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7 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已收
到 2100 多家企业 、500 多万个人的捐
赠，捐赠款物已经超过 4 亿元，其中众筹
资金达到 1.2 亿元， 百万级的捐赠有了
大幅度增长， 公众捐赠总量发生了质的
飞跃，捐赠的基数更加牢固，捐赠结构更
趋合理。我们感谢各界朋友的一路相伴，
感谢各界朋友对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36 年来的支持，让安康计划、春蕾计划、

儿童快乐计划等一系列成功的公益项目
得以实施，形成了儿童教育、儿童安全、
儿童健康、 灾后紧急援助等多方位的资
助体系，惠及儿童超过 3 千万人次。

未来一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坚持总的基调“找准
位置、突出特色、承担责任、发挥作用”，要
更加突出主业，稳中求进，把持续抓好制度
建设、队伍建设、规范化建设作为重中之
重，让团队的步伐和机构乃至整个行业的
发展能够同频共振。 在工作内容上我们将
围绕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
围绕广大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点做
好儿童教育、儿童安全、儿童健康、优秀文
化传承等方面的公益项目，始终确保在大
局下谋划思考决策推进。

播种决定收获， 在社会各界一如既
往的支持下，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奋
勇前进，不辜负每一份殷切的期望。让儿
童慈善的尺寸之功， 都能凝结为广大儿
童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稳中求进，扬帆驶向新时代

朱锡生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

精准扶贫，砥砺前行
截止到 2017 年 11 月 30 日，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累计募集善款突破 5 亿元，
自 2008年至今累计募集善款达 17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动员全党、 全社会的力量精准扶贫。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在积极响应。 2017
年 4月，基金会组织涉及儿童福利、老龄和
社区福利、 疾病救助等 15个专项基金，30
余人组成了罗霄山片区的精准扶贫工作
小组赴江西省兴国、遂川、莲花三县实地调
研和对接项目。 截至 11月份，项目在罗霄
山片区落实的领域有儿童教育领域、养老
扶幼、贫困人口、孤寡老人、医疗救助等，资
金和物资的投入超千万元。

在医疗扶贫方面， 我们设立的科技
健康公益基金，在罗霄山片区捐助了 24
辆救护车、8 千余万元的医疗设备，包括
彩超、数字成像系统、生化系统、妇女检
查和治疗系统等设备。

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
发起了“大爱罗霄，十百千工程”项目，投
入资金一百万元，覆盖每一个村，每一个
村选十位最困难的老百姓作为兜底户共

一千名特困户，每人每年资助一千元。在
教育方面，基金会在赣州资助 200 万元，
让 500 名学生完成学业。 基金会还开展
了暖流计划、文体包项目。

此外，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旗下的
免费午餐、919 大病救助、 芒果微基金、
灯塔行动、缘梦计划、暖心工程、“孤老助
养”计划等，在社会上均取得了不错的口
碑和成绩。

2018 年，让我们所有公益人共同携
手前进，汇聚合力，一路向前！

缪瑞兰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

存心荷福 大爱人间
� � 荷福集团出资一亿零八百万元成立
荷福慈善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荷
福慈善基金会与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合作成立“荷福泰心”救助孤贫先心病儿童
项目。 2015 年以来，荷福泰心筛查队已先
后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西藏昌都地
区以及四川等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
贫困儿童进行免费先心病筛查。 截至目
前，项目行程 10万多公里，筛查 31220人，

成功救治 321人。
从 2013 年开始到 2017 年，基金会连

续 5 年举行冬日暖阳活动，为甘孜藏族自
治州石渠县的藏民捐赠全新的棉被、棉衣、
棉鞋等过冬物资。

荷福集团出资一亿元捐建电子科技大
学·荷福·临港众创空间， 众创空间占地 1.6
万平方米，共 8栋楼，目前已经竣工投入使
用，且正式捐赠给电子科技大学。 此外荷福
提供各类奖学金、科技研发项目经费。

基金会还与河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合作设立了“荷福希望课堂”，授课内容
分别为国学、足球、音乐、绘画、书法五门课
程。 此外，荷福慈善基金会向河南捐建了 5
所希望小学，并在河南所有希望小学开展
爱国教育主题活动。

未来， 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公益领域
的突破， 包括目前在跟四川商会合作打
造国内首个云教育系统， 主要是为了更
好地助学。 作为公益人永远没有终点，一
直在路上。

郑建益
荷福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做海外扶贫的时
候，有公众打电话给扶贫基金会骂我们，
今天情况好了很多。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在 12 年前开始
走出国门的。在这 12 年的艰苦探索当中
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2005 年不出国
门的国际化，就是哪里发生灾害，我们就
把钱或物捐给该国驻华的大使馆 ；2009
年我们成立了国际部， 有专门的人通过
出差的方式开展国际化；2015 年我们终
于与国际机构接轨， 我们实现常驻式的
国际化，就是有常设机构、常驻人员和长
期的项目。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扶贫基金会累
计在全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公益
项目 ，公益支出 1.2 亿元 ，近 30 万人收
到中国人民的善意和温暖。 目前中国扶
贫基金会已经在缅甸、尼泊尔、埃塞尔和
苏丹 4 个国家建立了项目办公室。 当然
我们这一路感觉还是有一些孤单， 虽然
我们看到了一些中国公益机构也已经走
出去，但是我觉得相比而言还是太少。

当然走出去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来自

外部的挑战和压力有两点，一是政策法规
缺失使得公益组织走出去无章可循，二是
各界仍对公益组织走出去不够理解和支
持。公益机构内部也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
一是机构是否有走出去的意愿，二是是否
有国际化人才的储备，三是是不是已经找
到了走出去的资金。 这些问题和挑战都需
要我们公益机构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大爱无疆，民心相通。我期待更多的
中国公益机构走出去， 为共建 “一带一
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一份贡献。

大爱无疆，民心相通

陈红涛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公益市场细分加速下的差异化、专业化之路

涂猛
传化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 � 传化慈善基金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基
金会，2017 年 5 月 18 日才被浙江省民政厅
批准成立，使命是“凝聚爱的力量、创造公益
价值”。 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价值的原则、可
持续的原则、影响力的原则。 我们目标是力
争三年内跻身中国基金会行业的第一阵营。

我们的组织架构，理事会成立的时候，
没有走内部人治理的这样一种模式， 它的

成员的构成非常开放。
现在我们选择的公益产品有三个 :第

一个，“传化·安心驿站”， 是面向全国三千
万卡车司机推出来的公益项目。 这个项目
是基于“互联网+”、社区运营发展的一个公
益项目。

目前为卡车司机做七个方面的工作 ：
组建社群， 把卡车司机当中的一些领袖挑

出来担任我们驿站的驿站长；搭建平台，我
们开发的一个 APP 已经投入运行；投入一
些公益元素、 包括资助资源行动来激活这
社群；还包括要激励和约束相统一，要明确
我们驿站的义务，还包括要进行理论研究、
调研编撰中国卡车司机的年度报告； 还包
括法律社工的服务， 请的律师和社工为卡
车司机提供这方面的咨询和服务； 还包括
道路的救援。

第二个项目是“传化·善源社区”，包括
公益创投的、还包括县域公益组织的支持。

第三个项目是 “211 健康扶贫 ”，在
2020 年最后的三年能够资助 2 个亿，在深
度贫困地区建一千个村级的卫生室， 覆盖
不低于一百万的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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