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及 6 个方面

此次妇基会拿出 1000 万
元项目资金， 面向妇女公益慈
善组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进行
公益项目招标， 项目包括妇女
健康、 女性创业培训等 6 个方
面。 项目申请额度为 30 万－
100 万不等，执行周期为一年。
有意向投标的公益组织可以登
录妇基会网站下载相关材料。

妇基会《招标项目书》显
示：公益组织投标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为期四个月。 公开对外
招标的 6 个项目为：“母亲健康
快车”项目、新华保险女性关爱

专项基金、 中国低教育程度失
业妇女培训就业项目、 梦洁爱
在家庭公益项目、 伊爱基金、
“送子鸟·千场科普宣讲”计划。

本次招标项目涉及妇女健
康、女性创业培训、家庭建设等
6 大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面向女性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和
培训， 新华保险女性关爱专项
基金同时针对高端女性群体，
如女律师协会、女医师协会、女
企业家协会等群体， 也将开设
健康、法律、保险、理财、育儿等
培训。

为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确
保项目招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将聘请
专家组成评标小组对上报的招

标书进审议确定。

完善自律机制

与此同时， 妇基会秘书长
秦国英在论坛发言中也一再强
调， 要加强公益组织的组织能
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

秦国英指出，公益组织要
不断形成以公开透明为主要
功能的相对完整的媒体网络。

“妇基会现在有自己的官方网
站，每个项目还有网站，是相
互的链接。 我们在全国有一二
千捐款箱，相当多是带多媒体
的，多媒体在不断的宣传我们
的项目，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
个宣传阵地，形成了我们的自

媒体。 ”
同时， 公益组织要建立主

动完善的自律机制， 包括健全
管理制度和人力资源安排，第
三方审计及评估， 确保组织运
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妇基会
将及时公开和反馈捐赠信息落
到实处， 让捐赠人了解资金的
流向和用途， 增强人们对本组
织的信任程度，提升捐赠意愿。

“我们基金会今年除了一
些小的项目，我们四个大的主
流项目全部是毫不保留的向
社会做了一个公示，让捐赠人
了解我们的资金流向和用途，
增强对我们公益组织的信任
程度，提升捐赠的意愿。 ”秦国
英说。

责任放首位

中远集团一直积极响应国
家有关政策， 大力参与国家关
于援藏、扶贫的各项工作，倡导
并投身于各项公益、慈善事业。
从 1995 年起，中远集团开始承
担云南省福贡县的扶贫工作，
2002 年后又承担了对口支援
西藏自治区洛隆县和河北省盐
山县、海兴县的扶贫任务。

几年来， 中远集团先后为
当地人民修建了希望中学、希
望小学， 修建了近百公里扶贫
公路。 中远集团倡导开发式援
藏扶贫理念，变“输血”为“造
血”，在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
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投入了相
当一部分财力、物力、人力，以
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帮助当地人民从根本上脱
贫致富。

中远集团除了完成援藏扶
贫工作外，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 1998年长江抗洪救
灾斗争中， 中远集团捐款 1000
万元；2003 年， 中远集团捐款
600 万元人民币，为战斗在“非

典”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投保
了人身意外险；2005年， 中远集
团 8万名员工自发捐款 1000万
元人民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
赠给印度洋海啸的受灾国家人
民，中国红十字会彭珮云会长向
中远集团颁发了“人道博爱奖
章”和“博爱”牌匾，并高度赞扬
了中远集团的慷慨义举和热忱
爱心；2008年中远集团、 中远慈
善基金会通过国家民政部，向雨
雪冰冻灾区捐款 1000万元人民
币，用于援助灾区抗冻救灾工作
和改善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设立基金会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远精
神，将援藏、扶贫工作和各种公
益慈善活动长期、 稳定地开展
下去， 使得中远人的爱心能引
起社会的共鸣、 激发更多的义
举， 中远集团于 2005 年 12 月
成立了“中远慈善基金会”，资
金来源为集团内部募集， 首次
投入资金 1 亿元人民币， 实施
社会救助，扶助弱势群体，开展
公益慈善活动。

仅 2007 年，中远慈善基金

会就开发实施项目 32 个，项目
资金总额为 2281 万元。 其中：
向西藏洛隆县,河北省盐山县、
海兴县分别捐助资金 1100 万
元、300 万元和 295 万元，援建
的项目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教育、卫生、科技培训等多
个方面；开展救灾救难、助学助
教、济困捐助等社会救助活动，
共开发实施项目 10 个，项目金
额 586 万元。

除此之外， 中远积极与民
政部合作开展实施慈善项目。
主要有：

“明天计划”孤儿心脏病手
术捐助项目， 是中远慈善基金
会与民政部的首个合作项目。

为了支持民政部实施的
“明天计划”，帮助福利机构中患
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恢复健
康，提高全社会对“明天计划”和
孤残儿童的关注，中远慈善基金
会向民政部捐赠 100 万元人民
币， 为 5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治疗。

安徽、 陕西和四川等灾区
重建家园捐助项目。 2007 年夏
季， 我国部分省区出现了严重
的洪涝灾害， 先后发生持续强

降雨和大面积山体滑坡等灾
害， 中远慈善基金会捐赠 330
万元由民政部送达灾区， 帮助
受灾严重地区百姓、 师生重建
家园、校舍，尽快恢复正常的生
产学习和生活。 此举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赢得了灾区人
民的高度赞誉， 也极大地提高
了灾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重
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云南临沧少数民族地区小
学教育捐助项目。 2007 年，中
远基金会募集了 100 万元教育
定向援助款；2008 年 2 月底，
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

援助抗冻救灾捐款。 2008
年 1 月份以来， 我国遭受到了
历史罕见的大范围雨雪冰冻灾
害，湖南、湖北、贵州、广西、江
西、安徽等地区出现持续低温、
雨雪和冰冻极端天气， 给受灾
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
影响。 为帮助受灾群众战胜冰
雪灾害，渡过难关，中远集团、
中远慈善基金会通过国家民政
部，向雨雪冰冻灾区捐款 10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援助灾区抗
冻救灾工作和改善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

妇基会 1000万元招标公益项目

中远集团：远洋路上的公益旗帜

6 月 27 日， 由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主办的 2012 年中
国女性公益慈善论坛在北京
举办。 论坛上，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宣布拿出 1000 万元项
目资金，面向妇女公益慈善组
织协作联盟成员单位进行公
益项目招标。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以下
简称中远或中远集团 )成立于
1961 年 4 月 27 日，经过 51 年
的发展，中远集团已经成为以
航运 、物流码头 、修造船为主
业的跨国企业集团。

作为一家中央直属的特
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远集团
始终积极响应国家以及国际
社会的号召，大力参与各项公
益事业和慈善事业。 2006 年，
中远集团获选“中国最具责任
感企业 ”，2006 年 ， 中远集团
发布的 2005 可持续发展报告
被联合国评为典范 ，2007 年 ，
中远集团获颁“中华慈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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