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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关于我们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1984 年 3 月 15 日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弘扬

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理念是“集善”，即集合人道爱心，善待天下生命。工作目标是努力

建设成为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慈善组织。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大力倡导扶残助困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开展募捐

活动，筹集资金，努力改善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状况。在邓朴方会长的领导下，培育了 “集善扶贫

健康行”、“启明行动”、“助听行动”、“阳光伴我行”、“集善嘉年华”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

推动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宗旨：   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理念：   “集善”，即集合人道爱心，善待天下生命。

目标：   努力建设成为公开、透明、高效率和高公信力的慈善组织。

机构简介：

组织架构：

2019年报.indd   2 2019/6/19   14:35:18



3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第四届理事会

特邀理事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第四届监事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邓朴方 

一    诚    王光英    厉以宁    白立忱      刘延东  

江    平    何鲁丽    迟浩田    范徐丽泰  胡德平     

袁宝华    崔乃夫    阎明复    蒋正华      廖   晖       

理事长 : 王乃坤 

副理事长 : 许小宁  王   名

秘书长 : 张雁华 

理    事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马    云    王   名    王乃坤    王延芳    许小宁   贡智宏    张思民   

张雁华    林美金    罗康瑞    金万寿    郑   重    郑钦明   黄得圭   

博纳德·欧克菲     葛华勇    董关鹏

监事长 : 薄绍晔 

监    事 : 李冬生     吴   革

王志刚    王    堃    牛五平    方   伟    方文雄    朱    戟   刘    飞   

刘亚衡    孙文龙    李继烈    杨   茂    杨外生    杨家庆    余清楚

陈婉娴    季   军    季绯伽    金一权    金建忠    赵铁骑    娄际川

洪长有    贺邯生    贾   莉    高   辉    龚仁心    龚因心    崔源泰

韩春善    傅建彤    温红彦    谢   宏    蔡海伟    廖友峰    樊燕成

魏   巍                 

沈伟俊   刘玉文   朱晓峰   张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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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坤理事长指出，在邓朴方会长的领导下，在各位理事、监事的大力支

持和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基金会圆满完成了 2018 年各项工作任

务。希望各位理事、监事积极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多地参与基

金会开展的公益项目，为基金会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理事会议

2019 年 4 月 26 日，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

四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在京召开。王乃坤理事

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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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基金会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强化理论武装，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瞄准残疾人精准脱贫，持续开展品牌公益

项目；聚焦残疾人领域的难点问题，积极创新公益项目；围绕残疾人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积极开发为残疾人赋能增智的项目。不断拓展新的合作伙伴，

全员发力网络募捐再上新台阶，宣传工作成效明显，基础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2019 年，基金会筹资目标为 4.8 亿元，重点做好加强党建工作、拓宽

筹资渠道、加强基层调研、项目管理、队伍建设和社会化合作等工作。

2018 年度总支出为 40118.47 万元

许小宁副理事长作《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度

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筹资费用支出 -193.68 万元

其他费用支出 6.76 万元

慈善活动支出 38501.69 万元

管理费用支出 1803.70 万元

2018 年度基金会总收入为 51946.44 万元

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 3555.78 万元

捐赠收入 48090.66 万元

政府部门拨项目款 300.00 万元

张雁华秘书长作《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度工

作总结和 2019 年度工作安

排》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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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度

工作总结和 2019 年度工作安排》的报告；通过了《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同意增补董关鹏为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同意增补吴革为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如新集团大中华区域副总裁郑重理事、北京致高视点

传媒广告公司董事长贡智宏理事等就拓宽筹资渠道、

做好公益营销、提升机构知名度、开展业务培训、为

残疾人赋能增能、以捐赠电子票据带动大额个人捐赠、

创新捐赠企业志愿者参与公益的形式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图为郑重、贡智宏理事发言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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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总支出 40118.47 万元

2018 年慈善活动支出 38501.69 万元

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为 79.96%
管理费用占本年度总支出的比例为 4.50%

2018 年度总收入

51946.44 万元

完成全年预算的 107.44%

全年开展近 100 余个公益项目

超过 100 万残疾人受益

捐赠收入 48090.66 万元

15926.88 万元

32163.78 万元

接收捐款

接收捐物折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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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关于我们

集善扶贫
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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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扶贫健康行 - 眼病项目（白内障）
资助湖南、广西等 11 个省市

为 3000 余例贫困眼病患者手术。

项目资金

万元631 

集善扶贫健康行 - 骨关节项目
资助甘肃、青海等 11 个省市

为 47 名贫困骨关节患者实施手术

术前

术后

项目资金

万元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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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扶贫健康行

项目资金

万元270 
集善扶贫健康行 - 孤独症项目

资助北京市、海南省、吉林省

开展孤独症儿童训练营、孤独症儿童海豚康复训练，支持国家孤独

症康复机构联盟成立等。

为 2 名贫困孤独症儿童提供为期一年的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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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扶贫健康行 - 麻风病救助
资助贵州、云南等 11 个省市

对全国 593 所麻风院（村）中的 22 所进行调研

集善扶贫健康行 -“互联乐业”网络就业项目
资助宁夏、甘肃、江苏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甘肃、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合作建立了 2 个集中就业基地、1 个分基地，资助宁

夏基地 20 台电脑、甘肃基地 80 台电脑

对 300 余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其中 150 余名残疾人已实现就业；

完成 200 名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客服服务管理师》职业资格鉴定，其中 27 人入职京东就业

资助 1185 名女性残疾人、残疾人家庭女性及志愿者欧莱雅品牌洗护用品。

项目资金

万元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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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关于我们

启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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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80

项目资金

万元600

白内障复明项目
资助江西、内蒙古等地

为 600 余例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青光眼助残项目
资助黑龙江、甘肃

8 台美国 PNT 青光眼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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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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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人工耳蜗项目
资助北京、山东、广东、福建、上海、湖南

154 名听力残疾人植入工耳蜗

西万拓捐赠项目
资助河南、湖北、陕西、宁夏、四川、安徽

200 名听力残疾人获捐助听器

项目资金

万元200

项目资金

万元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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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听行动

爱可声传递助听项目
资助陕西、宁夏等 9 个省

通过捐赠助听器，帮助广大听力残疾人早日走

出无声世界，参与社会生活，提升生活质量。

万元

2158
项目资金

听力教育基金
资助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用于专业技术人员培训，项目科研等。资助开

展了世卫组织第三届听力障碍预防工作会议、

世界听力会议等。

项目资金

万元4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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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积分捐赠项目
资助陕西

捐赠 532 台助听器，帮扶咸阳市淳化县、旬邑县、

长武县、永寿县听障及适应症人士。

中远海运助听行动
资助湖南、云南

在湖南省沅陵县、安化县，云南省永德县捐建 3 个“集

善工程—（中远海运）助听行动”关爱基层听障服

务机构；

为三县培养 3 名听力康复师，在京接受专业培训；

帮扶三县 176 名贫困聋儿和听障人士安装助听设备。
项目资金

万元13

项目资金

万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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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关于我们

助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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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项目
资助：海南省、吉林省

小龄孤独症患者康复

大龄孤独症患者职业技能培训

孤独症血液 DNA 谱系课题研究以及为孤独症康复提

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平台

项目资金

万元1088

项目资金

万元180

明门儿童轮椅项目
资助全国 33 家残疾人服务机构

9504 辆便携式残疾儿童轮椅

9000 余名残疾儿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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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行行动

爱之翼电动轮椅项目
资助天津、甘肃等 13 个省

330 名肢体残疾人获捐电动轮椅

上海烟草项目
资助河北、黑龙江、吉林、云南 4 个省

107 名肢体残疾人获捐电动轮椅

项目资金

万元9

项目资金

万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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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恋幸福同行项目
资助河北、新疆等 6 个省

为 468 名贫困肢体残疾人适配安装假肢 510 余例

项目资金

万元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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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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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学习卡项目
资助安徽、山东、河南等 23 个省、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残疾人

机构 196750 张集善学习卡

通过远程教育方式，为残疾人、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工作者及助残

志愿者提供外语、会计、计算机、建筑工程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提

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帮助他们更加顺利地实现就业。

项目资金

万元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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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学行动

通向明天—交通银行残疾青少年助学计划项目
资助青海、宁夏等

50 万元用于继续开展“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评选活动，表彰 100 名优秀特教教师。

20 万元用于继续开展“交通银行残疾大学生励志奖”评选活动。

130 万元用于资助义务阶段建档立卡贫困残疾学生。

项目资金

万元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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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项目资金

万元722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项目
资助云南、甘肃、四川

受益人数 1800 余人

残疾儿童少年开展启明行动和助学启能行动，

进行特教学校无障碍改造和特教老师培训

帮助残疾青少年走出困境，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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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儿餐项目
资助贵州、云南、辽宁等 15 个省市

20000 名贫困残疾儿童受益。

帮助贫困地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

项目资金

万元1808

鹿童脑瘫儿童救助基金项目
救助 6 名脑瘫儿童进行为期 1 年的康复治疗。

对患儿进行深层次痉挛有效放松的康复治疗，还为患儿每月额外免

费提供 20 节训练课，以取得更加理想的康复效果。

项目资金

万元29

2019年报.indd   27 2019/6/19   14:35:48



28

项目资金

万元8191

项目资金

万元37
经颅磁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资助江西、青岛、延安、山西

经颅磁治疗仪 193 台

帮助脑瘫患儿进行康复治疗与训练

类克药品捐赠项目
帮助贫困及因病致贫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克罗恩病及银屑病患者提升康复质量、减轻患

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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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3628

服装捐赠项目
资助黑龙江、河南、山东等 10 个省区市

资助 40 万件衣物及配饰

约 13 万名困难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和其

他贫困群众受益

长效针剂（善思达）援助项目
为精神残疾患者免费提供善思达长效针剂治疗

项目资金

万元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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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73

输注中心项目
帮助使用生物制剂进行治疗

的患者能够更科学、更安全便

利的接受生物制剂标准化治

疗，提升医务人员相关学科

的科研能力和临床治疗水平。

集善斯利安·爱的守护项目
资助辽宁、山东

资助辽宁和山东符合受助条件的育龄妇女“孕妈加油包”，

加油包里有孕期所需的叶酸片、营养品和卫生用品，能够

保障孕期营养，从而有效地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的发生，

预防出生缺陷，减少新生儿残疾的发生。

项目资金

万元821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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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 爱的滋润助残公益项目
资助辽山西 山东 江苏

为贫困残障人士及其家庭送去各类护肤品、牙

膏、牙刷 及日化用品等物资，提升贫困残障家

庭的生活品质，让残疾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保健品捐赠项目
资助山东、甘肃等 7 省

1.5 万余名残疾人及家庭受益

项目资金

万元737

项目资金

万元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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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友谊杯项目
资助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

2018 年，全国 20 余省区市的运动队参加“三菱友

谊杯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分北京、沈阳、上海、

青岛、南充、宜宾、西宁七个分赛区进行分区赛，9
月在位于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进行年终总

决赛。通过举办中日韩三国的友谊赛，推动残疾人

体育文化交流，为迎接 2020 年东京残奥会和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积极助力。

鸿星助力·衣路有爱项目
资助云南、贵州等 9 个省区市

为贫困残疾人、残疾人运动员及残疾人体育

赛事工作人员送去鸿星尔克运动服和运动

鞋，支持他们积极参加残疾人体育运动，倡

导和传播阳光的生活方式。

项目资金

万元126

项目资金

万元798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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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善澳门基金会项目
资助北京、宁夏、青海等 16 个省区市

受益人数约 3801 人

资
助

12
55

名
贫

困
听

障
人

士

创新捐建 5 个“关爱基

层听障服务机构”

为
捐

建
机

构
培

养

10
名

听
力

康
复

师项目资金

万元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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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财险项目
为有劳动能力的上海嘉定区残疾人士提供为期一

年的非遗传承人技能培训——竹刻或草编，同时

补助参加培训的学员一定的生活费，让受助者重

拾自食其力的生活热情。

项目资金

万元22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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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助困—精神障碍防治项目
资助安徽霍邱县、辽宁北镇市

对两地排查出的 8560 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入户调查，为 8433 例精神

障碍患者建档立卡，形成两县 / 市总结报告、项目执行报告、项目调查

报告等项目成果，建立了农村精神障碍患者现状调查资料库，并对数据

进行分析总结 , 为国家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精神卫生医疗政策提供了依

据和参考。

农村助困—青光眼防治项目
资助宁夏、陕西等 10 个省区市

共筛查出青光眼患者 484 例，可疑青光眼 165 例

免费手术 70 例，免费药物治疗 368 例

培训县区医生 654 名，发放科普宣传资料 8 万份

探索总结出了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行之有效、可推

广的青光眼防治模式

项目资金

万元57

项目资金

万元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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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公益宣传项目
资助贵州、云南等 12 个省区市

对“爱心一片”和“集善扶贫健康行”公益项

目在全国 24 家机场进行公益广告宣传。

项目资金

万元3093

集善瑞安培训项目
对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6 位工作人员

和 15 个省区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主要

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共 41 人进行培训。

旨在使各基金会管理能力、专业能力得到

提升，推动中国残疾人福利事业持续发展。

项目资金

万元31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助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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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行动

财政补助项目
资助新疆、广西、江西等 15 个省区市

5973 名残疾人受益

招标采购 514 台高品质助听器，帮扶 509 名听力残疾人；

招标采购 908 辆高品质手动轮椅，帮扶 908 名肢体残疾人；

招标采购 84 辆电动了轮椅，帮扶 84 名肢体残疾人；

招标采购 10146 罐蛋白粉，帮扶 4472 名贫困残疾人。

项目资金

万元462

项目资金

万元323
聋人婚育指导项目

捐赠医疗检测设备，免费对育龄期聋人夫妇进行检

测，预防残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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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76
中央企业集善工程项目

资助广东、福建等 6 个省市

为 76 名极重度听障儿童提供手术资助。

无限定项目
为帮助残疾人就业，我会在全国建设了 2 个集中就业基地、1 个分

基地，分别位于甘肃张掖、宁夏银川（石嘴山分基地）。资助 3 个

基地 100 台电脑，累计对 300 余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其中

150 余名残疾人已实现就业。

邀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于 5 月 25 日至 30 日，在海口市和三亚市举

行四场公益演出。

对“集善扶贫健康行”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项目启动进行

了为期一个月的多元化宣传报道，并拍摄项目宣传片。

项目资金

万元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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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41

最美传承
为 4 名残疾人进行为期一年的景泰蓝文化和技艺培训

资助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推出残疾人传承非遗社会价值研究报告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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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

万元2086

Children Affected by Disability Assistance

为 147 名肢体残疾人进行假肢矫形手术及矫形器、辅具适配；为 559 名贫

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补贴；

为 1369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太阳能热水器、净水器、农耕

用电动三轮车发放；

为 672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修建牛羊圈并发放饲养牛羊，为 13.1 万名残疾

儿童发放温暖包、安全包；

为 10 所康复中心捐建康复训练感统、多感官教室并捐赠康复训练教具；

为 5 所特教学校捐建残疾学生职业技能培训所需的烘培、陶艺教室。

累积受益超 10 万人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公开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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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盲童一本书项目
为南宁市盲聋哑学校、玉林市特殊教育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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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学校等 31 所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3000 余人受益

项目资金

万元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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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公开募捐

“阳光伴我行”脑瘫儿童滋养计划
资助江西、新疆等 7 个省区市 8 家机构

220 名贫困脑瘫儿童进行 1 年的康复训练。

项目资金

万元28

项目资金

万元217

“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2018 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在安徽省合肥市、淮南市寿县开展。

通过参观交流、文艺汇演、家长培训等多种多样的形式，丰富了孤独症和智障儿童的暑

期生活，同时带动了更多的公众认识、了解、包容和接纳这些特殊的孩子。

共有 70 多个残疾孩子家庭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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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
为陕西、宁夏 35 名贫困肢体残疾青少年进行手术矫治救助

充分利用先进的组织优化再生和骨外固定技术，对贫困肢体残

疾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手术矫治救助，帮助其改善残疾状况和恢

复劳动能力

项目资金

万元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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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捐项目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募捐编号 项目内容

1
爱心套娃

筑梦残友
73986.55 53100000500013588UA17002

项目已完成培训所需设备的采购及安装，并由残疾人

技师“套娃哥”为 20 名家庭困难有就业创业需求及

能力的残疾人提供套娃制作技术能力培训。

2
女皇星辰

公益计划
150000.00 53100000500013588UA17073

项目为重庆市特教学校捐建阅览室，为该校学校发放

学习用书包及学习用具。

3
无障碍艺

途让爱无碍
54169.03 53100000500013588UA17014

该项目已开展了常规艺术课程、外出学习与交流、家

庭参与沟通、心灵的箴言社区特殊艺术展览、优秀作

品评奖等活动，并为全国 900 位学员提供绘画工具

包。

4
向阳花开

支持性就业
68224.58 53100000500013588UA17018

项目已为 20 名心智障碍人士开展了为期 6 个月，每

个月 100 节课，共计 600 节课的客房清扫，清洁车

整理，床铺整理，用品摆放，客房服务基本工作原则

的培训，学员通过培训掌握基本的客房服务技能。

5
心智障碍

儿童入学梦
300520.05 53100000500013588UA17019

为 20 名 6-8 岁适龄心智障碍儿童开设幼小衔接课

程班，让他们通过幼小课程系统的学习掌握进入正常

小学进行融合教育的基本技能。

6
生活重建

金种子计划
30152.08 53100000500013588UA17022

该项目资助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开展脊髓损

伤患者培训项目，已开展生活重建培训，培训形式为

22 天集中住宿式加 6 天社会实践，内容包括体能训

练、政策法规、无障碍宣导、团队建设、心理咨询、

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活动等。项目已完结。

7
星儿的

感官世界
8639.06 元 53100000500013588UA17026

项目经过研讨设备采购方案，进行设备采购后，组织

工作人员进行设备拆装、调试后面向机构自闭症儿童

投入使用，建立了感官教室。项目受益人数 100 余人。

8
与智同行

阳光计划
13068.90 53100000500013588UA17027

该项目资助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

心，以“社工 + 志愿者 + 个案”的创新服务模式去

支持智障人士反哺社会、践行环保公益和乡村助残，

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实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的公益理念，为智障人士的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

平台。项目受益人数 30 余人，项目已完结。

9
自闭症儿

童康复救助
33392.83 53100000500013588UA17033

为3名符合条件的贫困自闭症儿童提供一年（11个月）

的康复治疗费用，3 名儿童已经在五彩鹿儿童行为矫

正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五彩鹿行为矫正中心塑造自闭

症儿童用于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正确行为，帮助家长掌

握训练儿童的方法及技巧。

10
从脑瘫儿

到阳光鹿童
202416.39 53100000500013588UA17034

为 8 名贫困脑瘫儿童募集一年康复治疗费用及部分

生活费用，8 名贫困脑瘫儿童已开始接受为期一年的

康复治疗。康复中心根据 8 名不同类型患儿的特点

开展针对性，并适于患儿的游戏活动。

11
百度特教 -

孤星湾计划
2400.00 元 53100000500013588UA17037

为 100 名符合条件的湖北省与江西省特教学校校长

及骨干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特殊教育学校管

理人员培训班及特殊教育学校骨干教师培训班。

12
家是温暖

的避风港
174371.91 53100000500013588UA17052

该项目为 80 名 12 岁以上智障人士提供 10 个月的居

家训练，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公开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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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捐项目列表

13
带星儿去

大自然赴约
6519.73 元 53100000500013588UA18017

开展自闭症儿童户外体验活动，促进自闭症儿童进行

社会融合

14 助星儿圆梦 142783.38 53100000500013588UA17060
为 28 名贫困孤独症儿童康提供复训练费用补助及康

复评测。

15
阳光鹿童

圆梦行动
2511.47 53100000500013588UA17064

阳光鹿童圆梦行动为 8 名贫困脑瘫儿童募集一年康

复治疗费用。

16
助残友重

拾生活希望
513513.60 53100000500013588UA18009

该项目资助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

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项目已完成培训所需设备

的采购及安装，并招募了 50 名家庭困难有就业创业

需求及能力的残疾人，由专业残疾人技师为残疾人提

供修鞋、皮革护理、营养粥、皮具雕刻艺术等能力培训。

17 阳光助我行 22792.00 53100000500013588UA17045

该项目资助甘肃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旨在为当地贫

困肢体残疾人采购并发放助残辅具，改善残疾人生活

质量，帮助残疾人走出家门。项目根据前期的走访摸

底情况，为党原镇的贫困肢体残疾人发放轮椅、腋杖、

手杖、助行器、坐便器等物资，并安排志愿者入户提

供服务。项目受益人数 100 余人

18
给我一张

温暖的床
3684.22 元 53100000500013588UA17047

该项目资助济南市乐橄儿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旨在为

该机构因父母全职照料影响外出就业，无法照料的农

村贫困家庭智障学员提供餐费，解决最迫切的实际困

难。项目为 6 名农村贫困家庭智障学员提供一个月

的餐费

19
助力脑瘫

儿童行走
406105.00 53100000500013588UA18015

为北京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的 10 名贫困脑瘫儿童

提供一年的康复训练补贴，每名救助对象的健康状况、

心理健康状况及精神面貌已有显著改善。项目已完结，

项目受益人数为 10 人。

20
星儿与家

长共成长
501002.84 53100000500013588UA18020

该项目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亲子同

训课程。目前 40 组受助儿童及家长康复教育训练工

作全部完成，提升了家长理论及实操方面的能力，使

其能够独立辅助儿童进行教育训练，项目受益人数

80 人，项目已完结。

21
康复教育

师资培训
104949.05 53100000500013588UA17050

该项目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康复教

育师资培训项目。项目一方面对县域康复机构进行了

“一对一”入门指导和培训，另一方面邀请专家到机

构对特教教师进行了专业培训，受助教师在教学专

业水平上得到了有效的指导和培训，项目受益人数

400 余人，项目已完结。

22
艺术点亮

美丽心灵
25889.19 53100000500013588UA18013

该项目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亲子同

训课程。目前 40 组受助儿童及家长康复教育训练工

作全部完成，提升了家长理论及实操方面的能力，使

其能够独立辅助儿童进行教育训练，项目受益人数

80 人，项目已完结。

23
助力残障

运动计划
40000.00 53100000500013588UA17056

组织身心障碍伙伴及志愿者参与云南腾冲、云南丽江、

浙江绍兴地区的马拉松赛事。项目受益人数约 19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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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捐项目列表

24
艺起爱

公益行动
5210.10 元 53100000500013588UA17055

为项目受助儿童提供美术疗愈课程、原生美术课程以

及家庭疗愈课程。项目受益人数约 50 余人，

25
星星家长

增能计划
40000.00 53100000500013588UA17057

该项目资助南昌可凡加儿童能力发展中心，用于为自

闭症儿童家长，开展丰富的喘息活动。

26
空中花园

植物共融
108443.11 53100000500013588UA17061

项目已完成空中花园设施设备及课程安排，并为障碍

人士开展融合活动，举办了花园生日会，极大的满足

了重度障碍人士课余生活方面的丰富，提高了重度障

碍人士的生活品质，增强了重度障碍人士的动手能力。

项目受益人 100 余人，项目已完结。

27 我撑你 414403.29 53100000500013588UA18022
项目开展了心智障碍人士家长座谈会、户外体验活动

及康复训练。项目受益人数 100 余人，

28
帮扶 200 名

聋儿康复
32497.31 53100000500013588UA17063 帮扶听障儿童进行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29
渐冻人扶

残助残计划
91162.74 53100000500013588UA18008

该项目项目资助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为贫困

渐冻人采购并发放渐冻人居家康复所需的医疗物资，

并提供志愿者入户及心理咨询服务。

30

集善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

资助计划

1350000.00 53100000500013588UA18001

项目通过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云南省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招募 100 名符合条件的特教学校校长及骨

干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特殊教育学校管理人

员培训班及特殊教育学校骨干教师培训班。

31
助残创业

筑梦童心
120000.00 53100000500013588UA18004

该项目为 10 名有学习技能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提供皮

具雕刻，皮包、腰带、皮表链制作等皮饰品制作技术

能力培训 ，通过传授残疾人制作技能的方式引导其

自立更生 , 自主创业。

32
为星儿铺

设融合之路
1651635.81 53100000500013588UA18019

该项目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康复教

育师资培训项目。资助 240 名 2-7 岁能够持续训练

的贫困特殊儿童，

33
渐冻人暖

心护理包
257025.00 53100000500013588UA18014

该项目为 150 名确诊的残疾渐冻人患者捐赠营养护

理包、呼吸护理包、基础护理包等物资，并为患者进

行医疗、护理、心理及志愿者帮扶。

34
最美唐

卡项目
 410529.00 53100000500013588UA17032

帮助 15 名听障青少年学习唐卡艺术，用于他们学习

绘画唐卡，使他们掌握就业技能，为其就业提供保障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公开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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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18 年 1 月 5 日，“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培训（宁

夏）基地揭牌仪式暨首期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宁夏银川举

行，46 名残疾人参加培训。 

2018 年 1 月 9 日，“衣恋集善幸福同行”项目黑龙江

站假肢适配现场会在大庆市举行，22 位肢体残疾人接

受了现场取型和适配。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9 日，张雁华秘书长率“集善残

疾儿童助养”项目组赴陕西宝鸡、甘肃定西开展项目回

访，检查项目执行情况。陕西项目办、甘肃项目办分别

汇报了 2017 年工作情况和 2018 年工作计划。

2018 年 1 月 16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 • 康弘农村贫

困精神障碍患者救助”项目在安徽省霍邱县启动。

2018 年 1 月 25 日，“爱心一片 • 温暖无限”博阳公

益捐赠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扬州博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致高视点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等十余家企业共同向我会捐赠 7000 多万元，

用于支持“爱心一片”“集善扶贫健康行”和“集善残

疾儿童助养”等公益项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国残

联副主席、我会理事长王乃坤，中国残联副主席、中国

残联党组成员吕世明等出席仪式。

2018 年 1 月 29 日，“助残就业 • 共奔小康”捐赠仪

式在我会举行。北京宜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联合向我会捐赠 110 万元，用于开展残疾人网络就业

项目。

3 月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 “集善扶贫健康行”三星

爱之光儿童眼病项目组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调研。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8 年大事记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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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3 日 ,“集善斯利安 • 爱的守护” 预

防出生缺陷公益项目捐赠仪式在沈阳市举行。该项目

首期向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价值 200 万元的

6000 件“孕妈加油包”，用于预防和减少新生儿残疾

的发生。

2018 年 3 月 14 日 ,“集善工程—（爱心温暖）北京迎

政时装捐赠”项目仪式举行。北京迎政时装公司向我会

捐赠款物合计 621.5 万元。

2018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由瑞安集团捐赠，我会开

展的“集善瑞安能力建设培训”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北

京校区举办，我会和 15 个省区市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相关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共 41 人参加培训。

2018 年 3 月 16 日，“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培

训项目第二期职业技能培训在宁夏银川就业基地开班授

课。来自宁夏石嘴山市、兴庆区和金凤区的 50 名残疾

人了参加了为期 15 天的培训。

2018 年 3 月 21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骨关节康复

项目陕西启动仪式在西安市举行。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关节治疗中心的专家组成项目医疗队，在西安交通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宝鸡市第二中医医院为贫困残疾人免

费置换人工关节，提供康复训练。还举办了骨关节医学

培训，以提高受助地区医疗水平。

2018 年 3 月 28 日，卡博特公司向我会捐赠 50 万元

开展“启明行动”，为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治疗提供资助。

4 月 

2018 年 4 月 3 日，“经颅磁脑瘫儿童康复”项目启动

仪式在山东省济宁市举行。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11 日，全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

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残联副主席、我会理事长王

乃坤，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刘忠祥，我会

监事长薄绍晔、监事李冬生、副理事长许小宁、秘书长

张雁华出席会议。全国 31 个省区市、黑龙江农垦及 3

个计划单列市和 10 个省会城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

人参加会议。

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19 日，“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第十一次工作会在陕西宝鸡召开。我会张雁华秘书长，

湖北省、陕西省、甘肃省项目执行地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

2018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三

星爱之光儿童眼病项目组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开展项

目专访和入户调研。  

2018 年 4 月 20 日，我会召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项目媒体通气会，人民日

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新社等 10 余家媒体参加会议。

2018 年 4 月 24 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

度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度工作安排》《2017 年度财务

决算和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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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基金会章程的提案、关于制定理事会工作制度的提案、

关于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关于理事辞职和增补

及聘任副秘书长的提案。

2018 年 4 月 24 日，“集善瑞安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签约仪式在我会举行。瑞安集团向我会捐赠 120 万元，

用于开展 2018 年至 2020 年“集善瑞安能力建设培训”

项目。

5 月 

2018 年 5 月 3 日 ,“集善工程—（亮耳·联通）助听行动”

捐赠仪式在我会举行。北京亮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向我

会捐赠 100 套价值 2980 万元的“听—听桥无障碍沟

通系统”，用于支持听力筛查和康复工作。

2018 年 5 月 7 日，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鲁勇，

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司海英，海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

事长符永等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

康复基地考察。鲁勇书记一行参观了基地康复楼、马术

训练场等基础设施，与马术康复训练专家进行交流，对

基地创新工作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2018 年 5 月 8 日，“集善工程—（助您健康）”保健

品捐赠项目捐赠仪式在京举行。深圳海王集团、深圳慈

善会共向我会捐赠价值 1016.9972 万元保健品。

2018 年 5 月 8 日 ,“集善工程—（爱心温暖）服装”

项目捐赠仪式在京举行。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向我会捐赠价值 1237 万元的 40 万件全新服装，资

助云南、山东、甘肃等地残疾人及困难群众。

2018 年 5 月 16 日，“最美传承”残疾人非遗传承就

业培训项目捐赠仪式在我会举行。51 社保向我会捐赠

100 万元，用于开展“最美传承”公益项目。

2018 年 5 月 16 日，“经颅磁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培训活动在辽宁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我会组织北

京特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专家在活动现场对近 200 名

受助儿童家庭进行一对一培训指导，解答患儿家长提出

的问题。

2018 年 5 月 16 日，“建档立卡贫困骨关节公益项目”

暨“集善扶贫健康行”山西项目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

我会将山西大医院被确定为骨关节公益项目定点医院。

2018 年 5 月 17 日，“经颅磁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

目捐赠仪式在辽宁省朝阳市举行。

2018 年 5 月 20 日，“爱心随行一路相伴”——2018

年全国助残日公益徒步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

行。我会组织近千名社会公众陪伴百位残疾人朋友完成

十公里徒步挑战。

2018 年 5 月 20 日，由我会组织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淄博市残联、北京京东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共

建的第三家“集善工程 • 互联乐业”残疾人网络就业

基地暨首家“京东金融众智平台扶贫助残基地”落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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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淄博市。

2018 年 5 月 26 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

童（南方）康复基地启动仪式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该

基地在满足海口市、海南省孤独症儿童康复需求的基础

上，还将承担全国特别是西部 12 省 14 个连片贫困地

区的孤独症儿童救助，为贫困孤独症家庭提供精准扶贫

和公益救助。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

三星爱之光儿童眼病项目组赴中缅边境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开展项目专访和入户调研。 

2018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1 日，“集善爱心书屋”项

目工作推进会在昆明市召开。会议就“集善爱心书屋”

项目、“康尚共享阳光助行”项目、“爱可声传递助听”

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项目推进工作进

行了部署。

6 月 

2018 年 6 月 1 日，“衣恋集善幸福同行”项目启动仪

式暨假肢现场适配会在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指导中心

举行。中国衣恋集团向我会捐赠 600 万元，其中 100

万元用于资助北京市 40 余位贫困肢体残疾人适配假肢。

活动现场为 20 位贫困肢体残疾人取模适配安装假肢。

2018 年 6 月 6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眼底病公益项

目辽宁站启动。爱眼公益基金会自 2018 年起向我会捐

赠 180 万元，在辽宁沈阳、四川成都、甘肃兰州等 9

个城市试点开展“集善扶贫健康行”眼底病救助项目。

2018 年 6 月 10 日，2018 兰州国际马拉松赛“梦想一

公里 • 和你一起跑”公益活动举办。我会组织 42 名

肢体残疾人、20 名智力残疾人、10 名盲人、18 位名

聋人与 90 名监护陪跑员共同完成 1 公里赛程。

2018 年 6 月 13 日 ,“集善残疾人家庭卫浴无障碍项目”

启动仪式在河南郑州举行。该项目是第二期“集善澳门

基金会助力残疾人系列公益项目”的新项目，项目资金

490 万元，为吉林、江西、河南、湖南四省 2496 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免费安装洗浴设备及配备卫浴无障碍 

辅具。 

2018 年 6 月 15 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集善扶贫健

康行骨关节康复公益项目”甘肃省天水市启动仪式在天

水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

2018 年 6 月 21 日，“爱可声传递助听”项目捐赠启

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

价值 2200 万元的 1100 台 AW3 迷你耳背式助听器，

帮助济南市听力残疾人早日走出无声世界。

7 月 

2018 年 7 月 4 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四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听取《2018 年度公益项

目监管安排》报告，就如何更好地发挥监事会作用，为

基金会稳健发展提供帮助进行了充分研讨和交流。王乃

坤理事长，薄绍晔监事长、李冬生监事，许小宁副理事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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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张雁华秘书长出席会议。

2018 年 7 月 6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 • 三星爱之光”

项目捐赠仪式在甘肃兰州举行。中国三星向我会捐赠

1000 万元，在甘肃临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地区开

展“启明行动”和“助学启能行动”，实施贫困儿童白

内障复明手术和特教学校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其中甘

肃项目资金 270 万元，为 300 名青少年眼病患者免费

实施手术，资助特教学校进行无障碍改造等。中国残联

副主席王新宪，甘肃省副省长何伟，中国三星总裁黄得

圭，甘肃省残联理事长华文哲、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

事长朱雪明，我会秘书长张雁华等参加捐赠仪式。

2018 年 7 月 11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眼病项目启

动仪式在湖北省恩施举行。恩施市华硒文化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捐赠 330 万元，用于开展“集善扶贫健康行”

眼病项目。

2018 年 7 月 12 日，“爱心一片 • 大王纸为关爱”项

目捐赠仪式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举行。大王（南通）生

活用品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成人护理产

品，为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康复治疗的脊髓损伤患

者提供护理用品。

2018 年 7 月 16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病救助

项目组赴江西皮肤病专科医院康复中心开展调研，了解

贫困麻风病患者生活、康复状况。

2018 年 7 月 17 日，“启明行动”项目启动仪式在江

西省南昌市新视界眼科医院举行。

2018 年 7 月 27 日，“爱可声传递助听”项目捐赠仪

式在曲靖市举行。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我会向曲

靖市捐赠价值 1438 万元的 719 台 AW3 迷你耳背式

助听器。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 2018 年“星星的孩子——

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先后在安徽省合肥市、淮南

市寿县举办。

8 月 

2018 年 8 月 3 日，由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捐赠、我会

和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百度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

助计划”培训班结业。2018 年，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向我会捐赠 150 万元，我会组织甘肃、云南两省 100

名特教学校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为期

20 天的特教专业培训。

2018 年 8 月，“善思达集善援助”项目更名为“长效

针剂集善援助”项目，援助药品在善思达的基础上又追

加了善妥达，两种长效针剂共同帮助患者提升依从性，

更好的预防复发。 

2018 年 8 月 8 日，“集善斯利安 • 爱的守护”公益

项目山东启动仪式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举行。该项目通

过济南、淄博、枣庄、德州等地 7 家定点医院为适龄孕

妇免费发放“孕妈加油包”12000 个，总价值 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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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减少新生儿残疾的发生。

2018 年 8 月 9 日，“集善康弘农村贫困精神障碍救助”

项目在辽宁省北镇市启动。该项目通过对农村贫困精神

障碍患者情况进行筛查，为其建档立卡，了解他们的现

状和需求。在项目启动仪式暨培训会上，我会邀请上海

市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原院长张广岐、浙江省精神卫生

工作办公室原主任傅永利等专家分别就精神障碍的基本

概念、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和康复的原则以及农村精神

障碍患者现状调查与防治的方法等对 300 多名医务工

作者进行培训。

2018 年 8 月 23 日，吉林省“爱可声传递助听”项目

捐赠仪式在延边州举行。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我

会向延边州捐赠价值 1100 万元的 550 台 AW3 迷你

耳背式助听器。

9 月 

2018 年 9 月 3 日，“包容美力计划”发布一周年回顾

活动暨无障碍康体活动中心启动仪式在宿迁举行。我会

理事长王乃坤，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平，

江苏省宿迁市常务副市长沈海滨，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

官斯铂涵、副总裁兰珍珍，京东公益基金会理事、京东

集团副总裁龙宝正，京东集团副总裁吕文凯等出席活动。

“包容美力计划”是 2017 年底由我会和京东、欧莱雅

共同发起的，该计划聚焦精准扶贫和提高残疾人生活质

量，实施一年来，残疾人切实受益。

2018 年 9 月 5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众智集善冠创未

来”明星公益晚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晚会共筹集善款

482.67 万元，全部捐赠我会为贫困肢残青少年实施手

术。中国残联副主席、我会理事长王乃坤，中国肢残人

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建军，陕西省残联党组书记、

理事长相红霞，著名歌手孙楠等出席公益晚会。

2018 年 9 月 13 日至 16 日，由三菱集团捐赠我会共同

开展的“三菱友谊杯”2018 年第四届残疾人民间足球

争霸赛年终总决赛在秦皇岛举行。来自 10 个省市的 16

支残疾人足球队近 200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为期 4

天的比赛。

2018 年 9 月 15 日，“爱的民意 • 梦想一公里”公益

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我会邀请 100 名残疾人与 100

名陪跑者完成一公里赛程，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奔跑之

梦”，也传播了爱与善的力量。

2018 年 20 日至 22 日，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集

善残疾儿童助养”两个公益项目参加第六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2018 年 9 月 26 日，2018 年“集善工程—( 中残联财

政资金支持 ) 助残行动”项目启动仪式及工作会在河南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举行。

10 月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

救助项目组赴陕西省开展调研，了解贫困麻风患者生活、

康复状况。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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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2018 年“集善工程—（中

远海运）助听行动”项目工作会在我会召开。中远海运

集团向我会捐赠 100 万元，开展助听器项目和捐建“关

爱基层听障定点服务机构”。

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2018 年“集善工程—（澳

门基金会）助听行动”项目工作会在我会召开。澳门基

金会向我会捐赠 305 万元，开展助听器项目和捐建“关

爱基层听障定点服务机构”工作。

2018 年 10 月 17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救助项

目组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调研，了解贫困麻

风病患者的生活和康复状况。

2018 年 10 月 17 至 18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

救助项目组赴重庆市开展调研，了解贫困麻风病患者生

活和康复状况。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5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

风救助项目组赴云南省双柏县法脿村火山麻风院、楚雄

市富民白坡麻风院、红河州龙潭田麻风村等开展调研。

2018 年 10 月 24 日，为期 14 天的“红旗 • 索契海

豚康复之行”圆满结束。该项目由我会和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共同开展，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中俄孤

独症康复技术交流的新路径。知名孤独症专家贾美香老

师带队，筛选了 8 名中国孤独症儿童在索契海洋之心

海豚训练馆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海豚加常规康复训练。

2018 年 10 月 24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白内障海门、

通州项目启动仪式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南通枫香景观

艺术工程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 160 万元，为江苏省南

通地区 1600 例贫困白内障复明手术提供资助。

2018 年 10 月 26 日 ,“手工艺者集善之家”项目授牌

活动在江西省景德镇市绿地昌南里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我会王乃坤理事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

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郭利群、我会秘书长张雁华等出席

活动。

11 月 

2018 年 11 月 2 日，安心托付项目捐赠仪式在大连市

残疾人托养康复服务中心举行。大王（南通）生活用品

有限公司向我会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成人护理产品，为

大连市脊髓损伤患者免费提供护理用品。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我会张雁华秘书长、甘肃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朱雪明与人民政协报、中新

社、公益时报等媒体记者，赴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通

渭县和陇西县，对“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资助的安

定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教室项目、定西市博爱

康复医院多感官康复训练室和康复训练资助项目、残疾

人家庭危房改造和就业扶持等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回访 

检查。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我会王乃坤理事长和衣恋

集团 NPO 全球代表郑载哲率“衣恋幸福同行”项目组

赴山东泰安检查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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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8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 -- 红旗 • 孤

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营”在海南省海口市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举行，来自甘肃、

宁夏、陕西、山西、吉林、海南等地的 20 余名贫困孤

独症孩子得到康复训练。

2018年11月13日至15日，由我会“集善扶贫健康行--

孙楠 • 重塑未来”专项基金发起的迎“楠”而上圆梦

行公益活动在云南省保山市开展。

2018 年 11 月 29 日，“集善康弘农村贫困精神障碍救

助”项目审稿会在京举行。我会薄绍晔监事长 , 上海市

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原院长张广岐、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刘民、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

宝等专家参加会议。

12 月 

2018 年 12 月 13 日，“最美传承”残疾人非遗传承就

业培训基地挂牌仪式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刘家店村

举行。生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的北京红伟景

泰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所在地成为“最美传承”项目第

一个挂牌的项目基地。

2018 年 12 月 13 日，“安心托付”项目捐赠仪式在长

春市社会福利院举行。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向我会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成人护理产品，为长春市、

延边州的脊髓损伤患者免费提供护理用品。

2018 年 12 月 17 日，张雁华秘书长代表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参加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组委会成立大会。我

会将作为峰会的组织者和共建者，为推动中国互联网公

益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018 年 12 月 18 日，“集善扶贫健康行”麻风救助项

目组赴贵州省丹寨县麻风村进行调研。

2018年12月20日，2018年“集善工程—（澳门基金会）

助听行动”捐赠仪式暨贵州从江项目启动仪式在从江县

举行。该项目资助贵州省 203.32 万元 , 其中资助从江

县 75.7 万元建设“关爱基层听障服务机构”并配备有

关设备，为听障残疾人装配助听器及培训听力验配师等。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王乃坤理事长、薄绍晔监事长、

李冬生监事，许小宁副理事长、张雁华秘书长等出席会

议。会议听取了法律监管处关于 2018 年项目监管工作

的汇报，会议对监事会如何与基金会重点中心工作紧密

结合以及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重点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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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阿里巴巴集团

蚂蚁金服公益

中国衣恋集团

瑞声达助听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

康乐保

中国进出口银行

方树福堂基金

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明门集团

華康圓體

華康圓體簡

明門新logo - for Barbie
2014/12/9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房地产

香港赛马会

世界儿童基金会

卡博特公司

澳门基金会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深圳海王集团有限公司

瑞银集团

三菱商事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

亚瑞科国际广告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奥迪康（上海）听力技术有限公司

索诺瓦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LG生活健康

新浪微公益

巧儿宜（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三星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自然乐园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西藏冰川矿泉水有限公司

达芙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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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奥托博克北京万升康达经贸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大溪地诺丽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中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凯德集团 中国狮子会 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凯洋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羲和国际餐饮机构

三六一度体育用品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康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

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

MCHC+TKC_logo_en Master Data

三星财产保险

三菱重工

三菱化学控股 三菱电机

好丽友北京远程视界眼科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威之群机电制品有限公司 日本邮船西万拓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广州纽曼科实验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科利耳公司 6mm

2-1-1 图形标识标准彩稿及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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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我们的伙伴

  2018 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秉承“弘扬人道，奉献爱心，

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宗旨，在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的鼎力支持下，围绕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文化、艺术、

体育等领域开展工作，我们将持续搭建服务残疾人兄弟姐妹的平台

和网络，汇集爱的力量，促进残疾人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在此，向

2018 年并肩前行的爱心伙伴们致敬！

深圳市合川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扬州博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文渊星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扶贫基金会 

北京宜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特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颐堤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迎政时装有限公司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易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付丽平）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念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小馆餐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北京田林贸易有限公司 

恩施市华硒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华阳慈善基金会 

北京亮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奥托博克（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洛客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信成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众合共赢科技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知享乐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菱化学控股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万拓听力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明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三里餐饮有限公司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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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欧咖啡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临泽县总工会 

旭硝子 (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德鑫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海伦南方车辆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亿恒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多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豪约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爱狄娅（海南）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鑫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恒欣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杰瑞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锦香坊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富利达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富家豪装饰有限公司

海南鸿禾水业有限公司

海南重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艾靓尚服饰有限公司

海南惠三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银雁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州田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庆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佳艺星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蜂星事达电讯有限公司

海南健友药业有限公司

三亚富裕达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红树苗文化教育发展中心

上海庆兵路基材料有限公司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广州窗户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门市） 

广州富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吉祥泰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意砖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海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麒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美国领先仿生有限公司 Advanced Bionics LLC 

江苏康瑞德家庭医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阿里体育有限公司 

云上云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太阳鸟服饰有限公司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捷客斯（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衣恋时装（上海）有限公司 

瑞安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北京报关协会 

世盟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纵坐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三菱综合材料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天盈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羲和小馆餐饮有限公司 

北京爱德发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建昌帮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东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康辉旅游集团重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新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湛江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康辉永润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8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年报︱集善有您

2019年报.indd   66 2019/6/19   14:36:19



67

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康辉源丰旅行社有限公司

韶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贵阳康辉黔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云浮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茂名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康辉永恒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门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黄山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康辉西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康辉旅游集团山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泰安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苏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阴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桂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康辉汕头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延边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福建省康辉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康辉旅游集团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珠海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莆田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辽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方正分公司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央大街分公

司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兰西分公司

康辉集团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哈西分公司

安徽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池州康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康辉苏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抚远东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青海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宁夏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佛山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康辉旅游集团（青岛）有限公司

宇旭时装（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寰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陕西智冠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广州江岚三月月子家政有限公司 

上海泽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哈哈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万升康达经贸有限公司 

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盛医疗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羲和雅苑餐饮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信德运通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唐密曼荼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珠海市创富置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萨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海南省菠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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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津颐新置业有限公司

网上捐款财付通 

网上捐款支付宝

北京乐程商贸有限公司

大溪地诺丽饮料（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 

北京知力科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西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慈善会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菲诗小铺（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乐金生活健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迎政时装有限公司

中国北斗图书发行（北京）有限公司 

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瑞德家庭医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盛医疗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华星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万升康达经贸有限公司 

江西省悦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乐高玩具（上海）有限公司 

建昌帮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亮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北京特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韩友财团

衣恋时装 ( 上海 ) 有限公司

索诺瓦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国泰康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澳门基金会 

COCHLEAR LIMITED 

澳门霍英东基金会 

MITSUBISHI MOTORS CORPORATION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LTD. 

MITSUBISHI CORPORATION 

CABOT CORPORATION FOUNDATION INC 

MED-EL Elektromedizinische Geraete 

GmbH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Wonderland  Nurserygoods Co.Ltd

华阳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因篇幅有限，在此只能列出 2018 年向基金

会捐赠的爱心机构，我们还接收到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个人捐赠，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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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4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8610）859820220 

传真：（8610）855920214   

网址：www.cfdp.org  

捐款账号

户名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开户银行 :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朝内支行

人民币捐赠账号: 0835 0212 0100 3045 58140

美元捐赠账号 : 3502 1488 0000 01280

欧元捐赠账号 : 3502 3888 0000 00354

港币捐赠账号 : 3502 1388 0000 00521

弘扬人道   奉献爱心

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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