, notices and announcements of 

the foundation and its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In 2017, 330 reports about CWDF were published via various media 

outlets. A total of 1,180 posts were released through CDWF’s microblog account, among which 740 posts were 

original content. The microblog account has 82,000 followers. The foundation produced 115 editions of WeChat 

journals, which included 299 articles and were read 410,000 times, attracting 280,000 new followers throughout 

the year.

信息公开
Information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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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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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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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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届中国慈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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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精神文明单位”

称号

获 2016 网 络 公 益 年 度 特

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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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26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China Women'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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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送暖季中春，桃柳着妆日焕新。4 月 8 日，由

全国妇联主办，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2015-2016）”

表彰大会在京举行。163 个单位（集体）和 81 名个人

荣获“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

出席大会颁奖并讲话，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宋秀岩出席大会并

颁奖。

沈跃跃表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颁布实施了我国第一部《慈善法》，为依法兴善、全民向

善创造了良好政治、法律环境。企业、社会公众对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度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企事

业单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慷慨捐助，扶贫济困。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养成慈善行为习惯，用责任和情怀奉献

着真情大爱，妇女儿童慈善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
China Women's and Children Charity Awards 

我
们
的
重
要
活
动

O
ur Im

portant  A
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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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跃跃强调，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

于发展慈善事业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做好

妇女儿童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传播慈善

文化与弘扬守望相助、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有

机结合，把弘扬慈善理念与挖掘慈善事业发展

潜力、广泛汇聚社会帮扶资源有效对接，把宣

传公益慈善的典型事迹与优化慈善事业发展环

境结合起来，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和投身慈善公

益事业的热情，推动妇女儿童慈善事业创新发

展；要面向家庭，发挥慈善在家庭文明建设中

的积极作用，让家庭公益慈善成为看得见、摸

得着、愿参加的德事善举，成为广大家庭常做

常新、愿做乐为的新常态，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

庭文明新风尚。她要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要严格管理、规范运作，

更好地服务妇女儿童慈善事业发展，把党的温

暖和社会的关爱传递给广大妇女儿童，团结引

领广大妇女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上，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分别发

布了两家基金会《慈善合作发展规划（2017-2018）》。据

悉，2015 年和 2016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通过精心实施“春蕾计划”“儿童快乐家园”“母亲

水窖”“母亲健康快车”等系列慈善项目，共筹集社会资金、

物资逾 22 亿元，使超过 2700 多万名妇女儿童受益。

“相信爱是永恒不变的期待，相信爱是幸福的主宰，相信

爱把最美的心愿连起来，爱天长，爱地久，爱同在……”，表

彰大会在中国儿童艺术合唱分团童声合唱《相信爱》中温馨开

场，在首都师范大学舞蹈团歌舞《中国爱》中圆满地落下帷幕。

据了解，此次“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表彰大会，获得表彰的

244 个单位（集体）和个人中，有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官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等精忠

报国、爱民奉献的人民子弟兵，有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恒大集团等致富思源、义利兼顾

的爱心企业，有为爱发声、传播真善美的新闻媒体，

还有坚持数年捐赠、无私奉献的普通公众。

全国妇联有关领导，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为获奖代

表颁奖。获奖单位和个人、新闻媒体代表等 450

余人参加了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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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水窖”项目全力支持各地扶贫攻坚任务
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Fully Supports the Realization of 
Poverty-alleviation Tasks, Provides Safe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2017年
“母亲水窖”项目

共执行2657.055万元

农村水利工程项目

执行1840.055万元

94处分散式

供水工程

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执行817万元，在

12省（区、市）

82所学校进行饮水

卫生设施建设

15省（区、市）

建设49个集中

供水工程

 
 Project Changes Drinking Water Situation in Yangpo Village 

阳坡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过去村里人畜饮水是靠村前筒井水，由于近

年来地下水位下降，筒井无法取水，村民们只有将天然降水或者附近浑河河道内的河水作为饮用水，水质极

不卫生，村民们的健康受到很大伤害。

2017 年 8 月，“母亲水窖”项目在阳坡村实施，通过专家找水，配合先进的物探技术，建设集中供水

工程 1 处，解决了阳坡村 32 户 83 口人，531 头（只）牲畜的饮水安全问题，当地农民吃上了安全、卫生、

方便的自来水。阳坡村 86 岁的秦栓罗老人高兴地说：“过去养儿为防老，全是为了老来有人帮着解决一口水，

现在通上了自来水，再不用拉水买水了，相当于生了一个好儿子，感谢妇联为我们送来的暖心水。”

阳坡村“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的建成，不仅使该村 83 口人的饮水水质、水量实现历史性的改变，

而且使全村 30% 的劳力从往日挑水、拉水的繁重劳动中转移到发展生产中去，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同时，该村利用供水工程发展部分庭院经济，解决了吃菜难的问题。此外，有了安全用水的保障，群众医疗、

卫生、教育等条件也随之有了明显改善，农村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安居乐业，饮水思源，深切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

“母亲水窖”改变阳坡村几十年饮水状况

典型案例

Cases

案例－ 1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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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Drinking Water on Campus Brings Hope 

重庆市合川县龙市镇东岳小学有 12 个小学教学班，3 个幼儿班，有教职工 28 人，学生 431 人，这所学

校也是 255 名留守儿童温暖的家。校饮用水源来自打的一口井，因水源点附近都是农田，水源不稳定，水质较差，

不够直接饮用标准，学校无法长期向学生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2017 年，“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项目在东岳小学实施，学校维修蓄水池 2 座，整修饮水间 1 间、

洗手房 1 间，加装洗手位 30 个，并为露天洗手池加装挡雨棚，安装净水设备一套，消毒柜、清洁器材若干，

学校的饮水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校园安全饮水项目让学生们的饮用水发生了质的改变。普通的白瓷碗，清澈的水，满满地倒映着孩子们纯

真的微笑。

你若微笑，便是晴天—校园安全饮水给未来带来希望

案例－ 2
Case 2

典型案例

Cases

 
China Art Festival Foundation Water Culture Development Fund Cooperates with the Project

2017 年 3 月 6 日，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水文化发展基金成立新闻发布会暨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项目

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太庙举行。此次合作达成后，合作双方将致力于推广水文化及健康饮水公益事业，通过新

技术、新理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

CWDF and Xylem Organize 2017 World Water Day Long Walk

2017 年 3 月 17 日，在世界水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赛莱默（Xylem）公司、北京

排水协会和环保部宣传教育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为水行走，还自然碧水清源”的世界水日公益长走活动。

活动旨在共同体验缺水地区取水之路的艰辛，加强对污水处理的了解、提升水资源保护意识。参与公益长走活

动的各界人士在活动后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各尽所能、通力合作，为提高公众对保护水环境的意识、为支

持国家治理污水和改善水环境的各种举措贡献力量。

1、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水文化发展基金与“母亲水窖”项目开启合作

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赛莱默联合举办 2017 世界水日蓝色长走活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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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DF Implements Give the Earth A Blue Action

2017 年 3 月 22 日，

在第 25 届世界水日来临之

际，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开展“为地球加蓝”行动，

号 召 公 众 珍 惜 水 资 源， 保

护环境。

2017 年 4 月 25 日，

演员海清正式成为“母亲水

窖”公益大使，并在微博发

起“节水挑战”话题，号召

公众节约用水，共同“为地

球加蓝”。 

 
CWDF Holds Project Training in Guizhou and Inner Mongolia

 
2017 年 4 月，“母亲水窖”项目培训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开展，来自贵州省 11 个

市州 89 个区县 109 人、内蒙古 12 个盟市 45 个旗县 54 人以及甘肃省、云南省、重庆市妇联 3 名代表，共

166 人参加培训。项目培训旨在加强地方妇联的项目实施能力，更好地配合国家扶贫任务，扎实推进通水项

目建设。

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贵州、内蒙开展“母亲水窖”项目培训

3、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开展“为地球加蓝”行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verbright Youth Talent Competition Held 

2017 年 7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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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亲

水窖”公益活动在中央电视台落

下帷幕。活动结合“母亲水窖”

公益项目，面向全国青少年开展，

通过音乐、舞蹈、朗诵、绘画等

艺术形式，抒发青少年对国家、

人生的梦想，表达对西部缺水地

区母亲、儿童的关心和关注，同

时呼吁更多青少年朋友参与到“母

亲水窖”公益事业中来。

CWDF and China Everbright Bank Implement Western Journey Series Charity Activities 

2017 年 7 月 2 日 至 4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

中国光大银行携手新华网等

媒体前往青海省，对“母亲

水窖”项目进行调研，走访

了青海省海东市部分缺水地

区和已实施了“母亲水窖”

项 目 的 民 和 县 前 河 乡 茫 拉

村，通过与当地农户的“零

距离”沟通，深入体会当地

群众的那份期盼、那份感动。

5、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光大银行开展“西部行”系列公益活动

6、光大梦想·爱心启航——第七届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暨“母亲水窖”公益活动举办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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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注定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天空飘着小雨，凌晨 4 时

50 分，贵州省贵定县医院急救电话响起，是一位中年妇女

的声音：“你好，请你们到定南茶山打鼓坪接一个第三胎

的产妇。”急救队医师立刻驾驶母亲健康快车出诊。一路上，

医生不停地打电话询问产妇的情况。到达患者家山脚时，

山路被雨水冲断，导致车辆无法到达患者家。

医务人员和家属共同将患者抬上担架，送往山脚的母

亲健康快车。就在半山腰的时候，产妇突然急产生下一名

男婴，医生检查孩子的生命体征后抱着孩子，家属抬着产

妇坐上母亲健康快车，在车上简单地做了处理后，母亲健

康快车一路飞驰，产妇和孩子最后安全顺利到达了医院，母子平安。这时天已经亮了，这真是一个与母亲健康

快车有关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努力改善贫困地区
就医条件，维护妇女健康权益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Project Strives to Improve the 
Medical Conditions Impoverished Areas

Safeguards Women's Health Rights and Interests

2017年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义诊咨询：220万人次

健康普查：380万人次

接送孕产妇：13.5万人次

健康培训：62万人次

年度出车次数：16.3万次

2017年母亲健康快车实际发车153辆

项目实施资金2106.896万元

覆盖：重庆、贵州、江西、河北、四川

陕西、云南、内蒙古、青海、安徽

宁夏、山东、广东、广西、甘肃

吉林、湖南、湖北、西藏、新疆

20个省区市的113个县市医院

以及老挝、柬埔寨2个国家

Labaciren' s Bond with the Project

拉巴次仁，今年 43 岁，是西藏自治区达孜县唐嘎乡

卫生院的妇幼骨干医生，在妇幼战线工作已 29 年。有一次，

他在参加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资助，西藏自治区母子保

健协会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会时，无意间发现院子里停放

着一辆母亲健康快车。这辆白色的医疗车引起了他极大的

兴趣。原来，在拉巴次仁工作的卫生院仅有的一辆车报废

后，他就不得不骑马，或徒步去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区探

访病人，这样的方式大大影响了妇幼保健工作的开展，令

他一筹莫展。村医培训班结束后，他对这辆车仍然念念不

忘，魂牵梦绕。

他在母子保健协会门口犹豫了两次，终于在第三次鼓起勇气提出想借用这辆车。在借用母亲健康快车的两

个月中，拉巴次仁他们争分夺秒，接送孕产妇 12 人，进行乡村义诊 30 次，为 60 个孩子接种疫苗。拉巴次

仁的愿望是他所在的卫生院也能拥有一辆自己的母亲健康快车，这样就不用再骑马跋涉费时耗力，能更好地处

理危急情况。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在蚂蚁金服公益平台上发起了“母亲健康快车”的筹款

项目，在网友的爱心助力下，现在车辆已发往西藏，去帮助更多的藏区妇女儿童。

拉巴次仁的母亲健康快车情结

Sleepless Nigh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急诊科的不眠之夜

典型案例

Cases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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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中 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建设银行

共同在北京举行“母亲健康快车”

发车活动。活动前，全国妇联主

席沈跃跃亲切会见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国立、行

长王祖继、监事长郭友，感谢中

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对妇女公益

事 业 的 大 力 支 持。 在 发 车 活 动

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孟晓驷

接受中国建设银行捐赠，并颁发

捐赠证书。出席活动的领导共同

向受助妇联代表颁发母亲健康快

车“金钥匙”。最后，随着田国

立董事长下达的发车令，56 辆满

载建行人爱心和祝福的母亲健康

快车开往陕西、宁夏、贵州、江西、

重庆、山东、广东七省（区、市）

的贫困县乡及老挝、柬埔寨两国，

为当地妇女送去健康检查、疾病

救治、孕产妇卫生保健等服务。

 至 此，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已 累

计向“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捐赠

4500 万元，向 21 个省、区、市贫困县乡及老挝、柬埔寨两国捐赠 303 辆母亲健康快车，累计受益人数达

90.95 万人，其中义诊咨询人数 28.3 万人，健康普查 48.49 万人，培训基层工作人员 10.61 万人，救助转

诊危重病人 1.7 万人，运送孕产妇 1.7 万人，免费发放药品 164.73 万元 , 有效促进了项目实施地妇幼健康水

平的提高。

56 Vehicles Set Of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Has Donated 45 Million Yuan to Help Improve 
Impoverished Women's Health

1、56 辆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启程，中国建设银行累计捐赠 4500 万元助力贫困

妇女健康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的“妈妈的生命专车”众筹项目捐购的 12

辆母亲健康快车在 2017 年母亲节前陆续发往重庆、江西、贵州、陕西、四川等地的妇幼保健院，为当地女性

送上来自“娘家人”的问候与关爱。

2017 年 5 月 11 日 ，“母亲健康快车”重庆发车仪式在永川区举行。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开展了母亲健

康快车义诊宣教活动，免费为当地百姓量血压、问诊，派发健康知识宣传资料，活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Greetings from Home on Mother's Day: 12 Vehicles Set Off

2、母亲节的“娘家问候”：12 辆母亲健康快车启程

Taobao Public Welfare Plan Cooperates with the Project 

2017 年 6 月 14 日，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内

蒙古呼和浩特举行，这标志着淘宝公益

宝贝捐赠的母亲健康快车的公益之旅起

航。来自 8 个地州妇联主席、执行医院

院长、司机参加了此次发车仪式。一位

来自赤峰的司机大哥说：“特别高兴，

可以开着新车去义诊了。”他还自掏腰

包买了一套新衣服，站在车前万分欣喜。

此次项目在淘宝公益宝贝的预期筹集金

额是 132 万，最后超额完成目标至 181

万，这是淘宝、天猫爱心网商和数十万

爱心网友力量的汇聚。

3、淘宝公益宝贝众筹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再出发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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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创业计划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点，不断探索创新
汇聚资源带动女性创业就业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Takes Targeted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rings Forth New Ideas and Integrates Resources to Promote Women 

to Start Businesses or Get Jobs

2017 年

投放母亲创业循环金 1050 万元

回收循环金 1185 万元

落 实 @ 她 创 业 计 划 项 目

3312.8 万元，为 3610 名

妇女提供培训，为近 5000

名妇女提供创业扶持金，辐

射带动超过 15000 名受益

人增收致富

项目创新推出 @ 她创业

计划—哈尼红米公益

伴手礼；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合作，建成国内

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示范村，并衍

生出多个带动女性实现

创业就业的“@ 她创业

计划—彝绣工坊”

扶持涵盖环保、教育、可持

续发展等多个创新公益领域

的女性草根组织，积累优质

合作资源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黑木耳种植能手
Leading Villagers to Escape Poverty and Increase Income 

孙秀荣是内蒙古扎兰屯市河西街道回民村村委会副主任。几年前，她入户走访时，

赶上村民忙着黑木耳生产，这激起了她对种植袋装黑木耳的浓厚兴趣。回家后，孙秀

荣与丈夫决定投入全部积蓄，尝试种植了 1.5 万袋黑木耳。然而，因不熟悉技术，导致三分之一绝产。经过这

次打击，孙秀荣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于是，她积极参加各种培训班，跟有经验的大户学习管理经验，同时在扎

兰屯市妇联的帮助下，争取到 2 万元母亲创业循环金，使她将生产规模从 1.5 万袋扩大到了 6 万袋，黑木耳

种植收益明显提高。孙秀荣近年来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这两年的年收入都在 30 万元左右。

村里人见她赚了钱，也都想和她一起干。孙

秀荣主动承担起解决菌袋和技术等问题的责任，

并逐渐成为河西街道回民村种植黑木耳的“领头

羊”，带动 24 户贫困户从事黑木耳种植业，使

种植户年人均收入达到近 1.5 万元。

“@ 她创业计划”助力内蒙古妇女创业致富
Project Helps Inner Mongolian Women Start Businesses and Increase Income 

 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旗蒙古族妇女都义

乐是“@ 她创业计划—母亲创业循环金”

的受益人。14 年前，她的儿子生了重病。为了生活，她拜师学艺

制作奶食品，维持生计。

2017 年，得知旗妇联要实施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她创业

计划—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后，都义乐立即写了一份详尽的计

划书，她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

姐妹都实现脱贫致富。这份计划书通过层层审核、评估，最终得以

通过，都义乐获得了 3 万元创业贷款。

都义乐利用资金添置了生产设备，在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开设

了“唐苏格奶制品”商铺，与十余户牧民签订长期合作的合同，收

购牛奶。同时，她不断研究新产品，产品种类拓展到奶豆腐、奶糖、

图德、葡萄酒等十余种，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呼伦贝尔新右旗、兴

安盟各旗县、通辽、呼和浩特、北京等地，年销售额达十几万元。

现在的都义乐不仅被旗妇联聘为“百场免费脱贫培训进基层”

活动特邀讲师，定期为贫困妇女讲授奶食品制作技术，为推进精准

脱贫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还被呼伦贝尔市妇联授予“妇女创

业就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Cases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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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5 日，沃尔玛

（中国）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宣布将全面升级现有的女性经

济自立项目。在 2010 年设立“沃

尔玛妇女发展基金”以来投入母

亲创业循环项目回收的 950 万元

本金基础上，再次追加捐赠 100

万元，合计 1050 万元，通过 @

她创业计划全部用于女性经济自

立项目。升级后的 2.0 版女性经济自立项目结合精准扶贫及创新创业等社会热点，开创性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帮

扶计划，帮助农村贫困妇女、女性小微企业创业者及职场女性等不同群体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

Walmart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itiative Supports the Project

2、沃尔玛打造 2.0 版女性经济自立项目投入千万基金助力 @ 她创业计划

CWDF and Loreal China's Public-Welfare Project Competition Results Announced 

2017 年 6 月 16 日，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携手欧莱雅（中国）共

同设立的“助力女性美丽绽放”创

新公益项目评选结果揭晓。20 个挖

掘女性潜能、赋予女性平等追求教

育、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创新公益项

目，最终从 350 个申报项目中脱颖

而出，分别获得 5 万至 20 万不等

的公益基金支持，助力项目未来发

展。其中，“特殊妈妈圆梦计划”

项目、“女大学生智创彝族手工艺”

项目和“村医之家妈妈的盼望”项

目分列前三。20 个获奖项目覆盖江苏、北京、四川、上海、山东、浙江、新疆、西藏、辽宁等十余个省区，

聚焦于环保、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创新公益领域。这些项目在特定领域切实地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培养、

提高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具有较好的创新性、社会影响力及可复制性。获奖的 20 个项目目前累计受

益人群已近千万。

1、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欧莱雅（中国）合作“助力女性美丽绽放”

创新公益项目评选揭晓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2017 年 6 月 8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 SAP 公司主办，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联合承办的“@ 她责任梦想—女性企业家数字化转型”高端培训班在京举办。来自北京市各区县女企业家

协会以及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西、甘肃等地驻京女企业家协会的 260 余名女企业家参加本次培训。

为了帮助女性企业家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转型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女企

业家协会、德国工业 4.0 专家组成员 -SAP 公司合作开展了“@ 她责任梦想—女企业家数字化转型”培

训项目。该培训项目旨在启迪女性企业家实现数字化转型和颠覆性创新的开拓思维，引领企业在进入数字经

济时代时把握先机，缩小职场中的性别差异，赋能女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提升创新领导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Her Responsibi l i ty  and Dream Program's Women Entrepreneurs Digi ta l  Transformat ion 
High-End Train ing Held in Bei j ing 

3、@ 她创业计划之“@ 她责任梦想—女企业家数字化转型”高端培训在京举办

2017 年 9 月 6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玫琳凯（中国）

有限公司相聚在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外普拉村共同启动 @ 她创业计划 SDGs 示范村项目。

为进一步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实践，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地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玫琳凯

（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示范村项目。该项目以外普拉村为试点村落，

采取社区、公共部门和企业合作的创新模式，为彝族贫困农户，尤其是妇女，提供能力建设，帮助她们把握发展机会，

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同时利用当地已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将外普拉村打造为生态健康村，开发以生态旅游为基础

的发展模式。该项目充分发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女性培训和促进创业就业方面的优势，通过可持续的实施模式，

实现精准扶贫和自我发展，以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Raise Her Business Plan's SDGs Model Village Project Initiated in Yunnan

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她创业计划 SDGs 示范村项目在云南楚雄启动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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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邮包”项目迎来五周年，积极探索项目新发展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Celebrates Fifth Anniversary

Actively Boosts New Development  

2017 年

“母亲邮包”公益项目

实施项目资金

1439 余万元

共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发放

母亲邮包 8 万余个

8 万余名贫困母亲及家庭受益

2017 年是“母亲邮包”公益项目实施五周年。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召开了项目五周年总结推进会，

总结过去，表彰优秀，展望未来

“母亲邮包”项目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前往云南、

重庆、新疆、甘肃四省区市，深入基层倾听百姓

的需求，了解基层妇联的要求，对“母亲邮包”

项目进行分析与改进，并于年底通过公开招标的

形式对“母亲邮包”项目进行了整体升级

张 清 友 是 贵 州 省 毕 节

市 的 一 名 农 民， 丈 夫 在 外

地 打 工， 家 里 的 农 活 全 靠

张妈妈一人。

当 她 接 过 探 访 网 友 们

送 上 的 母 亲 邮 包 时， 张 妈

妈 第 一 次 知 道， 在 大 山 外

面， 原 来 也 有 那 么 多 人 一

直 在 关 注 着 村 里 的 生 活，

母亲邮包是对她十几年辛

勤劳作撑起整个家的肯定。

她 说：“ 那 么 多 人 想 着 我

们 哩， 生 活 咋 能 不 好 嘛，

肯定越来越好！”

 
Condolence and Impetus

贵 州 省 毕 节 市 织 金 县

三甲村的村民王琴有智力

障碍，幸好生活仍能自理。

破败不堪的茅屋里，一堆

风干的玉米棒子是唯一有

价值的东西。村里人都说，

妈妈（王琴）是治不好了的，

智力正常的儿子是她唯一

的生活希望。当母亲邮包

送到王琴手中时，她露出

了笑容，一个邮包可以给

她带去匮乏已久的日用品，

也能在她和孩子心里点一

盏希望的灯。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是慰问，更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是肯定，也是鼓励

典型案例

Cases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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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31 日， 中 国 妇 女

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母亲邮包”

项 目 五 周 年 总 结 推 进 会。 来 自 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妇联的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县

市级妇联负责人，各地邮局代表，捐

赠企业及爱心个人代表齐聚一堂，见

证项目五年来取得的成果。全国妇联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琳，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孟晓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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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邮政集团的相关领导出席了此次

活动。

会议对五年来为“母亲邮包”项目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颁奖，共颁发 61 个“先进单位奖”、20 个“服

务支撑奖”、17 个“企业贡献奖”和 60 个“个人贡献奖”。

2017 年 3 月 8 日， 中 国 妇

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唯品会在三八

节当天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为当地的环卫女工送去了

节日礼物——母亲邮包。

唯 品 会 通 过 旗 下 公 益 平

台——唯爱行，号召网友共同参

与捐赠步数，在三八节期间共为

巴彦淖尔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

环卫女工捐赠价值 20 万元的母亲

邮包。12 月，唯品会继续通过“用

户每走 1 公里捐 1 元”的形式，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母亲邮包校园安全

应急包 125 个。

2017 年 7 月 20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带领李宁公司员工代表、红颜会女企业家代表，一同前往青海

省互助县等地开展母亲邮包发放活动，此次活动为当地送去了母亲暖心包 400 个，母亲家庭包 100 个以及价

值人民币 60 万元的李宁服装。

CWDF and Loving Companies Visit Beneficiaries  

2017 Bringing Happiness Home Charity Activity 

2017 年 1 月 18 日，“把乐

带回家”启动仪式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马山县龙昌村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百事公司

的领导以及青年演员张一山共同

为当地贫困母亲捐赠出 2017 份

凝聚爱心的母亲邮包。同时，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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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春节。

1、2017 年“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公益行”

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爱心企业携手走进项目受益地区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Conference Held to Commemorat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s Western Journey Activity Held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8 月 10 日至 11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腾讯爱心网友代表一行，在当地

妇联的陪同下，来到贵州省毕节地区织金县、遵义市和赤水市，走访当地贫困家庭，了解母亲邮包发放情况以

及贫困母亲的实际需求与困难，并为部分母亲带去了母亲邮包。

3、“母亲邮包”五周年总结推进会召开

4、“母亲邮包”西部行活动举办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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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庭”项目围绕主题项目开展工作

守护家庭幸福
Happy Family Project Carries Out Various 
Activities, Safeguards Family Happiness 

2017 年项目主要围绕困境家庭帮扶、家庭安全倡导、技能提升培训和社区项目扶持四

个方面开展工作，实施资金为 2863.585 万元。

困境家庭帮扶项目着眼于关注贫困家庭，为贫困家庭提供助医、助学、生活救助等，项目

累计实施资金 1651.55 万元。2017 年，“母亲微笑行动”在全国共开展手术活动

11 场，免费手术救助贫困患儿约 910 例，助养了近 300 名贫困儿童，为 100
余名病患儿提供医疗救助，为 6630 人次及家庭提供了求医途中的住宿。

开展自闭症早期诊断与干预应用实践技术培训、早产儿健康护理培训等相关培训 10 余
场，定制儿童安全书包共计 14054 套，同时帮助 4250 名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摆

脱疾病痛苦，累计受益人次达到 4 万。

家 庭 安 全 倡 导 项 目 着 眼 于 关 注 儿 童 安 全、 家 庭 卫 生 和 女 性 出 行 安 全， 累 计 实 施 资 金

1056.95 万元。历时三年，完成在全国 13 个一线城市布局 13 家儿童道路安全

体验中心的目标，举办了 3000 余场大型儿童安全主题活动及社区交通安全倡导活动，

受益人群超过 35 万人次，免费编印并发放安全类科普读本 9 万册，项目宣传辐射效

果达到千万人次。

社区项目扶持着眼于对 NGO 组织的孵化、培育，旨在提高优质公益项目及公益组织的

运作能力，项目涵盖环保、教育等领域，进行专业化项目输出。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项 目 着 眼 于 女 生 职 业 发 展、 村 医 技 能 提 升 等， 累 计 实 施 项 目 资 金

120.085 万元，为 2 万余名孕妈妈进行了孕妇课程培训，编印并发放了 40 余
万册科普读本，直接受益人群达 40 余万；为西藏 80 余名村医进行了全科培训；资

助 13 所大学的 132 名工科女大学生发展，在 6 所高校开展女生职业生涯论坛，举

办简历制作公益讲座，帮助近 3000 名毕业生找到了求职方向，重新制定了职业目标。

 
Girl Aged 16 Starts New Chapter of Life

广西女孩美兰是一个 16 岁的花季少女，

她很不幸，由于唇腭裂被家人遗弃，养父在

垃圾堆里发现并收养了她。3 年前 , 女孩儿

的养父过世后，她一直跟着养父的妹妹一起

生活，一家人生活十分拮据。由于是弃婴，

美兰没有出生证，也上不了户口。没有户口，

也就上不了学。

美兰虽然不幸，却又是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母亲微笑行动”广西站 83 名唇腭裂

患者中接受免费救助的幸运者之一。2017

年 9 月 24 日，美兰在广西南宁接受了手术，

迎接她的将是崭新的生活。

Kazakh Girl Gains Beautiful Smiles

先天性唇腭裂，是一种无比残酷的病症，残忍地剥夺了很多孩子天真快乐的童年。

对于新疆哈萨克族女孩萨娜提来说，6 岁之前的回忆是痛苦的。从出生起，小萨娜提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

一样。这个爱笑的女孩，嘴唇先天性裂开了一瓣。她的笑容，看上去像一朵破碎的花。没有别的小朋友喜欢和

她玩。她的童年习惯了孤独，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做游戏。

常人看来，像呼吸一样简单的微笑，对于幼小的萨娜提来说却是一件天大的奢侈品，她要花费整个童年的

时间等待一个微笑。所幸的是，在 6 岁那年，她接受了“母亲微笑行动”的救助。手术后，萨娜提收获微笑

的能力，她笑起来的样子像一个迷人的小天使。

16 岁花季少女开启生命新篇章

哈萨克族女孩获得美丽笑容

术后术前

案例－ 2
Case 2

术前 术后

典型案例

Cases

案例－ 1
Case 1

案例－ 2
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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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s Smile Campaign is Implemented Nationwide

一、母亲微笑行动
 Mother's Smile Campaign

1、“母亲微笑行动”项目在全国开展

 Mother's Smile Campaign Wins Awards

2017 年 11 月，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名单正式揭晓，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微笑行动”项目发起人

韩凯医生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2017 年 12 月 17 日，“今日头条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母亲微笑行动”荣获“我是头条·2017 年

今日头条年度盛典”年度公益项目。

2、“母亲微笑行动”项目频频获奖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活动场次 地点 活动医院 筛查人数 手术人数 医疗志愿者数量 非医疗志愿者数量

2017 年 3 月 22-26 日 广西南宁市红十字医院

玉树八一医院

西藏边防武警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南宁市红十字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曲靖市妇幼保健院

中卫市人民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赫章县人民医院

广西南宁 165 100 38 26

甘肃兰州 262 117 42 10

贵州赫章 106 67 28 23

宁夏中卫 98 60 33 28

青海玉树 99 49 29 34

西藏拉萨 137 88 37 80

广西南宁 149 84 25 21

广东肇庆 86 66 25 30

北京 30 20 20 24

云南曲靖 139 88

3168891560截止 2017 年累计 336

新疆乌鲁木齐 289 150 39 60

2017 年 4 月 18-23 日

2017 年 5 月 10-15 日

2017 年 6 月 7-11 日

2017 年 7 月 6-11 日

2017 年 7 月 13-18 日

2017 年 8 月 17-21 日

2017 年 9 月 20-24 日

2017 年 10 月 18-23 日

2017 年 11 月 30-12 月 2 日

2017 年 12 月 14-18 日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母亲微笑行动”2017 年巡回医疗活动数据

2017 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项目全年围绕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的建设及运营 

展开多方面的工作，举办 13 家体验中心运营交流会，开展“共创儿童交通友好社区”创意征集活动及举办“第

三届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撰写并发布《中国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实践创新报告》，打造项目传播平

台，全年项目累计实施金额超过 9793816.37 元。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Project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在原有的 8 家场馆的基础上，在南京、杭州、青岛、

西安、昆明五地选取项目运营机构，建立了新的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中心运用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辅以

相关心理设施设备，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对儿童及家长进行以道路安全为主题的家庭安全教育。截至 2017

年底，共计受益人次近 30 万。

Compiling and Releasing Chinese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Report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开展创新研究，围绕儿童道路安

全话题共同探讨家庭与社区的建设、社区创新以及本地立法的推进。报告针对教育不足、道路安全意识薄弱等

造成儿童道路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参与、共享、共创”的解决之道，并分享了全国 13 家儿童道路安

全体验中心的创新实践案例和经验。

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儿童安全
Volkswagen (China) Children's Safety Project

1、“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项目

2、编撰发布《参与、共享、共创—中国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实践创新报告》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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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ject has benefited 14,054 left-behind children in Jiangsu, Hubei, Xinjiang, Xi'an, Sichuan and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儿童安全书包”项目全力协助项目地区消除儿

童安全隐患，形成系统性儿童安全保护机制。2017

年，项目募集资金 161.79 万元，执行 215.97 万元，

为湖北麻城、新疆、西安、安徽阜阳、四川等地 4054

名贫困留守儿童定制并发放儿童安全书包、安全物资

和学习用品，为江苏省贫困留守儿童定制 10000 套儿

童安全书包。项目自 2015 年 9 月启动实施以来，共

接受大众汽车集团、工商银行、蚂蚁金服网友等社会

各界捐赠 4785266.28 元，累计发放儿童书包 36174

套，捐赠意外伤害保险 7103 份，直接受益儿童及家

庭 36174 个，间接受益超 10 万余户。

三、“儿童安全书包”项目
Children's Safety Bag Project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儿童安全书包”项目覆盖江苏、湖北、新疆、西安、四川等省市，

惠及 14054 名留守儿童

项目重点活动

Major Activities

Third China Children and Road Safety Forum Held

为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儿童道路安全，进一步普及儿童道路安全知识，推动地方儿童交通安全的立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完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在前两届的基础上，举办第三届“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本次论坛围绕共创儿童交通友好社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针对移

动出行时代，如何应对儿童道路安全新挑战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3、举办第三届“守护童年∙平安童行”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

灾害赈济工作有序开展
Effective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启动“新疆塔县 5.11 地震”、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水灾救援、

“8.8 九寨沟地震”、“8.9 精河地震”等应急响应 12 次。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万事达卡等合作

伙伴的支持下，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轻松筹等网络平台共筹集救灾款物 1390.390944 万元，其中资

金 924.423424 万元，物资 465.96752 万元。

针对各地灾害的不同特点，结合灾区妇女儿童需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断深化以往物资援助、健

康资助和灾后生产生计恢复以及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的内涵，配合当地政府高效有序参与救

灾。在紧急救援阶段，共分 16 批次向新疆塔县、精河县、九寨沟地震灾区、江西、湖南、广西等洪涝灾

害地区发放价值 453.54 万元的母亲邮包 25591 个；分 17 批次向灾区发放价值 465.97 万元的妇女儿

童营养食品、卫生用品、床上用品及衣物等；为甘肃西和县受灾妇女提供了价值 69.4 万元的健康保险以

及 50 万元的贫困母亲“两癌”救助款；向新疆精河和甘肃西和灾区发放了 2 辆母亲健康快车；与专业机

构合作，在九寨沟地震灾区设立妇女儿童心理援助工作站，将开展灾后一年的心理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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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接受社会捐助救灾款物及落实情况统计表 ( 单位：元）

Chart of 2017 Disaster Relief Don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启动“新疆塔县 5.11 地震”、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水灾救援、“8.8 九寨沟地震”、

“8.9 精河地震”等应急响应 12 次。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万事达卡等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腾讯公益、支付宝、

轻松筹等网络平台共筹集救灾款物 1390.390944 万元，其中资金 924.423424 万元，物资 465.96752 万元。具

体捐赠及落实情况如下：

灾害响应 捐赠单位

新疆塔县地震

山西五台县

旱灾

江西水灾

腾讯爱心网友

腾讯爱心网友

腾讯爱心网友

轻松筹爱心

网友

常州普嘉贝尔

服饰有限公司

广东富迪慈善

基金会

上海曼伦商贸

有限公司

紫罗兰家纺

阿尔山饮品（北

京）有限公司

阿尔山饮品（北

京）有限公司

广东富迪慈善

基金会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儿童羽绒服

卫生巾

消毒液

洗手液

床上用品

（棉被、被套、

床裙等）

矿泉水

矿泉水

卫生巾

5 月 16 日，500 个母亲邮包暖

心包己运抵塔县地震灾区，已全

部发放完毕。

筹 款 结 束， 与 轻 松 筹 筹 集 的

1140 元联合执行。12 月 12 日，

1780 个母亲邮包己发往江西灾

区，元旦前完成发放。

7 月 1 日，1000 个 母 亲 邮 包

暖心包运抵婺源、修水灾区，7

月中旬己完成发放。

筹款结束，与腾讯爱心网友捐赠

的 176807.04 元联合执行，12

月 12 日，1780 个母亲邮包已

发往江西灾区，元旦前完成发放。

不 足 52.96

元 由 妇 基 会

管 理 经 费 中

补齐。

5 月 18 日，运抵灾区，已全部

发放完毕。

7 月 6 日，发往江西婺源灾区，

已全部完成发放。

7 月 7 日，发往江西融水县灾区，

7 月 23 日，已全部完成发放。

12 月 25 日，棉被、被套等共

计690件床上用品已发往灾区，

2018 年 1 月初全部发放完毕。

7 月 4 日，1667 箱矿泉水运抵

灾区，已全部发放完毕。

7 月 3 日，925 箱运抵婺源县，

7 月 8 日，1772 箱运抵修水县，

截至 7 月 20 日，已全部安排发

放完毕。

5 月 20 日，运抵灾区，已全部

发放完毕。

100000.00

176807.04

200000.00

1140.00

340000.00

150000.00

199272.00

158528.00

128025.6

207129.60

199980.00

100000.00

176807.04

200000.00

1140.00

340000.00

150000.00

199272.00

158528.00

128025.6

207129.60

199980.00

       腾讯爱心网友

合计

合计

合计

购置母亲邮包

款物合计：645748.91

款物合计：1092876.64

款物合计：128025.6

筹款结束，执行中。

539980.00

714929.6

128025.6

105768.91

377947.04

5768.91

639980.00

1092876.64

128025.6

捐赠资金 捐赠物资 已落实 用 途 落实情况 备 注

湖南水灾

广西水灾援助

吉林水灾援助

轻松筹爱心

网友

紫罗兰家纺

雅培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腾讯爱心网友

蚂蚁金服公益

爱心用户

广东富迪慈善

基金会

欧莱雅（中国）

上海曼伦商贸

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爱茉莉太平洋

联合技术公司

购置母亲邮包

和灾区妇女儿

童急需的生产

生活用品

双人棉被

雅培全安素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卫生巾

洗发水

护发素

消毒液

洗手液

雅培全安素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60 万元购置 3000 个母亲邮包

暖心包，7 月 10 日发往湖南衡

阳县、绥宁县、桃源县、桃江县、

泸溪县 6 个受灾县，7 月下旬已

完成发放。482291.55 元拨付

湖南省妇联用于购买灾区妇女儿

童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

574 床双人超大棉被，10 月 24

日已发往灾区，11 月底已全部

发放完毕。

购 置 10000 罐 全 安 素，10 月

16 日发往益阳、岳阳、娄底、

湘西等 10 个受灾县，11 月初

全部发放完毕。 

8 月 4 日，首批 1500 个母亲邮

包贴心包发往吉林省吉林市、延

边州等受灾地区，8 月中旬已全

部发放完毕。 

剩 余 20.84

元， 将 与 其

他 众 筹 救 灾

款 项 合 并 用

于 购 置 母 亲

邮包。

7 月 1 日，第一批 400 个母亲

邮包暖心包己发往益阳灾区，7

月 27 日，第二批 400 个母亲邮

包家庭包已发往长沙市受灾较重

的 12 个区县，8 月初己全部发

放完毕。

7 月 6 日已发往宁乡、平江县，

7 月 26 日已全部发放完毕。

7 月 17 日已运抵湖南省桃江县

灾区，己全部完成发放。

7 月 7 日 发 往 广 西 灾 区，7 月

28 日已全部发放完毕。

购置 5000 罐全安素，10 月 16

日发往广西柳州，10 月底已全

部发放完毕。

购置 1000 个母亲邮包贴心包，

7 月 10 日已发往怀化辰溪县，

7 月 21 日已全部发放完毕。

购置 500 个母亲邮包暖心包，7

月 10 日已发往湖南祁阳县，7

月下旬已全部发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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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水灾援助

九寨沟地震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万事达卡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蚂蚁金服公益

爱心用户

蚂蚁金服公益

爱心用户

广东富迪慈善

基金会

腾讯公益

爱心网友

联合技术公司

网络众筹

为西和县60名、

漳县 20 名贫困

两癌患病妇女提

供救助

用于支持灾后重

建阶段妇女生产

生计

震区漳扎镇小学

学生校服援助和

受灾贫困家庭食

品援助

西和县44万元，

漳县 25.4 万元

购置母亲邮包

购 置 母 亲 邮

包，开展灾区

心理援助

卫生巾

购置母亲邮包

购买妇女及家庭

生产生活用品用

于灾后重建

购 置 一 辆 母

亲健康快车

11 月 29 日，50 万元救助款已

拨付甘肃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已完成前期需求调研并确定实施

方案，计划 2018 年 3 月签署协

议并拨付第一笔执行款。

12 月 13 日，第一笔漳扎镇小学

625 名学生校服援助款和受灾家

庭食品援助款 625933.76 元已

拨付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9 月初已落实到位，为西和县、

漳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妇女捐赠

健康保险。 

价值 20 万元的 2000 个贴心包

于 8 月 13 日已运抵灾区，8 月

15 日己全部发放。剩余 725.05

元将与其他救灾款合并使用，用

于灾区妇女儿童心理援助，12

月 13 日剩余 718.05 元已与蚂

蚁金服捐赠心理援助项目款合并

拨付四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1000 个暖心包、1000 个家庭

包、600 个贴心包已于 8 月 13

日运抵灾区，8 月 15 日已全部

完成发放。剩余 542627.07 元

用于灾区妇女儿童心理援助，

12 月 13 日，第一笔心理援助

项目款 379628.43 元已拨付四

川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9月中旬已全部完成发放。

2000 个贴心包于 8 月 13 日运

抵灾区，8 月 15 日已全部发放。

2000 个家庭包己于 8 月 28 日

运抵灾区，9 月初已全部发放完

毕。12 月 15 日，3809 个暖心

包已发往九寨沟灾区，元旦前完

成发放。

已确定实施方案并签署协议，计

划于 2018 年初拨付西和灾区。

12 月底已生产完成，根据甘肃

省妇联安排，3 月中旬将发往西

和县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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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 用 于 补

齐 爱 德 华 光

网络（深圳）

有 限 公 司 捐

赠 52 个 家

庭包。

精河地震

辽宁水灾

甘肃陇南

泥石流

内蒙古赤峰

龙卷风

爱德华光网络

（深圳）有限公

司员工

腾讯公益

爱心网友

蚂蚁金服公益

爱心用户

爱心网友

李宁公司

李宁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母亲邮包

购置一辆母

亲健康快车

李宁牌服装

李宁牌服装

雅培全安素

雅培全安素

52 个家庭包已于 8 月 28 日运抵

灾区，九月初已完成发放。不足

7 元由蚂蚁金服公益爱心用户捐

赠款补齐。

200 个暖心包于 8 月 17 日已经

运抵灾区，8 月底已全部发放完

毕。1000 个 贴 心 包、1000 个

家庭包于 9 月 18 日已运抵灾区，

9 月底已全部发放完毕。

1300 个贴心包于 8 月 17 日已运

抵灾区，8 月底已全部发放完毕。

11 月底生产完成，12 月 20 日

已运抵精河灾区

9 月初运抵精河灾区，已全部发

放完毕。

李宁冬季棉服 108 件，10 月 9

日运抵灾区，16 日完成发放。

5000 罐雅培全安素于 10 月 16

日发往灾区，10 月底已全部发

放完毕。

4000 罐雅培全安素于 10 月 16

日发往灾区，10 月底已全部发

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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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与公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网络众筹平台不断发展壮大，使公益捐赠者的参与方式更

加丰富和便捷。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新浪微公益、轻松筹等平台，使公益项目变得更加透明、及时、有

效，网络众筹已成为公益领域不可或缺的筹款方式。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运用近 30 年的专业公益

项目管理经验以及自身妇联组织优势，在民政部首批公布的 13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以自身品牌项

目作为长期筹款方式，并联合社会公益组织，开展了内容多样的网络筹款项目。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第三次参与腾讯 99 公益日，通过全会发动和联合劝募的方式，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认领共计 255 个项

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企业 1:1 配捐达 1000 万元，99 公益日三天的时间内，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筹

款 4561 万元，其中获得腾讯配捐 1364 万元，在公募基金会总筹款额排名中名列前茅。

2017 年，蚂蚁金服公益通过新发起与升级，将长期项目由原来的 2 个增至 5 个，其中“母亲水窖”在蚂

蚁金服公益平台开通长期项目包括“母亲水窖”、“母亲水窖月捐”、“校园安全饮水计划”等，总筹集善款

突破 1000 万元。“母亲健康快车”上线淘宝公益宝贝，筹集项目资金 180 余万元。

2017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在腾讯公益、蚂蚁金服公益、轻松筹等网络筹款平台募集善款突破 1 亿元，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蚂蚁金服网络筹款平台

Ant Financial Online Fund Raising Platform 

腾讯公益平台

Tencent Public Welfare Platform 

网络筹款能力持续提升
Improved Online Fund Raising Capacity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Major Projects

 Beautiful Sunshine Hair Salon Poject

2017 年 12 月 17 日，在 2017 中国百杰女性创业高峰论坛暨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女企业家爱心联谊

交流会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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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会名誉理事长黄晴宜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十届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

事长孟晓驷，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世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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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原纪检

组组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田淑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孟晓驷，中国

侨联副主席李昭玲等领导共同启动了支持新疆地区解决维族女性理发难、乡村妇女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的“美丽

阳光—靓发屋”公益项目。爱心女企业家代表共同向该项目捐款 90 万元。活动中，歌手黄绮珊被授予“美

丽阳光”公益项目宣传大使称号。我们希望通过公众人物的感召力，使更多爱心人士来关注和支持“美丽阳光”

公益项目，帮助女性成才成长。

1、“美丽阳光—靓发屋”项目

一、持续发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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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白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自 2013 年启动以来，通过开展“大课堂”“医疗技术一对一

帮扶行动”“儿童成长职业培训”“百姓身边的优秀妇幼人推选”等系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妇幼健康医疗服

务整体水平的实质性提升，为更多孕产妇和家庭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同时，通过免费发放面向准妈妈的

健康指导手册、协助医生向孕期准妈妈及新生妈妈传授相关知识等方式保障母婴健康。项目还以多种形式改善

女性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帮助她们缓解压力。

2017 年 ，“白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深入北京妇产医院等全国重点城市的妇幼保健 ( 医 )

院，走到一线医务工作者身边， 为她们送去温暖和关爱。同时，项目在 20 个省市召开了 100 场培训会，为

医护人员讲授心理减压、运动健康、平衡膳食等专业知识。 

开展帮扶行动，医疗机构帮扶手拉手。北京协和医院等医疗技术先进医院的专家深入中西部地区妇幼保健

院重点科室进行业务培训和交流，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救助水平，促进医疗管理业务提升。

“白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天使行动”

2017 年，项目在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品牌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在山东等 6 省市，开展了“第二届孕妇学校

老师授课展示活动”， 来自北京等 12 个省市妇幼单位的 782 名孕妇学校老师积极参与，既提升了孕校老师

们的授课技能和管理水平，又拓宽了妇幼健康教育的工作思路 。

“白衣天使基金—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 

White Ange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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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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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学习交流，提升职业技能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截至 2017 年，白衣天使基金覆盖 60 个城市，在 2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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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名儿童健康指导师和儿童成长顾问通过培

训考核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举办了 818 场医护人员培训会，2300 场孕妇课堂，累计发放科普读本 280 万册，

近 33 万医护人员受益，辐射逾千万母婴家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白衣天使基金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超仁妈妈”公益项目共筹集善款 1381 余万元，26 万人参与捐赠，影响了 300 余名女性社

会创业者及其项目和机构，扶持了 100 多家女性公益机构投身就业、健康、教育、环保等多个公益领域，辐

射带动 500 余名女性公益从业人员，项目直接或间接受益人数达 10 万余人。经过项目引领和培育，超仁妈妈

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创业实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方式，打造社会就业、创业枢纽，形成了更

大范围的社会创业网络。

2017 年，“妈妈制造”项目共募集资金 284.3069 万元，共支出 289.1017 万元，在云南、青海、河北、

贵州等 7 个省份成立了 15 家合作社，完成对藏绣、扎染、剪纸、蜡染、盘绣、刺绣等 8 种手艺的记录与传承，

带动 1000 余名妇女居家就业。项目联合张肇达等知名设计师创作 20 余种生活化产品，在唯品会、企鹅优品

等平台获得公众一致追捧。项目还得到世界名模马艳丽、演员张天爱、歌手萨顶顶、演员邢昭林等社会知名人

士的支持。2017 年，“妈妈制造”项目作为公益项目代表走向国际，参加“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

女性创新艺术展”。

3、“超仁妈妈”公益项目

Super Mom Project

4、“妈妈制造”项目

Made by Mama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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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8 日，由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中国妇女报、神州易桥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设立的“顺利办

公益基金”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孟晓驷及相关领导出席启动会。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捐赠 200 万元。基金旨在开展妇女扶

贫、女性创业、女大学生就业、女性创

业者公益培训等针对女性的一系列扶持

项目，致力于帮助妇女提升知识和工作技能，解决妇女就业瓶颈和提供创业中所需的服务，为女性创业就业提质

增效。

“顺利办公益基金”的设立，将带动更多的企业帮助女性创业者更好地适应市场，规范合理地帮助她们适

应经济发展和储备相关知识，为企业更好地服务。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项目新增合作医院 46 家，

总数达到 734 家。截至 2017 年底，项

目执行总资金 5990371 元，累计受益

女性超过 750 万。共举办 170 场微进修，

360 多名医护人员参加交流学习。

2017 年 12 月 2 日， 由 中 国 妇 女

发展基金会主办的 “第五届 PAC 关

爱天使全国咨询员技能竞赛”在北京圆

满落下帷幕，领域内近 120 位医师护

士作为嘉宾出席本次大赛。来自全国的

12 位关爱天使们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总

决赛，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技能竞赛。

截止到 2017 年底，项目已向全国

12 个省（自治区）100 多家医院捐赠

建立“导乐分娩活动中心”，近 4 万

名产妇享受到导乐分娩陪伴服务。通

过实施导乐项目，提高了自然分娩率 ,

优化了产科服务模式。

2017 年， 导 乐 项 目 共 募 集 分

娩 镇 痛 仪 39 台， 物 资 价 值 总 额 为

3142.152 万元；在新疆举办了导乐项

目培训推进会；在陕西和山西分别举

办了导乐项目说明会。为保障导乐项

目的科学性，项目组进行了回访调查。

2017 年，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接

受导乐服务的产妇 230 人，剖宫产率

由去年的 78% 下降到 53%。重庆市北碚区妇幼保健院的剖宫产率由去年的 89% 下降到 49%，效果显著。

6、“导乐分娩关爱服务”项目
Doula Caring Service Project

5、PAC 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

PAC Public Welfare Project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 5 月 10 日， 由 星 巴 克 携 手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星巴克

外来务工妇女职业能力培训”项目在成都

启动。该项目旨在为需要帮助的 18-28

岁外来务工女性免费提供短期的职业能力

培训，通过“求职技巧”、“职场礼仪”、

“沟通技巧”、“权益保障”等方面的课程，

提升她们的综合能力和个人素质，藉此增

强就业竞争力。  

项目将通过为期两年的培训，帮助 3000 名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务工妇女，提高她们的职业素养和

岗位胜任力，帮助她们拓展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让她们和她们的家庭拥有更稳定的生活，从而提升家庭幸福

指数。每期“星巴克外来务工妇女职业能力培训”项目结束后，参与培训的外来务工妇女如果符合招聘条件并

通过面试，还将获得加入星巴克工作的机会。

8、“星巴克外来务工妇女职业能力培训”项目
Starbucks Migrant Women Workers'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 Project

7、顺利办公益基金

Do It Successfully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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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自 2015 年 启 动 以

来，在减少晚期乳腺癌患者

的经济负担方面做出了积极

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2017 年， 项 目 共 收 到

阿斯利康（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捐赠现金 514 万元，物

资 17443 盒 药 品（ 氟 维 司

群注射液），价值人民币约

1.3 亿元。项目已覆盖全国

95 个 城 市，246 家 慈 善 医

院，4959 名患者得到援助，发放援助药品 16638 盒，价值人民币约 1.26 亿元。

在此基础上，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阿斯利康（中国）继续深入合作，于 2017 年 2 月联合发起“检爱 •

遇见未知的自己”BRCA 卵巢癌慈善关爱项目。在一年内，项目以专家顾问委员会为核心，将卵巢癌领域以

检测为基础的先进的精准治疗理念下沉到全国 14 个城市的 20 家医院。在推进当地卵巢癌医护工作者的继续

教育和患者教育的同时，项目为 1000 名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无偿提供 BRCA 基因的二代基因检测（NGS），

并为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患者提供免费专家咨询服务，持续推动女性两癌防治救治工作的开展。

2017 年， 在 社 会 各 界

的支持帮助下，“善医行全

科 医 生 培 训” 项 目 在 上 海

市、北京市共举办集中培训

班二期，培训村医 500 余名，

通过“一帮一”带教、远程

网络课堂、线下全科医生集

中培训等活动，指导村医学

习了中医诊疗、全科、急救

等技能。此外，云南、贵州、

江西、安徽、河南、湖北等

地建设“善医行理疗室”18

间，并培训当地村医掌握标

准化中医适宜技术，为乡村

卫生室配备了针灸治疗仪、

中药柜、理疗床、办公设施

等硬件设施，共服务周边 41282 名乡村居民，让偏远贫困地区的老人、妇女、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及时的

医疗诊治。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 4 月 9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红颜会联合主办的“妈妈制造 • 红颜会公益慈善晚宴”活动

在上海举办。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青海省妇联副主席宝兰花、褚橙创始人兼董事长马静芬 ,

著名音乐家、指挥家谭盾的夫人、中西合璧育儿专家黄静洁 , 红颜会优秀女企业家及嘉宾出席了活动。 

此次活动以中国妇女发展基会与红颜会共同发起成立的家族慈善基金为依托，通过守艺老阿妈手工艺品拍

卖及妈妈制造合作社认捐的形式为基金筹集善款，用于助力“妈妈制造”公益项目发展，在传承传统手工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捐赠回馈的形式持续为山村妈妈提供手工艺产品订单，并支持妈妈们建立妈

妈制造合作社，帮助具备一定生产技能的妈妈进行生产，使其通过劳动获得有尊严的收入，引导大众支持低收

入妈妈居家就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在红颜会爱心女企业家们的踊跃竞拍下，晚宴

共募集善款 71 万元。

9、家族慈善基金

Family Charity Foundation

10、“善医行”公益项目

Village Doctors' Training Project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1、因爱得芙—芙仕得慈善援助项目

Fulvestrant Charitable Assistance Project

2017 年 11 月 1 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滴滴出行在粉爱基金成立三周年之际共同宣布，将通过双方

共同发起的“粉爱基金”，推出“互联网出行行业女司机关爱保障计划”—为互联网出行行业女司机群体免

费提供专属公益保险及女性心理及职业健康公益线上公开课。 该计划主要包含“粉爱公益保障”及“粉爱公

益课堂”两部分内容。“粉爱公益保障”为互联网出行行业女性司机定制一款免费公益保险产品，为有未成年

子女的女性司机在服务时减少后顾之忧，预计将有 20 万名互联网出行行业女性司机受益。“粉爱公益课堂”

则是针对女性司机职业特点，从女性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两个层面，邀请国内著名身心健康专家为女性司机群

体免费提供心理及职业健康线上公开课。

2、互联网出行行业女司机关爱保障计划

Caring for Female Drivers of Mobile Transportation Platforms Plan 

二、资助救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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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联 合 中 国 SOS 儿 童 村 协 会， 共

同 设 立 SOS 儿 童 村 公 益 基 金， 为 中

国 SOS 儿 童 村 募 集 善 款， 用 于 儿 童

村的建设和日常发展需求，包括 SOS

儿童村妈妈工资、孤儿和妈妈大病补

充 医 疗 保 险、 助 学 金 等。2017 年，

SOS 儿童村公益基金共募集项目资金

总额为 123 万余元，随着筹款额度的

逐步增加， 使得 10 个 SOS 儿童村的

1000 多名孤儿的生活更有保障，也为

各村下一步救济更多的困境儿童打了

一剂强心针。在向社会募集款项的同时，也逐步扩大 SOS 儿童村的知名度，家庭妈妈逐渐被公众知晓，一方

面有利于儿童村招募新的家庭妈妈，另一方面也让女性自主择业得到更自由的选择空间。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4、“SOS 儿童村”公益项目

SOS Children's Village Charity Project

为进一步推动形成有利于儿童成长

的良好社会环境，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有关公益机

构、社会团体、媒体单位等联合发起“守

护童年”公益行动。2017 年，针对家

庭卫生健康、教育、救助等方面，开展

了一系列拓展项目，如“守护童年·绿

色天使”、“守护童年·我要朗读”、“守

护童年·早产儿关爱公益行”等。共募

集资金 206.15 万元，执行资金 165.29

万元，编印、发放 8.2 万册科普读本，

开展 13 场项目公益推广活动，组织发

放物资 80 万元并助养 200 名困境儿童。

3、“守护童年”系列拓展项目

Safeguarding Childhood Project

“光明公益行”试点项目是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申请的 2017 年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务项目。项目针对老年白内障及儿

童屈光不正的贫困患者，借助山西

省内具有先进眼科医疗设备、优秀

的专家团队的眼科诊疗资质医院，

以及山西省各级妇联组织的力量，

为 60 周岁以上的白内障眼疾贫困患

者以及 14 周岁以下的屈光不正的贫

困儿童提供诊疗及配镜服务。项目

通过宣传讲座、筛查义诊、咨询服务、

医疗服务等形式，开展眼健康知识讲座 843 场，筛查人数 21460 人，实际帮扶 1304 人，提高了大众眼健康意识，

为需要帮助的贫困患者提供诊疗及配镜，缓解了老年白内障及儿童屈光不正患者的家庭经济压力。

5、“光明公益行”试点项目

Guangming Charitable Tour Pilot Project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 2 月 16 日，雀巢奖

学金颁发活动在云南普洱举行。

自 2013 年以来，雀巢公司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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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优秀子女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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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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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对象为本科、

专科和高职学校的在校生，综合

学生的学术表现、社会实践经验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进行公开透明的选拔。

6、雀巢奖学金项目

Nestle Scholarship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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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4 日，由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

司支持的“中国建筑 • 救急难”行

动走进陇南市康县，将 88.9 万元满

载爱心的“救急难”资助金送到当

地 254 户因病致贫的家庭手中。时

值隆冬，虽然外面寒气袭人，但在

甘肃省康县岸门口镇许家河村因长

期患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许林元、

邹雪萍、王秀英三户家庭里却暖意

融融。当他们接过 3500 元“救急难”

资助金时，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让这个寒冷的冬日也充满了温情。

2017 年，安莉芳集团联合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发 起“ 感

恩·同行—蓝丝带行动”，先

后走进湖南邵阳县、云南玉溪市，

向两地少数民族女性共捐赠了价

值 200 万 元 的 爱 心 物 资， 同 时

邀请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及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专家为当地少数民族

女性举办女性健康知识讲座，传

递女性身心健康知识，提高女性

常见疾病防护意识，并对多户贫

困家庭进行深切慰问。

2017 年，安莉芳集团为蓝

丝带公益打开新的篇章，结合互联网 + 高速发展趋势，除了基层探访，更在电商平台开启“运动 + 公益”、“购

物 + 公益”系列献爱心活动，让蓝丝带慈善活动更加生活化、年轻化，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

8、2017 安莉芳蓝丝带行动
2017 EmbryForm Group's Blue Ribbon Action

7、“中国建筑 • 救急难”行动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s Caring for Impoverished Families Action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Second China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Ceremony in 2017 

2017 年 11 月 26 日，由妇幼健康研究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2017 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

会暨“第二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81 个获奖项目代表及全国妇幼健康与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代表 400 余人出席了大会。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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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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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安，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孟晓驷，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妇幼健康研究会会长江帆，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吴海

鹰等领导出席了颁奖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

本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主要涉及妇女保健、围产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出生缺陷防治、生殖健康、

中医药等研究领域，共评出科技成果奖 57 项，自然科学奖 22 项。获奖代表们纷纷表示，要在党的十九大精

神鼓舞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转变，努力为我国妇女

儿童健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1、2017 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第二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三、宣传倡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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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Phrase Project of China Women's Cervical Health Promotion Plan

2017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

心系系列活动项目办公室承办，默沙东

（中国）协办的“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

进计划”二期项目在北京正式启动。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孟晓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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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甄砚，默沙东（中国）

副总裁毕胜等领导、嘉宾以及“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项目专家代表、全国 50 多个省市的妇幼保健院

负责人、工会女工部部长、高校代表等近 300 人出席了当天会议。 2013 至 2016 年度第一期“中国女性宫

颈健康促进计划”项目开展的系列健康宣传活动，深入城市女性和高校女生中开展健康课堂，组织大型宣传

活动，已有超过 1000 万户家庭从中受益。二期项目，将在原有线下活动的基础上，通过创新的数字化线上平台、

校园宫颈疾病教育等，扩大项目覆盖人群，为广大女性提供专业、实用、科学的宫颈健康知识。

3、“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二期项目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2017 年 12 月 8 日，“2017 第三届

完美公益影像节”活动在扬州举办。全国

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

原副主任、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赵

阳，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任启亮，中共扬

州市委书记谢正义，中国禁毒基金会理事

长、公安部禁毒局原局长杨凤瑞，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张建岷，完美（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古润金、副董事长许国伟、总裁胡瑞连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本届影像节展映了十部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公益影像作品，他们平凡而伟大，每一位“最美善行者”都

值得我们用镜头去记录和传播，他们用善心行善行，传递温暖和感动。

活动中，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再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国禁毒基金会、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山市慈善总会各捐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共计 5000 万元，共同启动完美伙伴计划 2018 年

精准扶贫关爱行动，持续关爱帮扶中国贫困地区的数万个困难家庭以及学子。通过公益的创新发展，为精准扶贫

工作助力攻坚，发挥榜样的力量，凝聚社会爱心，唤起更多爱心人士的共鸣，让更多的爱心人士投身到公益事业中。

4、2017 第三届完美公益影像节
Third Perfect (China) Charity-Themed Film Festival in 2017

其它重要项目

Other Projects 

Everyone's Health Charitable Lecture Tour in China  Project 

2017 年 4 月，“人人健康公益巡讲中国行”专项基金设立。针对我国普通民众在骨关节病和高血压防治等

慢性疾病方面的问题，通过整合社会健康公益资源，在社区提供健康公益服务活动，切实帮助更多的群众提升健

康医疗知识水平，并解决广大低收入病患的实际问题。基金由山西康宝药业支持，2017 年捐赠 200 万现金以

及慢病防治药品，支持“人人健康公益巡讲中国行”专项基金项目的开展。

2、“人人健康公益巡讲中国行”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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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联合国第 61 届妇女地位委员会

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

Attending the 61st Session of the 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2017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应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邀请，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派代表团于 2017 年 3 月 12-18 日参

加了联合国第 61 届妇女地位委员会。此系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在 2016 年取得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特别咨商地位后首次派团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

委员会，具有历史性意义。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

会第 61 届会议优先主题为“妇女在不断变化的

劳动世界中的经济赋权”。代表团积极参会，广

泛交流，先后参加了妇地会联合国大会、边会和

NGO 平行论坛，聆听各国女性 NGO 的声音，

并与部分 NGO 组织进行了互动研讨，进一步扩

大了中国女性公益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并为参与

推动全球妇女发展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美国东部时间 2017 年 6 月 19 日下午，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

动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特别支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中友好协会共同主办，唯品会、承兴国际集

团、爱睿希集团捐赠支持。论坛以“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就赋权、赋能女性，政府、社会组织及企

业合作推动女性发展以及女性在艺术、时尚领域对公益所作出的贡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Minoru Takada，中国驻纽约副总领事张美芳 , 巴巴多斯驻

纽约总领事 Dr. the Hon.Donna、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代表，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唯品会副总裁黄红英，

承兴集团副总裁刘晖，爱睿希集团创始人兼首席财务官杰夫·耶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亚洲时尚联

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肇达，女企业家代表以及“超仁妈妈”代表等百余名嘉宾出席。论坛由美中友好

协会常务副会长李丽主持。

论坛开幕式上，主办方、支持机构以及相关组织代表分别做了致辞及主旨发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Minoru Takada 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此次论坛的关注和支持，指出此次活动符合联合国在女

性赋权方面的工作方向。性别平等是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十七个目标之一，也是联合国经

社事务部的工作重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女性的扶持投资是不够的，帮助和发展女性是联合国的工作重点之

一，希望通过此次论坛能将中国在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向世界展示，以此促进女性发展。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

事 张 美 芳 女 士 在 致 辞 中 表 达 了

对此次论坛的高度肯定，对中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举 办 此 次 论 坛

表示赞扬。她指出，女性是精神

财富的创造者，在推动女性赋权

方面，中国近年来致力于三个重

点方面的工作：一是中国积极参

与 女 性 相 关 的 多 边 和 单 边 国 际

合作；二是中国关注和投入女性

科学和技术发展，并促进很多女

性赋权方面的文书制定；三是中

国做了很多女性国际交流活动，

促 进 两 性 平 等 已 成 为 中 国 和 世

界各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中

国 女 性 正 在 卓 有 成 效 地 参 与 国

际事务。

巴 巴 多 斯 驻 纽 约 总 领 事 Dr. 

the Hon.Donna 在 致 辞 中 指 出

两性平等和赋权女性应该是我们

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他希望女

性在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

实现真正赋权，让女性在教育、

就业和提升自我的过程中，能够

享受到经济和政治给予的发展和

提高。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代表做了《面向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之路》的主旨发言，介绍了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女

性公益组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坚持赋权女性和促进性别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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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唯品会副总裁黄红英作为此次论坛的捐赠企业代表做了主旨发

言，介绍了唯品会等中国一批新兴的互联网电商企业在践行企业社会

责任，参与女性赋权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与会嘉宾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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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第一议题就“赋权女性与可持

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由维

恩 传 媒 总 裁 Wyen lee 作 为 引 言

人，广州律师协会副会长官选芸，

承 兴 集 团 副 总 裁 刘 晖，ANL 快 递

主席 Cindy Ye，著名女企业家、

前洪都拉斯常驻联合国外交官 Iris 

Salazar，E&L 咨 询 集 团 咨 询 师

Elena Estrin 等 就 此 话 题 展 开 了

讨论。

第二议题就“政府、社会组织

及企业合作推动女性发展”进行交

流，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高

级顾问 Annette Richardson 作为

引言人，著名女企业家、慈善家、

原 新 泽 西 州 州 长 顾 问 Margaret 

Lam， 爱 睿 希 集 团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财 务 官 杰 夫· 耶 茨， 美 国 韩 国 协

会 秘 书 长 Sun Hea Debi Kim，

UNDESA 代表等就此进行了讨论。

第三议题就“女性在艺术、时

尚 领 域 对 公 益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进

行交流，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任记

者、 母 乳 喂 养 爱 心 志 愿 者 团 队 长

徐 靓 作 为 引 言 人，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基 金 会 代 表， 中 国 著 名 服 装 设 计

师、“浜”高级时装品牌创始人代

智 勇， 纽 约 时 装 技 术 学 院 国 际 贸

易 与 市 场 营 销 终 身 教 授 Christine 

Pomeranz, 帕 森 斯 设 计 学 院 助 理

教授 Genevieve Jezick 等就此进

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发言踊跃，互动积极，

对于各自领域参与的公益项目、企

业家的慈善理念以及对女性公益事业的建议和思考做了热情的分享，

生动展示了中国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论坛结束后，

发言嘉宾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2014-2016 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美中友好协会连续三年分

别在美国、法国举办了“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女性创新艺

术展”，2017 年是第四届。代表团还在访美期间举办了“2017 女

性公益可持续发展手工艺创新展”，并拜访美国 WABC 电视台、哥

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洛杉矶市政府、星巴克总部、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等，进行女性公益方面的深入探讨和交流。

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手工艺创新展暨慈善拍卖晚宴
2017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ndicraft 

Innovation Exhibition and Charity Auction Dinner

近年来，中国女性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力量愈加凸显，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女性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

高中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的国际影响力，洛杉矶时间 2017 年 6 月 21 日晚 7 点，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美

中友好协会主办，北京蚂蚁力量传统手工艺文化发展中心协办的“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手工艺创新展暨

慈善拍卖晚宴”在洛杉矶举办。活动出席的主要嘉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孙鲁山，洛

杉矶市长办公室创新团队总监 Amanda Daflos，洛杉矶妇女地位委员会委员 Jackie Filla，环球影城副总裁

Kim Weedmark，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代表团一行，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张锦平，思迈勤传媒集团总裁李丽，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亚洲时尚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肇达和“超仁妈妈”项目爱心代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孙鲁山在开幕式中致辞，对此次活动给予高度肯定。活动现场

展出了由妈妈制造合作社提供的扎染、刺绣、剪纸等中国女性传统手工艺品。主要作品来自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扶持的女性创新手工艺产品和部分外国女性艺术家所支持捐赠的艺术品。艺术展旨在通过展示中国女性创新

及传统女性手工艺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独特风格，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提供平台，

从女性公益的独特角度展示中国女性公益组织的发展和进步。

张肇达先生在活动中发言，他表示将持续支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未来希望通过互联网，让更多的优秀

手工艺品、农产品走出大山，给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技术扶持、教育培训、金融服务、销售经营等方面的支持，

改善她们的生活。张肇达先生与白族彝族 100 位妈妈共同创作的《苍穹盘龙一150 米扎染艺术长卷》也在

洛杉矶活动现场展出。

随后的慈善拍卖晚宴上，嘉宾们纷纷捐购此次活动的展品，义拍所得都将用于扶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

性公益项目，帮助贫困女性。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公益摄影师杨峰，也在现场展出了他以纪实艺

术的摄影角度拍摄的一组 2017“妈妈制造”公益项目摄影展图片，为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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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时间 2017 年 5 月 16 日，2017“她力量助力一带一路”中西公益研讨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马德里大区政府、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主办，财富品质研究院、西班牙

旅游文化局、西班牙环球集团协办。研讨会以“女性公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就公益组织与企业家分

享慈善经验及其对“一带一路”的贡献、创新创业与女性领导力对“一带一路”的推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与探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助理胡金霞，马德里大区文化促进局局长玛丽亚，旅游文化局局长卡洛

斯和来自中国的女企业家代表以及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西班牙公益界、新闻界

代表等百余名嘉宾出席了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恰逢“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为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倡议，搭建沿线

国家女性公益交流合作平台，吸收和借鉴沿线国家公益组织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促进女性人才“走出去、引

进来”良性互动和务实合作，在中西两国众多友好组织及爱心企业家的支持下举办了本次活动。

马德里大区政府在市政厅为代表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马德里大区文化促进局局长玛丽亚和旅游文化局局

长卡洛斯亲切会见了全团。玛丽亚局长代表马德里大区政府主席克里斯蒂娜女士向代表团来马德里举办“一带

一路”女性公益研讨会表示热烈欢迎 , 并表示马德里政府大力支持两国妇女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卡洛斯局

长谈到，西班牙首相正在中国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代表团的到访必将促进两国妇

女在经贸、文化、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助理胡金霞在会上做了《女性公益组织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发言，

她介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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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重点领域开展公益项目的

情况以及实现的成效，阐述了女性公益组织在推动妇女和经济发展、构建包容的社会文化以及促进企业社会责

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号召各方凝心聚力，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博士表示，此次西班牙“她力量助力一带一路”之行，应时应势应景，用实际行

动响应习主席所倡导的繁荣之路、和平之路、创新之路，搭建了中国优秀女企业家与西班牙文化、艺术、公益

的交流平台与互动机制，非常具有高度、深度与广度。

与会嘉宾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第一议题就“公益组织与企业家分享慈善经验及其对‘一带一路’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红颜会执

行副会长邵治、西班牙环球总裁大卫、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庆、提森博物馆市场总监 Elena Vila 

Benarroch、熙定资本主管合伙人王磊、西班牙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轮值会长兼秘书长黄小捷、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国际合作办主任张蕾等就此话题展开了讨论。

第二议题就“创新创业与女性领导力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学平大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彭学平，寰宇航空管理咨询公司西班牙主席阿比盖尔，上海别出心裁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春旭，

大西洋委员会主席、青年女性 CE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女性代表克劳迪娅，千颂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医美

云购副总裁葛林娟，西班牙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拉盖尔，上海希瑞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红亚以及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合作发展部主任吴琼等就此进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发言踊跃，互动积极，对于各自领域参与的公益项目和企业家的慈善理念做了热情的分享，纷纷

表示一定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发扬共商、共享、共建精神，展示女性领导力，创新进取，做推动

经济发展的领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带头兵，并愿意为积极推动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和公益合作作更多的贡献，

共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访西期间，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阮松英带领姐妹们与代表团开展了联谊活动，中国驻西班牙使

馆朱健参赞出席并发表讲话。代表团与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进行了工作座谈，与 LOEWE 基金会主席、家族

第五代女性传承人进行了交流。代表团在圆满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后启程意大利，参访 Prada 艺术基金会、

Bracco 基金会并学习考察意大利百年家族企业的先进理念、管理经验以及慈善公益模式。

2017“她力量助力一带一路”中西公益研讨会
2017 She Power Boos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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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Public Welfare Project held fifth anniversary development forum in Beijing.

Pepsi 2017 Bringing Happiness Home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activity was held in Guangxi.

China Art Festival Foundation Water Culture Development Fund cooperated with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The launching ceremony of Looking for the Original New Year Atmosphere national public welfare action was held.

◎

◎

◎

◎

◎

“PAC 流产后关爱公益项目”在北京举办了 5 周年发展论坛。

2017 百事“把乐带回家一 ‘母亲邮包’公益行”走进广西。

中国艺术节基金会水文化发展基金与“母亲水窖”项目开启合作。

“寻找曾经的年味儿”全国大型公益行动启动仪式成功举行。

◎

◎

◎

Meeting Unknown Self Ovarian Cancer Charity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Family Heal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 donated to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in Sinan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

◎

“检爱 • 遇见一 未知的自己 卵巢癌慈善关爱项目”在京启动。

家庭健康发展基金贵州省思南县“母亲水窖”项目捐赠仪式举办。  

◎

◎

January01月

February02月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兴关爱基金成立暨“关爱她未来 • 助力女性成长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

“绽放她力量——2017 超仁妈妈助力计划”公益活动首站在广州举行。

“守护童年 • 中国辣妈优生计划”公益项目 2017 年发布会在广州成功召开。

“助力女性美丽绽放公益项目创新奖”评选报名启动。

“水卫士行动”携手“母亲水窖”公益项目继续在全国“两会”开展节水计划。

2017 赛莱默世界水日公益长走活动在北京成功举行。

白衣天使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一 第二届孕妇学校老师授课展示交流活动发布暨培训会

在北京召开。

“白衣天使金佰利关爱行动”2017 发布会在京召开。

“母亲微笑行动”2017 年度首次手术救助活动在广西南宁完成。

千匠文化创新发展基金成立并发布“匠星 NGO”公益计划。

Launching ceremony of Camsing Caring Fund and activity of Caring for Women's Future and Promoting Women's 

Growth was held in Guangzhou.

The first activity of 2017 Super Mom Public Welfare Plan was held in Guangzhou.

Launching ceremony of Safeguarding Childhood and Chinese Mothers' Healthy Birth Plan was held in Guangzhou.

The registration of Women's Public Welfare Project Innovation Awards started.

Water Guardian Action and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project continued to carry out water-saving plan during the 

national two sessions.

Xylem 2017 World Water Day Walk for Water Activity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White Angel Fund's public welfare action on bone and dental health of women and infants held a an exchanging 

activity for teachers at pregnant women's schools in Beijing.

Launching ceremony of White Angel Fund 2017 Kimberly Caring Ac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first surgery activity of 2017 Mother's Smile Campaign was completed in Nanning, Guangxi.

Launching ceremony of QIANJIA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und was established and Craftspeople Star NGO 

charity Plan was initiated.

March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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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Women and Children Charity Awards (2015-2016) Ceremony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eighth plenary meeting of CWDF's Sixth Board of Directors was held in Beijing.

Made by Mom and Herose Club Charity Dinner was held in Shanghai.

The second surgery activity of 2017 Mother's Smile Campaign was held in Lanzhou, Gansu Province.

Everyone's Health Charitable Lecture Tour in China special fund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providing all-around charitable 

healthcare services.

Walmart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Initiative invested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to support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

◎

◎

◎

◎

◎

April04月

May05月

◎

◎

◎

◎

◎

中国妇女儿童慈善奖（2015-2016）表彰大会在京举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妈妈制造 • 红颜会公益慈善晚宴在沪举办。

“母亲微笑行动”2017 年手术救助活动第二站走进甘肃兰州。

“人人健康公益巡讲中国行”专项基金在京启动 , 全方位提供公益健康服务。

沃尔玛打造 2.0 版女性经济自立项目 , 投入千万基金助力 @ 她创业计划。

百事桂格再度携手“母亲邮包”，为贫困母亲送去营养和健康

星巴克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提升外来务工妇女职业竞争力

99 公益日众筹的 12 辆母亲健康快车投放重庆、江西、贵州、陕西、四川等地

宝贝基金公益艺术展在京举办

“金佰利关爱白衣天使”公益行动 2017 甘肃省医护人员培训会举行

2017“她力量助力一带一路”中西公益研讨会在西班牙举办

“顺利办公益基金”启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C&A 基金会捐赠 SOS 儿童村母亲健康保险发放仪式在京举行

青蛙王子“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孤单”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齐家行动——中国家庭服务提升计划”启动

◎

◎

◎

◎

◎

◎

◎

◎

◎

◎

◎

Aimer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 donated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vehicles in Meig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Yan Palace donated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in Jianning, Fujian Province.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Her Responsibility and Dream women entrepreneurs high-end training session was held in Beijing. 

Disaster Relief and Safety Education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Tianjin.

Results of Women's Innovative Charity Project Competition announced.

Jinlongyu Charity Foundation donated to CWDF to support women in Liangshan in Sichuan Province to escape poverty.

Quaker under Pepsi cooperated with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to care for the nutrition and health of 

impoverished mothers.

Starbucks cooperated with CWDF to help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igrant women workers.

On the September 9 Charity Day, in 2016,12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vehicles were croud-funded,and the vehicles were 

put into use in Chongqing, Jiangxi, Guizhou, Shaanxi and Sichuan.

Baby Fund Charity Art Exhibi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Kimberly Caring for White Angels Action 2017 held a training session for medical workers in Gansu. 

2017 She Power Boos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ternational Seminar was held in Spain. 

Launching ceremony of Do It Successfully Fund was held in Beijing.

C&A Foundation donated healthcare insurance for mothers in SOS Children's Village in Beijing.

Frog Prince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series charity activities initiated.

China Family Service Enhancement Plan initiated.

◎

◎

◎

◎

◎

◎

◎

◎

◎

◎

June06月
◎

◎

◎

◎

爱慕公益基金会捐赠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四川省美姑县举行。

燕之屋 • 碗燕捐赠母亲邮包公益活动走进福建建宁。

@ 她创业计划之 @ 她责任梦想—女企业家数字化转型高端培训在京举办。

“赈灾及安全教育”大型公益项目天津站启动仪式举行。

“助力女性美丽绽放”创新公益项目评选揭晓。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款物支持四川凉山州巾帼扶贫。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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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orum was held at the UN headquarters. 

2017 Women Char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ndicraft Innovation Exhibition and Charity Auction Dinner was held 

in Los Angeles.

CWDF's first batch of donations worth 520,000 yuan was sent to disaster-hit regions in Jiangxi Province. 

CWDF and Asian Found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Blindness donated vehicles, in which doctors can operate cataract 

surgeries, to Hebei Province.

Mother's Smile Campaign was implemented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or the third time.

E17 Finding Craftspeople Stars innovation competition was launched.

Postal Parcel for Mothers project held a meeting to Commemorate its fifth anniversary.

◎

◎

◎

◎

◎

◎

◎

July 07月

August08月

◎

◎

◎

◎

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2017 女性公益可持续发展手工艺创新展暨慈善拍卖晚宴在洛杉矶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首批价值 52 万元救灾物资驰援江西灾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亚洲防盲基金会为河北省再次捐赠白内障流动手术车。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微笑行动” 第三次走进西藏。

E17• 我们一起“发 • 现 匠星 • 她力量”公益双创大赛发布。

“母亲邮包”项目五周年总结推进会在京召开。

2017“超仁妈妈”总结会暨超仁妈妈 公益坊启动仪式在京召开。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再次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献爱四川九寨沟灾区。

2017 年度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项目运营交流会在成都召开。

2017 青蛙王子“关爱留守儿童 , 让爱不孤单”公益夏令营活动举办。

万事达卡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启动社区女性综合培训课堂。

◎

◎

◎

◎

◎

◎

◎

◎

CWDF's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SDGs model villag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Chuxiong, Yunnan.

CWDF's public welfare project on women's chronicle diseases and health knowledge was launched in Wuxi.

Vanguard supported Made by Mama Project to help mothers increase income.

Finding Craftspeople Stars Honghe Action was launched in Yunnan Province. 

The second phrase project of Chinese Women's Cervical Health Promotion Plan — Shell Action was launched in Beijing.

CWDF cooperated with Bridging Hope Charity Foundation to carry out Heart Bridging Plan aimed at caring for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The Northwest China's first Volk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opened in Shaanxi Province.

September09月
◎

◎

◎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 她创业计划 SDGs 示范村项目在云南楚雄正式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社区女性慢性疾病健康科普促进公益项目”在无锡启动。

华润万家助力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妈妈制造” , 让千名妈妈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

“发现匠星 • 她力量 • 红河行动”在云南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女性宫颈健康促进计划——贝壳行动”二期项目在京启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桥爱慈善基金会共推“心桥计划” 关爱中国妇女儿童心理健康。

西北首个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在陕西开馆。

◎

◎

◎

◎

◎

◎

◎

◎

◎

◎

2017 Super Mom Project held a summary meeting and launching ceremony of Super Mom charity workshop 

in Beijing. 

Volkswagen (China) donated to help people in quake-hit Jiuzhaigou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2017 Volkswagen Children Road 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Project held an exchange meeting in Chengdu.

2017 Frog Prince Caring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summer camp was held.

Master Card cooperated with CWDF to intiate community training courses for wome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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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10月
◎

◎

 @ 她创业计划—妈妈家项目考察活动走进云南红河

Raise Her Business Plan Mama's Home project was held in Honghe, Yunnan Province.

CWDF and DiDi launched Caring for Female Drivers of Mobile Transportation Platforms Plan.

CWDF's Party building and labor union activity was held at the Museum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in Beijing.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Qingdao.

The second national training session on improving capability of women's charity organizations was held in Shenzhen.

Safeguarding Childhood and Caring for Premature Infants Action started in Guangzhou.

Volkswagen Children's Road Safety Experienc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Hangzhou.

2017 China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and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Women and Children's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were held in Beijing. 

Camsing Caring Fund carried out a three-day charity activity in Hunan Province.

◎

◎

◎

◎

◎

◎

◎

◎

November11月
◎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滴滴出行推出“互联网出行行业女司机关爱保障计划”。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党建及工会活动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落户青岛。

全国女性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深圳培训班（第二期）顺利举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守护童年 • 关爱早产儿公益行动”在广州启动。

大众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落户杭州。

2017 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第二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颁奖会在京召开。

承兴关爱基金在湖南开展为期 3 天的公益行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儿童道路安全教育实践创新报告》在京发布。

 “守护童年 • 平安童行”第三届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举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唯品会发起成立“唯爱 • 妈妈 + 公益联盟”。

“第五届 PAC 关爱天使全国咨询员技能竞赛”在京落幕。

56 辆母亲健康快车携爱启程，中国建设银行累计捐赠 4500 万元助力贫困妇女健康。

2017 第三届完美公益影像节在扬州开幕，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捐 1000 万元。

Chinese Children's Road Safet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Report was released in Beijing.

Third China Children and Road Safety Forum was Held.

CWDF and VIP.com launched VIP Mothers Public Welfare Alliance.

The Fifth national PAC Caring Angels Consultant Skills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Beijing. 

56 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 vehicles set of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onated 45 million yuan to help 

improve impoverished women's health.  

The Third Perfect (China) Charity-themed Film Festival opened in Yangzhou. CWDF received donation of 

10 million yuan. 

December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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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合
作
伙
伴

O
ur P

artners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北京联想控股公益基金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默沙东（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帝亚吉欧洋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

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市扶贫基金会

腾讯公益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艺术节基金会

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广东恒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承兴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都市风尚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重要捐赠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2017 年度捐资 100 万元（含）以上
Major Donors

(with donation 1 million yuan or more)

北京妇产远程医疗技术创新联盟

爱睿希（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平祥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青蛙王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来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亿尔诺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罗氏大药厂香港有限公司

万里云医疗信息科技（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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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莉芳（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都市丽人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三星

沈阳五爱天地实业有限公司

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华辰科技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四海华辰科技有限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北京爱特普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诺安诺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泽源规划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续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 JIE

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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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媒体伙伴（排名不分先后）

—2017 年深度传播合作
Major Media Partners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瞭望周刊

中国妇女报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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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文历史

网易新闻客户端

人民网公益

新华网公益

光明网公益

央广网公益

搜狐公益

新浪微公益

优酷公益

凤凰网公益

网易公益

善达网

千龙网

公益中国网

爱奇艺公益

一点资讯

合作机构 ( 排名不分先后）

Research Institute Partners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妇女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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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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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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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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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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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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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微信二维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新浪微博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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