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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基金会资产总额 92114.54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70850.77 万元;负债总额

1264.48万元;净资产总额 90850.06 万元。 

（一）本年度收入合计 16428.25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16070.90 万元（物资 6400.80万元，现金 9670.10 万元）;其他收入 357.35万 

元。 

（二）本年度支出合计 9770.10万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9207.56万元;管理费用支出 561.86万元，占本年度总支出的 5.75%; 

其他费用支出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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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恋幸福同行项目     0 1,010,244.00 

 北京、河

北、山东、

山西、黑龙

江、新疆 

免费帮助 490 人贫困地区肢体残疾人安

装假肢，增加为运动员订制的功能性假

肢的比例，目前各省市已基本完成了假

肢的取型和适配。 

2 
集善工程——（爱心温暖）

服装捐赠项目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 
14,513,497.30 

20705999.3 

拉夏贝尔：

黑龙江、云

南、               

甘肃、广西 

北京迎政：

山东  

  

拉夏贝尔捐赠 459938件全新的服装已发

至各受助地。目前，各受助地正在为残

疾人和困难群众发放全新服装。 

临泽县总工会支持捐赠本项目 20000 元

工作经费 

北京迎政：捐赠的 5012 件全新的高级服

装已发至各受助地。目前，各受助地正

在为残疾人和困难群众发放全新服装。  

临泽县总工会  20,000.00 

北京迎政时装有限公司 6,190,000.00 

3 集善澳门基金会项目    0 1,606,612.00 

 山东、甘

肃、宁夏、

河南、四川、

河北、江西、

福建、江苏

等 

组织“集善仁美助推圆梦”优秀残疾人

艺术家百人推介计划项目前期调研、筹

备、启动及分批组织实施。 

“手工艺者集善之家”项目启动，为选

定资助的“手工艺者集善之家”分批挂

牌并组织实施项目。 

4 青光眼防治   0 553,068.00 

重庆、河南、

江苏、四川、

陕西、山东、

宁夏、黑龙

江、山西、

辽宁  

2018 年 5 月，我会与天津医科大学签订

《合作协议书》，双方将共同探索总结

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

可推广的中国农村青光眼防治模式。项

目在全国 10个省进行中国农村地区全年

龄组人群进行青光眼防治筛查。今年 6

月，首先在项目省之一的辽宁省北镇市



启动实施，对北镇市五个乡镇的领导、

11 所中小学校长、卫计系统 200 名医务

工作者进行的青光眼筛查工作业务培

训，共计筛查学生 1329 人，成人 3783

人，总计 5112 人。共筛查出青光眼患者

37 例（41 眼），完成 6 例（10 眼）青光

眼激光治疗，对 25 例青光眼患者进行了

药物治疗，发出青光眼药物 33 支。7 月，

天津医科大学组织专家对来时 10 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的项目地区代表进

行了培训，后续 9 个省的筛查工作将陆

续展开。 

5 
“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

项目（白内障）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1,768,406.00 

广东中山、

广东东莞、

山西大同、

山东滨州、

辽宁沈阳、

天津、上海、

广西南宁、

湖南长沙、

湖北恩施  

为广东中山、广东东莞、山西大同、山

东滨州、辽宁沈阳、天津、上海、广西

南宁、湖南长沙 9 个地区分别资助 19 万

元，用于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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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的标准，为 2800 位当地居民开展眼底

病筛查，共计 84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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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36000；6 万元为

贫困眼底病患者的治疗提供资助。 

资助湖北省恩施州 122 万元，用于开展

“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项目，按照每

例 1000 元的资助标准，为 1000 例贫困

白内障患者，200 例贫困翼状胬肉患者的

恩施市华硒文化旅游有

限责任公司  
900,000.00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800,000.00 

恩施市华硒文化旅游有

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治疗提供资助。  

6 最美传承--最美景泰蓝 
重庆众合共赢科技有限

公司  
400,000.00 402,644.00 北京  

目前款已拨付至北京残疾人基金会，北

京残疾人基金会正在筛选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学习景泰蓝技艺。  

7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 

北京田林贸易有限公司  4,770.60 

6,349,366.67 

  

陕西宝鸡、

湖北荆州、

甘肃定西  

  

  

  

项目为 4 名贫困残疾儿童进行假肢矫形

手术，为陕西宝鸡发放校园安全包 850

个，家庭应急包 9300 个；为甘肃定西 220

名贫困残疾儿童资助康复训练补贴，发

放校园安全包 205 个，家庭应急包 10000

个；为湖北荆州发放校园安全包 1784个，

家庭应急包 8845 个。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  
113 

网上捐款支付宝  4935774.36 

网上捐款财付通  70 

其他爱心人士  22,728.80 

8 我送盲童一本书  

网上捐款支付宝  2,132,186.47 

3,000,000.00 

  

昆明市、贵

阳市、陕西、

新疆、山东、

烟台、德州、

河南、郑州、

南宁、榆林、

桂林、开封、

聊城、海南、

拉萨等  

本期项目为昆明市盲哑学校、贵阳市盲

哑学校、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新

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山东特色教育

职业学院、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德州

市特殊教育学校、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郑州市特色教育中

等专业学校、南宁市盲聋哑学校、榆林

市特殊教育学校、桂林市聋哑学校、开

封市特殊教育学校、聊城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拉

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曲靖市特殊教育学

校、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遵义市特

殊教育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网上捐款财付通  520 

9 
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

助计划 
  0 1,000,000.00  北京 

该项目通过甘肃、云南两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招募 100 名特殊教育学校管理人



员和骨干教师，目前已完成招募学员的

审核，计划于 7 月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

专业培训。项目执行方北京师范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的项目负责团队赴两省进行

项目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设计培训内

容。 

10 从脑瘫儿到阳光鹿童   0 194,400.00 北京  

该项目执行机构北京昌平阳光鹿童脑瘫

康复中心已经提交完结报告并通过审

核，后期项目执行团队将进行项目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