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三， 伦敦计划生育峰
会 (London Summit on Family
Planning)得到了来自参会者的
一笔数目不菲的捐赠。

这次峰会由盖茨基金会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
tion) 和英国政府联合主办，募
得资金 46 亿美元。 据报道，其
中 26 亿美元来自工业化国家，
20 亿美元来自发展中国家。

据《公益文摘》(Philanthropy
News Digest)称，会议发起人表
示， 这笔可观的捐赠能够在全
球范围内，使 20 万孕期和产期
妇女免于死亡，避免 1.1 亿次意
外怀孕和 5000万次的堕胎。

根据《慈善纪事》(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的报道，盖茨基金
会为此次倡议的项目支出了 11.2
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盖茨基金会
用于计划生育类服务的支出在过
去的 8年间增长了 5.6亿美元。

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
格 (Michael Bloomberg)也捐出
了 5000 万美元，这已经是他第

二次向计划生育服务捐款了。
今年 2 月，他曾于 Twitter 上宣
布 向 美 国 计 划 生 育 协 会
(Planned Parenthood)捐款 25 万
美元。

梅 琳 达·盖 茨 (Melinda
Gates) 一向是计划生育项目的
热心倡议者， 并曾经在博客中
表示，“想不到比这更有意义的
慈善项目”。

她认为， 这笔捐款所扶持的
项目能够让各国的女性完成学
业、取得工作，让她们最终达到自
给自足的状态。 另外，她在博客中
写道， 一个家庭用于计划生育的
开销，仅为用于居住、医疗和社会
服务的 1/6，但却意义非凡。

她写道：“计划生育意味着
女性被赋予权力和力量， 这意
味着一个女孩是否能完成学
业，这意味着生与死。 ”

梅琳达说她明白这一捐赠
主题的争议性所在， 但就她本
人来说， 她已经目睹了许多由
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她向《卫报》记者说道：“让孩
子吃饱并接受教育是每个人都希
望的事情，而女性则深深体会到，
能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控
制孩子的数量。 而计划生育的倡
议就是让她们知道， 她们有权并
有能力控制孩子的生育。 ”

（据《赫芬顿邮报》高文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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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less Children Want More Obama Help

美国流浪儿童期待
白宫给予更多帮助

凯莉·帕克 (Carrie Parker)来
自美国密执安州的阿德里安市，
她认为自己的经历并不是典型的
流浪者故事。 她说：“这一切都从
这个孩子敲响我的门开始， 她想
有个家。 ”这个孩子叫麦迪逊，是
她前夫的女儿。凯莉决定收养她，
并向专门帮助无家可归和离家出
走儿童的社工贝琪·麦可洛夫
(Beth McCullough)寻求帮助。

半年后， 凯莉得了脑出血，她
不得不放弃工作,账单堆得一天比
一天高， 最终她失去了所住的公
寓。于是，她与麦迪逊、她自己的女
儿特蕾莎、还有她收养的第二个孩
子凡妮莎， 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
中，从一个个朋友的家中辗转至各
个避难所中。她说：“是贝琪的付出
才让我还不至于精神失常。 ”

上周五， 贝琪与其他 12 名
人士一道聚集在白宫，参加一个
关于流浪儿童与青年的话题讨
论。 与其他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
于， 贝琪不仅关注儿童和青少
年，并且积极帮助他们的家庭。

她的正式头衔是阿德里安
公共学校流浪儿童教育联络员，
她的工作内容是确保该县的所
有公共学校都必须遵守 2002 年
所颁布的流浪者扶助法案。 这一
法案规定美国教育部须为流浪
儿童接受教育而提供交通费、学

习用品、营养餐和干净衣服等一
系列物资上的帮助。

在美国的每个学区都设有
一名流浪儿童教育联络员，最
近，他们的工作更为紧迫。 据全
国流浪家庭中心的统计，自 2007
年以来，流浪儿童率上升了 1/3。
而美国教育部在上月发布的数
字则显示，截至 2011 学年，美国
流浪学生人数已达到了 100 万。

这次的白宫活动由流浪者联
合议会所发起， 是联邦政府为了
解决流浪问题所设立的事务分
支。 在一大批倡议组织和其他有
关流浪者的政府部门的帮助下，
这个议会推广着他们的“先安置”
模式，即在流浪者问题上，美国应
该首先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切正题，

并且他们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了
一些成绩。

但要获得这些帮助，必须要符
合“流浪者”的标准。虽然美国教育
部向所有失去永久住处的儿童发
放这一指标，但其他行政机构却无
动于衷。一项新的国会法案将要求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延伸他们
对流浪者的定义，这将把凯莉的情
况也纳入其中，但等待这一法案的
通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贝琪与同事们一道指出，除
非明确知道有多少人需要住所，
他们无法指望立法者能将更多的
资源分配到对抗流浪现象这一议
题上来。 她说：“老年人流浪者的
数目是在减少， 但流浪者的面貌
也在改变，他们越来越年轻。 ”
（据《赫芬顿邮报》 高文兴/译）

$4.6 Billion to Family Planning

盖茨基金会为计划
生育峰会募得巨款

■ 萝拉·罗斯科普/文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 专项资助 学术交流 书刊编辑 专业培训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1031

2003-02-20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33号 7D

59358268 互联网地址 www.tsaf.ac.cn

路甬祥 原始基金数额 4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190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7,283,057.72

本年度总支出 3,555,002.2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397,251.3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36,992.00

行政办公支出 20,758.8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9.1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44%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37,263,061.28 35,375,754.75 流动负债 133.60 1,293.80

其中：货币资金 27,263,061.28 35,373,346.6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0,130.04 18,342.79 负债合计 133.60 1,293.80

净资产合计 37,283,057.72 35,392,803.74

资产总计 37,283,191.32 35,394,097.5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7,283,191.32 35,394,097.5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716,942.28 -4,607,196.2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664,748.26 0.00 1,664,748.26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655,000.00 0.00 1,655,000.00

二、本年费用 3,555,002.24 0.00 3,555,002.24

（一）业务活动成本 3,397,251.39 0.00 3,397,251.39

（二）管理费用 157,750.85 0.00 157,750.85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890,253.98 0.00 -1,890,253.9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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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统
计， 美国
流浪学生
人数已超
过 百 万
（图 为 美
国一所救
助站中的
儿童）

� � 梅琳达·盖茨一
向关注计划生育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