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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6年度工作总结

和 2017年度工作安排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王乃坤 

2017 年 4 月 20日 

 

2016 年度工作总结 

2016年总收入为 58822.55万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141.74%。

其中：捐赠收入 55081.71万元（现金捐赠 23504.18万元，物资

捐赠 31577.53 万元）。开展慈善活动支出 60090.20万元，占上

一年总收入的 111.36%，管理费用支出 1194.80万元，占本年总

支出的 1.96%，符合《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

理费用的规定》要求。 

2016年我会再次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并成为 9

月 1日《慈善法》实施后，首批获得慈善组织资格证书和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的社会组织；“集善工程·助听行动”荣获第九届“中

华慈善奖”，2016年 9月，王勇国务委员会见了获奖代表；在基

金会中心网信息披露透明度排名中，我会并列排名第一；“爱的

微笑·善的力量”公益项目拍摄的微电影《暖羊》和《前方偏蓝》

获得 2016中国公益映像节优秀作品奖。 

一、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认真抓好党建工作 

一是认真组织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定了《中国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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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利基金会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为全体党员配发了《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国共产党党内重要法规》、《“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专用笔记本》等；坚持党支部每月至少一次集中

学习制度，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认真开好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

会和党员组织生活会，党员们进一步树立了“四个意识”，努力

做“四讲四有”共产党员。 

二是制定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总支部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档案建设工作的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的实施办法》。全面梳理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涉权

事项，编制廉政风险目录，明确每个人的风险点，逐一编制权力

运行流程图，切实将廉政风险防控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做到全员

防控、全过程防控。 

三是认真做好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查自纠和中央专

项巡视的有关工作。自查自纠和准备接受巡视是很好的学习政策、

梳理工作、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的过程。我们按照中

国残联党组的要求，结合专项审计自查自纠、立整立改，及时修

订完善了多项规章制度，并按照巡视要求进行整改。 

二、以开展募捐为第一要务，努力增加捐赠收入 

2016年，我们注重维护与战略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巩固

长期捐赠，推动公益项目可持续发展。在全年捐赠收入中，有三

分之二来自于长期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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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星捐赠 1000 万元，继续支持“集善三星爱之光”项

目；台塑集团、索诺瓦集团、澳门基金会、奥迪康、西万拓、漫

步者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捐赠现金、耳蜗和助听器等，继续支持“助

听行动”项目；明门集团捐赠现金和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继续

支持“阳光伴我行”项目和明门专项基金；如新集团捐赠现金和

物资，继续支持“如新蜜儿餐”和“集善如新创星”项目；LG

集团捐赠护肤品，继续支持“LG·爱的滋润”项目；西安杨森公

司继续捐赠药品，支持“类克集善援助”和“善思达”项目。同

时，东大正保、361 度、佳通集团、进出口银行、FACE时尚协会、

卡博特、凯洋集团、钱璟集团、曼纽科、一汽集团、拉夏贝尔、

三星生命保险、大溪地、上海电气、华星康泰、万升康达、康乐

保、三菱商事、衣恋集团、香港马会、澳门基金会、方树福堂基

金、方润华基金等长期合作伙伴继续捐款捐物，支持我会公益项

目，超过 100万残疾人受益。 

我会不断拓宽募捐渠道，积极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争取新的

捐赠合作。 

我们争取到与北京远程视界集团签订 1.3亿元捐赠协议，支

持“集善扶贫健康行”公益项目，资助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

和骨关节病患者免费置换人工关节；争取到上海烟草集团捐赠

100万元，支持“助行行动”项目；争取北京海达网畅公司与我

会合作，开展残疾人集中就业及网络居家就业项目；动员国泰康

扶公司捐赠全新正版图书，开展集善爱心书屋项目；动员北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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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恒安公司捐赠 100万元，设立“集善·方元恒安脑瘫、自闭症

儿童康复专项基金”。 

三、重视宣传工作，通过开展慈善活动提升影响力 

注意保持与新闻媒体的密切联系，通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对我会进行全面宣传报道，扩大我会项

目影响力与认知度。全年组织了 20 场主题活动，邀请公益媒体

161人次，发稿 321 篇。列举几个主要的活动： 

在第二十六次全国助残日期间，组织了“爱心随行·一路相

伴”公益徒步活动，并利用地铁扶梯广告、社区楼宇海报、平面

媒体和新浪微博、腾讯乐捐、支付宝等网络媒体进行宣传，北京

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还录制了专题访谈节目，营造扶残助残的

氛围。 

9 月，我会与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人民网共同推出了“爱的

民益·梦想 1公里”公益活动，在兰州国际马拉松常规赛事中专

门为残疾人设计距离为 1公里的马拉松体验跑，帮助残疾人更好

地建立信心、融入社会。 

国际残疾人日期间，与首都体育大学共同举办“为爱筑梦·残

奥冠军进校园公益活动”，邀请里约残奥冠军走进校园，开展“我

的冠军路”主题分享会，宣传扶残助残理念。 

在办好会刊的同时，我会对网站进行改版，实现了在线搜索

功能，增加了与捐赠人的互动、成果展示、项目故事和爱心企业

展示等；实现财务管理系统的数据导入、汇总、对比分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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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票打印功能；后台发稿采用与中国残联网站统一平台进行管

理，达到国内无障碍标准等级 3级。 

四、大力开展公开募捐，网络募捐取得突破 

为进一步拓展筹资渠道，创新筹资手段，2016年，基金会

加大网络募捐力度。 

年初，举办了首届公益项目设计大赛，号召全员设计公益项

目。 

2016 年 9月，民政部规范网络募款工作，指定 13家网络平

台可开展网络募款。我们已与其中的 10家平台建立了联系并开

展合作。 

2016 年 3 月 3日爱耳日期间，“耳蜗再造，听力觉醒”项目

在上线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仅用 36 个小时即完成 10 万元筹款

目标。 

2016 年 6月，阜阳遭受风灾，我会与江苏基金会密切配合，

了解灾区残疾人受灾状况和急需要解决的困难，以“加油阜宁，

灾难援助”发起网络募款，三天筹集了 20万元，及时拨款，解

决灾区残疾人的燃眉之急。 

借助 6月 6日全国爱眼日，在支付宝平台进行了“情暖西藏

光明行”网络募款，10天筹款 20万元现金，为西藏地区的 3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设计“爱心一片”助残护理包项目，制作了宣传片，发布了

爱心劝募函，开发了手机端在线捐赠平台，截至目前，已有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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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爱心人士支持，筹得善款 50多万元。 

残疾儿童助养项目作为支付宝和腾讯公益平台的品牌项目，

自 2015年 5月起通过网络募款 1300 万元，参加助养项目月捐人

数达到 6.5万人。 

我会还以 4.2自闭症日，4.23读书日，5.15助残日，6.1

儿童节，12.3国际残疾人日为契机，推送上线公益项目，并参

加了腾讯 9.9公益日。截至 2016年底，我会网络募捐上线了 57

个公益项目，共有 118万人次捐款，累计募捐 1158万元，超额

完成 2016年网络募款 1000万元的筹资任务。 

五、重视国际交流，募捐渠道进一步拓展 

2016年，我会开展了 12个国际合作项目，组织 8个访问团

组和培训团组，43 人次出访德国、日本、卢旺达、台湾、香港

等 5个国家和地区，与公益合作伙伴和机构交流公益理念和管理

经验，洽谈国际合作项目；组织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高级培训和

集善瑞安-提升公益机构领导力和执行力培训，培养适应新慈善

形势变化中善于领导、懂得管理、熟悉业务、规范执行的残疾人

专业公益领域复合型人才。 

我会还修订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因公临时出国（境）

工作管理办法》，制定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因公临时出国

（境）经费管理办法》，严格管理我会外事及出访工作。 

六、加强项目监管，提高公益项目执行力 

我会重视发挥监事会和监管办公室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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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项目的动态跟踪和效果评估，认真制定年度监管计划，对项目

立项、合同订立、款物拨付等环节把关。到西藏、哈尔滨、海南

等 6个省市对“阳光伴我行”“集善·远程视界”“集善三星爱之

光助学启能行动”等 11个重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执行中

的问题，及时沟通和纠正，促使项目执行合理有效。增设了项目

会商制度，遇存疑项目、协议，与项目执行部门经办人组织项目

会商会，各方共同探讨解决。 

七、重视做好基础管理，强化全国工作网络 

我们严格执行《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章程》的

规定，2016年 4月进行了理事会换届，8月以通讯的形式召开了

四届二次理事会。2017 年 3月，顺利完成了审计工作，并按时

向民政部提交了年报。 

为实现规范化、科学化管理，2016年，我们重新编印了《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手册》，更新了修订的规章制度；编印

了 4期《会刊》，宣传和总结基金会的项目和工作。 

我会继续巩固全国工作网络这一强大优势。目前全国有各级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75家，我们始终坚持与地方基金会建立“上

下联动、密切配合、共同发展”的工作机制。2017 年 3 月 21、

22日，召开了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研讨会，46家省、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及我

会全体工作人员共 1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我们邀请了民政

部领导和法学专家对《慈善法》进行了深入解读；邀请了慈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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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家分享了基金会能力建设和公益项目设计的经验；进行分组

讨论，对“慈善法时代”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方向进行了研

讨，力争实现共同发展。 

 

各位理事，一年来工作的顺利开展，得益于邓朴方会长的正

确领导，得益于各位理事、监事的倾情付出和无私奉献，得益于

全国各地方残联、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密切配合，也得益于基金

会领导班子的精诚团结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特别要感谢范家辉理事，如新集团捐赠 784.275 万元款物，

开展“集善如新儿童蜜儿餐”和“集善如新创星计划”项目，并

支持“集善水灾紧急救援行动”；感谢林美金理事，佳通集团捐

赠 200万元，支持“集善工程·启明行动”，帮助白内障患者重

见光明；感谢崔钟良理事，韩国衣恋集团捐赠 625万元，开展衣

恋集善幸福同行项目和衣恋集善融合教育项目，为贫困肢体残疾

人安装假肢，为残疾儿童提供融合教育；感谢张元基理事，三星

集团捐赠 1000万元，开展集善三星爱之光项目启明行动和助学

启能项目，帮助残疾儿童摆脱白内障及低视力的影响和改善特教

学校教育设施及生活条件；感谢罗康瑞理事，瑞安集团捐赠 40

万元，开展集善瑞安培训项目，支持我会员工培训；感谢乔治·汉

斯·雷德理事，捐赠 51.63万元，开展奥托博克篮球轮椅夏令营，

为残疾人运动员量身定做轮椅和护具；感谢郑钦明理事，明门集

团捐赠 1801.3万元款物，开展“阳光伴我行”脑瘫儿童轮椅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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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感谢张思民理事，海王集团捐赠 2481.552万元，开展“（助

您健康）海王集团捐赠保健品项目”，资助了 20个地区，惠及残

疾人约 4万余人；感谢刘宇环理事，积极协调美国百人会向我会

捐赠；感谢刘德华副理事长，到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看

望备战里约残奥会的残疾人运动员，为他们加油助威。同时，还

要感谢其他各位理事对基金会的工作建言献策；感谢薄绍晔监事

长，多次下基层考察督导公益项目执行情况，为基金会健康有序

发展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李冬生监事，对规范基金会财务管理

提出指导意见。 

 

 

工作中的主要不足： 

一是内部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应严格按照《慈善法》

的要求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

方面的职责权限，更加规范运作。 

二是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要重视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专业化水平，要重视培养使用年轻干部，不

断提升募捐能力。 

三是品牌项目创建需要加强。要集中精力打造叫得响、立得

住、好操作、易推广的品牌项目。 

 

2017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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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改革带动发展，以创新推动

进步，稳扎稳打，群策群力，全面提升基金会影响力。” 

2017年，我会筹资目标为 4.87亿元。 

一、巩固拓展品牌项目，开创新的筹资渠道。 

进一步深化启明行动、助听行动、阳光伴我行、集善扶贫健

康行、三星爱之光、澳门基金会助力残疾人、衣恋全纳教育、集

善如新蜜儿餐、香港马会康复项目、药品援助等项目，积极拓展

新项目，努力做大做强；继续扩大国际合作领域，开展更多国际

合作项目；大力推进公开募捐工作，加大公开募款项目的策划设

计和实施力度。 

二、深入了解残疾人需求，加大项目管理力度。 

增加基层调研和走访，切实了解并掌握残疾人的需求，努力

使资助工作更加精准、有效；继续做好项目监管工作，创新项目

申报评估机制，做到捐赠信息公开透明。 

三、加强内部治理结构建设和基础管理。 

按照慈善法要求，健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行、

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

作流程，开展网络办公系统建设，搭建工作管理平台，提高科学

水平。 

四、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健全和完善人事管理制度，优化绩效考核管理；加大人才培

训力度，坚持日常培训和集中培训相结合，做好境外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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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立志愿者队伍，为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

证。 

五、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 

继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严

格组织纪律和党内生活，坚持三会一课制度；进一步加强党风廉

洁教育，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