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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基金会资产总额 91810.70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70310.44万元，负债总额 1235.17

万元，净资产总额 90575.53 万元。 

（一）本年度收入合计 25878.91 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24537.81 万元（物资 12617.65万元，现金 11920.16 万元）; 政府补助收入 300 

万元；其他收入 1041.10万元。 

（二）本年度支出合计 19495.28 万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18609.89 万元;管理费用支出 881.89万元，占本年度总支出的 4.52%; 

其他费用及筹资费用支出 3.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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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  

广州窗户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门市）  
489.4 

7,675,387.94 

  

  

  

项目为陕西宝鸡 301 名贫困残疾儿

童发放护童套装、为 150 名贫困残

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 212广州富户贸易有限公司  281.9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7 湖北、陕

西、甘肃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净水器、为

陕西凤翔特教学校捐赠课桌椅及教

具、为宝鸡市颐养康复中心捐赠康

复训练设施、为宝鸡市妇幼保健院、

启聪儿童早期干预中心捐赠康复训

练设备；为甘肃定西 60 户贫困残疾

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为 80 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修建牛羊圈、为 88 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发放生计改善用牛

羊、为 4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捐赠太

阳能热水器；资助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假肢矫形部为 6 名贫困残疾儿童

及青少年进行假肢矫形手术；为泉

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 5 名贫

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

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启慧

康复中心 19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

训练补贴、为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

业康复训练中心 50 名贫困残疾儿

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河北省沧

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 95 名

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北京吉祥泰合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10 

上海意砖贸易有限公司  960 

网上捐款支付宝  4377846.15 

网上捐款财付通  26.00 

爱心人士  63,632.28 

2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项

目 
  0.00 

6,210,259.57 

云南怒江、

甘肃临夏、

四川凉山  

项目资助云南怒江、甘肃临夏、四

川凉山地区，计划为 800 余例贫困

儿童眼病患者提供资助,用于开展

“集善扶贫健康行·三星爱之光”

儿童眼病项目. 

3 孙楠·重塑未来基金 天盈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7,970.00 2,775,896.93   2018 年度 8 月 17 日，工作人员与



网上捐款支付宝  2,117.50  陕西 

  

  

爱心企业家沃欧咖啡一行，前往云

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开展救治贫困

肢残青少年筛查活动。 

资助陕西、宁夏、四川等地 35 名贫

困残疾青少年实施肢体矫形手术。  

网上捐款财付通  90,757.06 

爱心人士  1,000,000.00 

4 交通银行助学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宁夏、甘肃 

资助宁夏、甘肃等贫困地区残疾青

少年在校高中学生助学金，资助贫

困地区残疾人大学新生奖学金，资

助贫困地区特教学校教师培训。年

度资助人数约 1000 人。  

5 
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

项目（白内障）  

CABOT CORPORATION 

FOUNDATION INC  
503,385.20 1,487,943.00 

 辽宁、天

津、湖南、

江西、内蒙

古 

项目资助辽宁沈阳、天津、湖南长

沙等地区，开展“集善扶贫健康行”

眼底病救助项目，每个地区分别按

照每人 30 元元的标准，为 2800 位

当地居民开展眼底病筛查；按照每

人 20 元标准，为 1800 位当地居民

开展眼底病健康知识教育普及；为

贫困眼底病患者的治疗提供资助。 

项目资助江西、内蒙古地区，开展

“集善扶贫健康行”白内障项目，

按照每例 1000 元的资助标准，为江

西、内蒙古地区 600 例贫困白内障

复明手术 提供资助。  

6 王永庆人工耳蜗 华阳慈善基金会  384,338.36 1,422,400.00 全国  
为 112 名受助聋儿提供 12700 元/

人的语训康复补助 

7 三菱友谊杯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1,255,213.00 

  

  

北京、沈

近 60支基层残疾人足球队 600余名

残疾人足球爱好者参加了男子聋人

足球，女子聋人足球，特奥融合足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250,000.00 

MITSUBISHI MOTORS 51,693.22 



CORPORATION  阳、上海、

青岛、南

充、宜宾、

西宁、秦皇

岛  

  

球三个组别预选赛。共有来自 10 个

省市的 16支队伍近 200人进入总决

赛，9 月 13 日至 9 月 16 日总决赛

期间，中日韩三国女子聋人足球队

进行了交流赛。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LTD.  
262,858.28 

捷客斯（北京）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50,000.00 

三菱综合材料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50,000.00 

MITSUBISHI CORPORATION  370,344.00 

8 财政补助项目   0.00 1,243,551.00 
延安市、 

北京 

项目按照招标结果，采购 30 台助听

器，资助延安市 30 名听力残疾人和

适应症患者。同时开展了项目总结

工作。  

为 112 名受助聋儿提供 12700 元/

人的语训康复补助。 

9 一汽项目   0.00 1,020,317.93 北京、海口  

本年度一汽项目资助了海豚孤独症

康复训练项目、孤独症马术训练项

目、 支持国家孤独症康复机构联

盟成立、建立一汽红旗孤独症扶贫

基地等。 

10 我送盲童一本书 

网上捐款支付宝  725,377.52 

997,118.54 

宁夏、商

丘、菏泽、

四平、乌鲁

木齐 

本期项目为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商

丘市特殊教育学校、菏泽市特教中

心、四平盲童学校和乌鲁木齐市盲

人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近千名儿

童受益。 

网上捐款财付通  2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