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6 年第二季度实施公益项目公示

2016 年 7 月 10 日

一、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基金会资产总额 86354.03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58377.97 万元，负债总额 1077.52
万元，净资产总额 85276.51 万元。
（一）本年度收入累计 38446.90 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37985.05 万元（物资捐赠 22698.49 万元，现金捐赠 15286.56 万元），投资收益
63.89 万元， 其他收入 397.96 万元。
（二）本年度支出累计 36603.32 万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公益项目支出）36080.51 万元，管理费用支出 428.47 万元，占本年度总支出的 1.17%，
其他费用支出 94.34 万元。

二、重点公益项目当期收支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收入

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00.00

支出金额

青海、陕西、

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

1

司

30910000.00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启明行动

天津、内蒙
古、湖北、
黑龙江、江
42920056.45

网上捐款（支付宝）

实施地点

苏、浙江、
甘肃、江西、
安徽、湖北、

27.00

吉林、天津、
山东、贵州、
辽宁、陕西

项目实施情况
佳通集团捐赠用于资助黑龙江 5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
术治疗；
资助内蒙古 5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治疗；资助内蒙
古西部地区青少年儿童建立视觉康复中心；资助天津 25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治疗；资助青海 750 例、陕西省
25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治疗；
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用于资助江西
4800 例、甘肃 1500 例、浙江 3000 例、江苏 2400 例、安
徽 1500 例、湖北 900 例、吉林 1500 例、天津 900 例、山
东 9800 例、贵州 3000 例、黑龙江 6000 例、辽宁 3600 例
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治疗提供资助。

北京、天津、
河北等 32 个
省市的 229
所特教学校
2

阳光伴我行项目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6000000.00

104230860.13

和随班就读
普校，以及 6
个省市图书
馆盲文阅览

通过全国 24 个省区市、2 个计划单列市、新疆兵团、2 家
康复机构等共 33 家单位资助给残疾儿童和康复机构 10140
辆儿童轮椅，超过 10000 名贫困残疾儿童受益；项目资助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儿童康复教育中心明门楼建
设；资助出版《盲童文学》读物 6000 册，受益盲童 20000
多人；开展集善工程·第二十六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室

3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

为湖北荆州 80 户贫困残疾儿童家庭进行家居无障碍环境

宝钜（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2990.00

改造；为荆州市自闭症康复中心进行多感官室设备设施捐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2200.00

项目

北京海达网畅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

1272330.09

湖北荆州

赠，受益残疾儿童 60 人；为 40 名大龄残疾儿童提供就业
指导培训；为公安县特殊教育学校 92 名残疾儿童提供家政

司

1500.00

服务实训教室；为公安县残疾人康复中心 40 名特教教师提

重庆汇正房地产有限公司

180.00

供引导式教育外展顾问及培训；为三所康复中心的 50 名贫

第三届-瑞安海鸥社（北京/天津）

1000.00

瑞安海鸥社（凯里）

270.00

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云上云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58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1733467.09

网上捐款（财付通）

341746.77

其他爱心人士

739659.77
在北京、青海、安徽为残疾人特别是盲人建立听电影影

4

集善澳门基金会助

4572345.54

力残疾人系列公益
项目

北京、青海、
安徽、上海

0.00

音室；撰写“关于亚太地区残疾人参与互联网经济的研究
报告”（中英文版）。报告印刷成册并提交 APEC 高官会、
APEC 成员经济体和相关国际组织；开展“爱心随行 一路
相伴”2016 年公益徒步活动。
资助江西、辽宁、湖南、新疆四地的 750 名成人贫困白内障

江西、辽宁、
5

集善三星爱之光系
列公益项目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0

7615559.53

湖南、新疆、
海南、贵州、
重庆、北京

患者和 450 名青少年儿童眼病患者的治疗；资助贵州、海南五

所特教学校配置教学设备、援建康复训练室、开展特教教
师培训、改善学生宿舍环境、发放助学金等；支持残疾人
就业培训，帮助残疾人进入爱心亭售卖平台，实现创业就
业；持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建设儿童音乐治疗与远程会诊中
心，配备聋儿康复教具和训练器材及进行声学环境改造。
我会收到由台塑集团关系企业下属基金会新矩基金会捐赠

6

王永庆人工耳蜗捐
赠项目

华阳慈善基金会

7095397.00

0.00

北京

的价值 7095397 元的人工耳蜗 58 套，用于开展“听力重
建·启聪行动”项目，我会已完成申请聋儿的资质审查工
作。

7

8

集善如新儿童蜜儿
餐系列项目

集善工程—（爱心温
暖）服装捐赠项目

蜜儿餐项目捐赠

“善的力量·爱的微笑”微电影项目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

3759800.00
83868.23

北京

会，项目总顾问贾樟柯出席，联合优酷公益拍摄微电影项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1000000.00

拉夏贝尔服饰（太仓）有限公司

5495717.83

黑龙江、甘

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

3446031.12

肃、武汉、湖

2016 年 4 月份服装项目发放黑龙江、甘肃、武汉、湖北、临泽五

上海夏微服饰有限公司

7166925.86

北、河南、河

地共 162191 件全新服装、服饰帮扶贫困残疾人、贫困人士。其

北、广西、江

中黑龙江 30053 件、甘肃 10000 件、武汉 50667 件、湖北 50682

西、临泽、

件、临泽 20789 件。各项目地正在实施过程中。

上海拉夏贝尔休闲服饰有限公司

1540408.35

目相关节目《正益论》。

17649083.16

（一）盈江帮扶 30 户残疾人家庭重建项目，已完工入住。
（二）鲁甸县嵩屏国际狮子村项目，266 户受房屋重建已全面完
工，受灾村民住进新居。
（三）鲁甸县嵩屏狮子广场项目，现已全面建成。
（四）鲁甸县 270 户残疾人家庭重建房屋项目，按照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安排援建鲁甸县 270 户残疾人家庭的灾后重建工作，现已

集善工程—中国狮
9

子联会云南地震灾
后援建项目

全面完成。

中国狮子联会

4028000

30012.00

云南

（五）援建鲁甸县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项目，建设面积 3167 平
方米，2015 年 2 月在昭通市招标。2015 年 3 月开工，现已完工，
可日间照料和托养服务 150 名残疾人。
（六）会泽县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援建项目，建筑面积 1983.22
平方米。2015 年 5 月开工，2016 年 12 月竣工投入使用。可为 50
名残疾人同时提供康复和托养服务。
（七）普洱景谷地震灾后残疾人重建房屋项目，100 户残疾人贫
困家庭房屋重建，已完工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