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5 年第二季度实施公益项目公示

2015 年 7 月 10 日

一、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基金会资产总额 85635.73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50463.95 万元，负债总额 1043.97
万元，净资产总额 84591.76 万元。
（一） 本年度收入累计 22558.56 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20262.21 万元（物资捐赠 13821.63 万元，现金捐赠 6440.58 万元）
，政府补助
收入 70 万元，投资收益 161.37 万元，其他收入 2064.98 万元。
（二）本年度支出累计 15013.19 万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公益项目支出）14726.23 万元，管理费用支出 268.40 万元，占本年度总支出的 1.79%，
其他费用及筹资费用支出 18.56 万元。

二、重点公益项目当期收支情况
序
号
1

项目名称

启明行动

捐赠单位

捐赠收入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1650.00

其他爱心人士

20.00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1,500,000.00

支出金额

5011311.68

实施地点
四川、重庆、贵州、甘肃、
青海、湖南、湖北、山西

项目实施情况
资助四川 600 例、重庆 600 例、贵州 8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治
疗；资助甘肃 500 例、青海 500 例贫困白内障手术治疗；资助湖南
500 例、山西 500 例、湖北 1000 例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治疗。
资助全国 19 个省 67 名聋儿教师接受听觉口语法培训； 开展“手
拉手 相见欢 第二届海峡两岸听障小朋友文化交流活动”项目；资

2

阳光伴我行
项目

Wonderland

Nurserygoods

Co.Ltd

83,992,140.00

1402116.64

北京、江西、四川、等

助江西省赣州实施 50 例儿童白内障启明复明手术；资助出版《中
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正刊出版；开展集善工程·第二十五次
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开展了四川省芦山县隆兴明门集善幼儿园验
收竣工。

长沙公信诚丰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陕西省慈善协会对外合作项目
工作办公室

3

50,000.00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0

广州英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50.00

嘉杰（天津）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452.00

集善残疾儿

江苏九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童助养项目

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

320,000.00

西藏冰川矿泉水营销有限公司

5,100.00

康乐保（中国）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4

0.25

集善澳门基

为陕西宝鸡为 4 所特教学校及康复中心进行无障碍设备及教学设
备捐赠；为 4 所特教学校的 28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为 68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家庭生计改善所需的物资，包括化肥、

736235.48

陕西宝鸡

障碍改造；为凤翔县 773 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学习机等物资；为岐
山特效贫困残疾儿童开展儿童关顾活动；13 名特教学校教师及康
复中心康复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

2,323.00

宝钜（中国）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2,990.00

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

2,244,86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879,354.99

其他爱心人士

285,151.47
0.00

养殖鸡鸭、猪崽和微耕机；为 26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及无

1016989.31

河南、甘肃、陕西、湖

购置 40 套国产耳蜗，分别救助河南、甘肃两省每省 20 名听

金会助力残

北、台北

力残疾人；

疾人系列公

为陕西宝鸡 63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及无障碍改

益项目

造；为 3 个康复机构的 53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
贴；为 8 名康复员提供业务技能培训；为 24 名残疾儿童家
长提供康复知识培训；为 33 名脑瘫患儿提供家庭康复指导
训练。为甘肃定西 61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造及无障
碍改造。为湖北荆州 2 个机构的 43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公安县残疾人康复中心 8 名康复员提供服务补
贴；为 10 名康复员提供业务技能培训；为 34 名残疾儿童家
长提供康复知识培训；为 41 名残疾儿童提供家庭康复指导
训练；为荆州残疾人康复中心提供康复设备。
与台湾明门公司和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就项目合作进
行详谈；拜访台湾世界展望会，对两岸慈善机构的法律法规、
管理模式、工作流程、公众募款、项目执行、咨询回馈等进
行探讨并探访项目点；
资助甘肃、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四地 750 例成人贫困白内障
患者和 450 例贫困青少年儿童眼病患者的治疗；为宝鸡 5 名贫困

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 730 名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家

集善三星爱
5

之光系列公

0.00

9987020.02

益项目

甘肃、黑龙江、内蒙古、 庭子女捐赠学习机、玩具等物资；开展助学启能项目特教学
陕西、青海、北京

校调研；对当地特教学校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建设，筹建脑
瘫和智障儿童康复训练室，开展特教教师培训，购置设施与
训练器材，为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支持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建设儿童音乐治疗与远程会诊中心。

北京、吉林、黑龙江、
河南、陕西、甘肃、云

集善工程-

南、内蒙古、山西、宁

（助您健
6

康）海王集
团捐赠保健
品项目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5,843,340.00

5843340.00

夏、武汉、海南、湖南、
湖北、江西、河北、广
西、大连、厦门、青岛、
山东蓬莱、四川巴中、
哈尔滨、河北尚义

签订捐赠协议；各地申报项目，报送实施方案；与各受助地
签订资助协议；协调捐赠物资运抵各地；资助北京等 24 个
省区市县的 5000 名残疾人，共计 21642 罐蛋白粉，总价值
584.334 万元。项目以提高残疾人生活品质为主题，社会反
响强烈。该项目部荣获国务院“全国扶贫先进集体”称号。

蜜儿餐项目捐赠

集善如新儿童蜜儿餐项目资助重庆 10000 包、济南 5000 包、

5,528,600.00

天津 15000 包、厦门 10000 包、陕西 10000 包、武汉 20000
重庆、济南、天津、厦

集善如新儿
7

童蜜儿餐系
列项目

如新善的力量基金会

4,285,200.00

26645269.20

包、山西 5000 包、北京 10000 包、湖北 5000 包、宁夏 15000

门、陕西、武汉、山西、 包、甘肃 25000 包蜜儿餐；
北京、湖北、宁夏、甘

“善的力量·爱的微笑”微电影项目拨付中国盲文出版社首

肃

期微电影拍摄费 60 万元，拍摄《希望的歌声》、《爱的协
奏曲》、《迷失的星星》、《逆光盛夏》、《护面下的呼吸》
六部微电影。

8

中国一汽集
善博爱行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3,000,000.00

7362.00

云南

用于资助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目前项目已开始制定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