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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基金会资产总额 84223.21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53441.79万元，负债总额 983.50

万元，净资产总额 83239.71 万元。 

（一） 本年度收入合计 53959.75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49044.58 万元（物资捐赠 34923.84 万元，现金捐赠 14120.74 万元），政府补助 

收入 400万元，投资收益 447.91万元，其他收入 4067.26万元。 

（二）本年度支出合计 47766.43万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公益项目支出）46770.91万元，管理费用支出 1087.09万元，占本年度总支出

的 2.28%，其他费用及筹资费用支出-91.57万元（其中包含外币汇兑损益结转-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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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金额 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情况 

1 启明行动 

中青辰光（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295000.00 

8312414.67 

辽宁、陕西、河南、

江西、贵州、山东、

新疆 

资助河南省残疾人文化艺术发展； 

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捐赠用于河南 1400 例、山东 2000

例、陕西 800 例、贵州 300 例、辽宁 500 例、新疆 500 例、江西 10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治疗； 

中青辰光科技有限公司捐赠资助上海 500、天津 500 副蓝光眼镜；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捐赠用于资助江西 10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手术

治疗提供资助。 

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 
5500000.00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1000000.00 

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 
2000.00 

其他爱心人士 5000.00 

其他爱心人士 60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216.00 

其他爱心人士 0.31 

2 
集善工程-

助听行动 

峰力听力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8,412,000.00 9892000.00 

北京、吉林、黑龙

江、新疆、陕西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与各项目受助单位签订项目资助协议。资助陕西、

吉林、新疆、北京、哈尔滨共计 600 名听力残疾人、老年人佩戴助听器。 

3 
阳光伴我

行项目   
1013375.67 

全国32个省区市的

229 所特教学校和

随班就读普校，以

及 6 个省市图书馆

盲文阅览室 

资助出版《盲童文学》读物 6000 册，受益盲童 20000 多人；开展吉林省

“帮你站起来”项目，帮助 60名肢体残疾人得到康复评估和康复训练；

资助中国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组织召开 2015 中国听力论坛。 

4 

集善残疾

儿童助养

项目 

上海市嘉定区光彩事业

促进会 
1000000.00 

1932258.74 
陕西宝鸡、甘肃定

西、湖北荆州 

为陕西宝鸡 2 所特教学校进行无障碍设备及教学设备捐赠；岐山县

1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生计改善所需的种兔及养殖技能培训；为 32

户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家居无障碍改造及家庭供暖设施改造；为 8 名贫困

残疾儿童提供假肢适配；为 52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

60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关顾温暖包。 

为甘肃定西 6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捐赠生计改善所需的微耕机；为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香港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广州代表处 
15000.00 

太古地产（中国）投资 12400.00 



有限公司 250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温暖包；为 489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补贴及助学金。 

为湖北荆州 1935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温暖包；为 30 名贫困残疾儿

童适配助听器；为荆州市妇幼保健院捐赠康复训练器材；为荆州特殊教

育学校残疾儿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香港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成都代表处 
5000.00 

北京耀中国际学校 4000.00 

深圳市鹏雁动感体育用

品有限公司 
1014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1458872.08 

其他爱心人士 225596.90 

5 

集善澳门

基金会助

力残疾人

系列公益

项目 

 
0.00 4445692.29 

河南、甘肃、天津、

陕西、山东、黑龙

江、湖北、江西、

海南、四川、北京、

香港、澳门、日本 

招标采购了 1080 台高品质助听器和 40 台国产人工耳蜗。项目救助 1109

名听力残疾人装配助听设备，其中救助了 1069 名听障残疾人，其中 11

人为双耳佩戴；为 40 名听障残疾人植入国产人工耳蜗；拍摄制作两部项

目宣传片；与央视少儿频道共同举办纪念国际残疾人日——《我爱童话》

慈善义演；与香港赛马会、世界宣明会、无国界社工、澳门基金会等

举行项目工作会议；参观当地若干养老院、医学院等机构；参观康复医

院、老年公寓，并学习其设计、管理理念和经验；访问当地公益机构并

进行工作会谈。 

6 

集善三星

爱之光系

列公益项

目 

 
0.00 100859.84 陕西、青海、韩国 

前往陕西、青海当地监管、验收助学启能项目；出席“2015三星社会公

益大奖颁奖典礼，拜访三星集团； 

7 
正保集善

助学项目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

公司 
20,200,000.00 20200000.00 

北京、天津、河北

等 25 个省区市 

与受助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订资助协议，由省级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

本省内受助人进行筛查，资助受助地区 20000 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领

取集善学习卡，通过地方残疾人机构组织当地残疾人使用学习卡，开展

互联网远程教育学习。资助 200 名残疾人工作者及北京林业大学助残志

愿者利用网络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8 

集善如新

儿童蜜儿

餐系列项

目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

品有限公司 
6,510,000.00 

8362124.50 

延安、吉林、厦

门、重庆、黑龙

江、陕西、宁夏、

哈尔滨、内蒙古、

甘肃、武汉、济

南、河北、青岛、

均适奶昔固体饮料项目资助延安 2000 盒、吉林 3000 盒、厦门

6000、重庆 5000 盒、黑龙江 5000 盒、陕西 6000 盒、宁夏 6000

盒、哈尔滨 2000 盒、内蒙古 6000 盒、甘肃 6000 盒、武汉 2000

盒、济南 6000 盒、河北 3000 盒、青岛 3000 盒、福建 6000 盒、

山西 6000 盒、天津 4000 盒、河南 6000 盒、湖北 6000盒、北京

4000 盒及中国残联直属单位 7000 盒奶昔；集善如新创星项目资

蜜儿餐项目个人捐赠 4,811,200.00 

其他爱心人士 147.00 



福建、山西、天

津、河南、湖北、

北京、青海 

助青海、福建开展残疾人创业就业项目；“善的力量·爱的微

笑”微电影项目支付善观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和中国

盲文出版社，用于微电影拍摄制作。 

9 

王永庆人

工耳蜗捐

赠项目 

新钜基金会 41,400,000.00 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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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

值 4140 万元的人工耳蜗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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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