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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6 日， 国家主
席习近平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春蕾计划促
进女童教育特使”彭丽媛在联合
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
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的
“春蕾计划” 帮助了 300 多万女
童重返校园， 许多人读完了大
学，并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

作为“春蕾计划”的实施者，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简称中国
儿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健全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的高度出
发， 紧贴中国儿童少年的成长发
展需求，紧紧把握互联网+的发展
趋势，在公益慈善领域深耕细作，
努力提高自身职业化水平， 为促
进儿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公益时报》 特评选出 2015
年度中国儿基会十大事件，以共
同见证儿童慈善事业的新发展。

1. 善款募集能力进一步提
升，数量实现历史性突破

善款募集能力是公益机构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为了促进资金募
集工作，中国儿基会注重合作伙伴
对项目的深度参与，力求企业文化
与儿童慈善项目的有机结合，实现
合作共赢，在巩固已有慈善合作关
系的同时，2015 年开发建立新的
慈善合作 70 多个。 据了解，2015
年，中国儿基会全年总收入 4.42亿
元，较 2014年增加 42.58%，其中捐
赠收入中资金捐赠占比 72%，物资
占比 28%。 全年总支出 3.23亿元，
其中公益资助支出中资金占比
80%，物资占比 20%。

2.互联网+筹款模式全面启动
中国儿基会抓住互联网+的

发展趋势，把互联网+公益作为突
破方向，创新推出众筹慈善项目，
开发新的慈善合作平台， 深化与
腾讯公益平台合作关系， 进一步
做实阿里巴巴公益宝贝、 京东公
益、工商银行融 E购、支付宝等多
种移动筹资平台，2015 年发布社
会关注热点众筹项目近 20 个，为
公众奉献爱心搭建有效平台。 新
华社报道邵阳无妈乡 123 个单亲
留守儿童的情况后， 儿基会第一
时间协调腾讯公益发起众筹，短

短 3 天时间完成了 40.16 万元的
众筹目标。与同仁堂国际发起“爱
蕾健康行动”，借助国际电商平台
天然淘进行筹款活动。 全年众筹
金额达 4600 万元， 较 2014 年众
筹资金增加 58.6%。

3.透明指数在第三方机构评
比中首次获得满分，列排行榜并
列第一

在慈善行业， 无论筹资，还
是项目执行， 包括内部管理，实
际上， 始终是公信力的问题，公
信力才是王道。 中国儿基会始终
把公信力作为机构的生命线，不
断优化治理结构，完善内部管理
机制，持续加强品牌建设、诚信
建设、队伍专业化建设，通过专
业、规范、透明、公开的服务，不
断提高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
2015 年，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
4799 家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排
行榜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
满分 100 分并列排名第一。 本榜
单是目前权威的第三方基金会
透明度评价体系，由清华大学廉
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提供咨询，以
公开标准对全国基金会透明度
进行全方位评价。

4.围绕儿童教育需求 ，深入
实施“春蕾计划”

10 月 15 日， 正值国家第二
个“扶贫日”，中国儿基会“百名
春蕾之星”在京揭晓发布。 历时
半年， 中国儿基会通过寻访，发

现了一大批心怀梦想、品格优秀
的杰出“春蕾”女生，通过各大主
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展示了“春
蕾计划”在促进女童教育事业发
展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一年来，“春蕾计
划” 继续做好春蕾学校捐建、一
对一资助工作，新建 9 所春蕾学
校， 完成 26000 人次春蕾生拨款
资助工作，对 145 名蓝天春蕾教
师进行了培训。

5. 围绕儿童健康发展需求，
广泛开展“安康计划”

意外伤害是我国 14 岁以下
儿童的第一死因。2015年，中国儿
基会继续开展好儿童意外伤害，
如交通、溺水、火灾等安全防范知
识宣传教育等工作，新建 31 间儿
童安全体验教室、2 个儿童安全
体验中心、4所安康图书馆。此外，
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共募集善
款 3800万多元，为青海、四川、西
藏等 22 个省区的孤儿赠送了 40
万份重大疾病公益保险。

6.围绕留守儿童亲情关爱需
求，全面落实“儿童快乐家园”

9 月 12 日，中国儿基会为湖
南邵阳县“无妈乡”留守儿童儿
童紧急捐建的 8 个“儿童快乐家
园” 顺利落成， 以帮助当地 123
名“失母儿童”健康成长，动员社
会力量共同帮助这些孩子们重
温母爱、重拾亲情。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在本年度先后两次做出重要批
示，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儿童
快乐家园”公益项目，对进一步实
施好项目提出明确要求。据了解，
目前，中国儿基会已在全国 31 个
省（区、市）捐建 520 个“儿童快乐
家园”，建成后的儿童快乐家园配
备有电脑、电视、图书、文体用品
等硬件设施，同时开展情感陪护、
心理抚慰、 安全培训等关爱服务
活动。“儿童快乐家园”逐步成为
各地妇联服务儿童的重要阵地，
成为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7. 围绕婴幼儿营养需求，扎
实推进 “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
项目

2015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支持的“消除婴幼儿贫血行动”
项目实施规模进一步扩大， 由西
部 6 个省区首批 22 个项目县扩
大至 55 个项目县， 全年累计使
13.96万名婴幼儿受益。 为确保营
养包安全生产， 中国儿基会委托
有关机构对营养包质量进行第三
方检测, 结果显示均符合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 230名项目县妇联、
卫生部门负责同志接受了项目执
行培训， 以保障项目科学顺利实
施。 项目实现了公益资金效益最
大化， 使政府的关爱和温暖惠泽
更多婴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8.积极推进 “恒爱行动———
百万家庭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

11 月 18 日，“百万家庭亲情
一线牵”推进暨“恒爱行动”实施
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 以进一步总结经验，
推进活动顺利开展。 据了解，
2015 年，“恒爱行动”共发放价值
约 767 万元的绒线 63927 斤，向
31 个省（区、市）拨付工作经费
220 万元。 2015 年,超过 40515 件
爱心编织物品赠送给新疆少数
民族家庭儿童，新疆向内地家庭
回赠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艾特
莱斯围巾 5620 条， 共同演绎了
各民族家庭团结一家亲的生动
景象。 目前，“恒爱行动”成为妇
联组织贯彻落实第二次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重要抓手。

9.启动实施 “HELLO 小孩 ”
公益众筹项目

11 月 26 日， 中国儿基会策
划推出的全新公益项目“HELLO
小孩”在京启动。“HELLO 小孩”
项目根据不同群体、 不同层次儿
童的需要，初设四项内容，包括儿
童文化公益产品、 儿童航空科普
实践、“小外交官”圆梦志愿接力、
爱心套餐等。其中，爱心套餐根据
孩子们的成长特性和需求， 合理
配置 200 元和 300 元标准的学习
生活用品，制定科学规范、阳光透
明的项目管理办法和发放流程，
力求项目切实达到公众满意、孩
子受益。 目前，“HELLO 小孩”爱
心套餐已经在甘肃、天津、湖南等
地发放。

10. 首次开展中俄两国民间
慈善交流活动

5 月 22 日，全国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宋
秀岩会见了俄罗斯儿童基金会
主席阿里别尔特·利哈诺夫率领
的儿童代表团一行。 2015 年，中
国儿基会与俄罗斯儿童基金会
开展互访活动，在接待俄罗斯访
问团的同时，应俄罗斯儿童基金
会邀请，组织 8 名优秀女童赴俄
进行交流访问，受到俄方政府官
员的高度重视和接见。 活动进一
步加强了中俄两国的交流合作，
搭建两国儿童友好交流的桥梁。

文中数据最终以中国儿基会
年度财务报告为准。 （徐辉）

1 月 15 日，美泰公司下属的
慈善基金———美泰儿童基金会，
正式宣布与北京儿童医院集团
签约三年战略合作备忘录，以帮
助更多的孩子获得良好的儿童
医疗保健服务。 此次签约是国际
玩具制造商与中国儿童医院的
首次战略性合作，将结合双方的
优势领域，旨在改善儿童与家庭
的就医体验，携手支持中国儿童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此次合作旨在支持建设以儿

童及家庭为导向的中国医疗体
系，进一步改善就医体验。具体合
作内容包括：首先，美泰儿童基金
会将资助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等发育疾病或致命疾病的贫困家
庭患儿， 为其提供医疗救治的机
会， 在更完善的医疗环境下进行
诊断和治疗。 其次，未来三年中，
美泰将在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下属
遍布全国的成员医院内设立儿童
玩乐中心。 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美泰公司将提供旗下众多

品牌的益智玩具及玩乐设施，意
在以创新的方案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设施完备、安全的玩乐环境，让
他们身处医院一样能够玩乐。 最
后， 双方均同意探索其他可能的
合作领域， 包括开展针对儿童发
展的联合研究、 开发儿童生命项
目本土实践等。

通过与美泰儿童基金会的
共同努力，美泰公司已成功与中
国国内相关组织和机构合作，为
多家相关组织提供了超过 10 年

的广泛项目支持。 这些项目旨在
推广玩乐的重要性，创造有趣的
学习环境，以及为中国的孩子们
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

谈及此次与北京儿童医院
的合作，美泰儿童基金会执行总
监 Robert Goodwin 先生表示：
“美泰儿童基金会的核心目标是
为孩子的生活带来有意义的改
变。 在中国，我们始终坚持通过
玩乐让儿童得以全面快乐发展。
迄今为止，美泰公司为包括北京

儿童医院在内的各项慈善项目
资助已逾 200 万美元，使得 3 万
多名中国儿童从中受益。

美泰始终致力于通过创新
产品和体验来帮助儿童学习、玩
乐和成长。 除此之外，美泰每年
捐献 2%税前利润用以各类慈善
项目。 在与直接为儿童服务的各
类慈善机构的合作中，美泰通过
美泰儿童基金会、 捐赠产品、资
金及员工志愿者服务来为孩子
们创造快乐。 （徐辉）

美泰携手北京儿童医院支持中国儿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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