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06 版）
“‘天使妈妈’当时和红基会

有一些合作。 在儿童救助上“天
使妈妈” 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双
方都本着救助儿童原则进行资
源互换性合作，比如红基金接到
白血病孩子，送到‘天使妈妈’这
里来，‘天使妈妈’接到部分救治
资源不足的孩子又送到红基会
去。 这样一来，双方合作次数多
了，也彼此相互了解熟悉。 我们
当时认为‘天使妈妈’其实可以
加入到红基会大家庭，双方携手
医疗资源共享能更好救助患儿。
在征得其同意后，我就为她们办
了相应手续，不能让‘妈妈们’总
停留在民间团队之中。 ”任瑞红
说。

至此，2007 年 12 月“天使妈
妈”正式成为红基会二级专项基
金，可以开展公募。

“‘天使妈妈’基金募集的款
项都为定向捐赠，均是按捐赠人
指定对象进行救助，所以红基会
也没有收取该基金的任何管理
费用。 ”任瑞红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天使妈妈”创
立之初还曾尝试利用海外医疗
资源救助国内大病患儿。 2008 年
8 月，“天使妈妈”美国负责人“小
微”（音译）在美国注册“中国童
援助基金会”并面向海外进行募
款，截至目前，国内外共有 60 多
名孩子入院治疗，有 3 名患儿赴
海外治疗过。

解约红基会牵手儿慈会

记者在“天使妈妈”贫困患
儿救助宣传册上看到，2007 年 12
月“天使妈妈”基金与红基会签
约成为专项基金。 但 2010 年 1

月，“天使妈妈”与红基会正式解
除合作协议，与成立不久的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
“儿慈会”）正式签约，成为其旗
下第一支二级专项基金。

当初成为红基会下属基金
并非易事，“天使妈妈”基金为何
短短两年零一个月就匆忙与其
分手，另结他缘呢？

任瑞红告诉记者，解约主要
是因为“天使妈妈”定向捐赠款
项无法及时到位的技术性问题。

任瑞红说，“根据基金会规
定，挂靠在公墓基金会旗下的二
级基金，只能使用基金会的账号
作为接收捐赠账号。‘天使妈妈’
基金设立之初，订立的就是定向
捐赠模式， 倡导对患儿有针对
性、定向捐赠。 患儿照片被上传
到‘天使妈妈’基金官网上，每个
孩子照片旁都有着姓名、 年龄、
病情、户籍、救助金额等详细说
明，捐助者在进行捐助时每笔钱
都会被要求具体到‘天使妈妈’
基金+捐助者姓名， 这是一种定
向捐赠模式。 但在当时，红基会
人力和银行技术手段尚达不到
对每笔定向捐赠款进行分离的
程度，而‘天使妈妈’又需要及时
将募来的款项进行公示，接受捐
赠者监督。 ”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给‘天
使妈妈’基金指定患儿个体捐款
无法从红基会‘天使妈妈’基金
户头上剥离，直接导致在救助患
儿个体上无法使用相应款项，给
救助带来很大难度。 再则，当时
募集的款项都是患儿的定向捐
赠款，‘天使妈妈’自身又无运作
经费， 使得其办公资源相对缺
乏，这也不利于‘天使妈妈’的发
展。 ”任瑞红说。

记者查询《基金会管理条
例》，在基金会定向捐赠中，募款
单位是不允许拿项目管理费的，
只有在非定向捐赠中，募款单位
可以在项目支出中最高不得超
过 10%作为项目管理费，作为项
目运营成本开支。

“这也就意味着当初‘天使
妈妈’ 基金是没有任何项目管
理、运作费用的。 每个孩子都是
定向捐助，这些钱每一分都必须
要用到孩子身上，这对一个每年
帮助数十个孩子的 NGO 来说太
难了。 ”任瑞红说。

据记者了解，此时，儿慈会
刚刚成立，由于“天使妈妈”多年
来在救助患儿方面有专业精神，
亦被业界所熟知，很快就吸引了
儿慈会的注意。 儿慈会表示能够
将“爱心妈妈”基金定向救助个
人患儿的款项进行剥离，使每一
笔为患儿个体募捐的款项得到
很好体现，并且可以为“爱心妈
妈”提供办公场所和人力成本补
贴并免收管理费用。 很快“天使
妈妈”即被招至麾下。

单调筹资模式
复杂救助对象

据“天使妈妈”官方网站提
供的资料，从 2005 年 6 月成立以
来，该基金已经成功救助数千名
患儿，使不少因各种原因处于生
死边缘的儿童重拾希望。

但伴随着救助的并非都是
掌声，质疑之声或大或小时有传
来。

“以单调筹资模式、负责救
助对象，这是摆在‘天使妈妈’面
前的一大问题，筹资模式单调不
利于项目整体发展。 ”项目顾问
李塬对记者表示。

“我十分理解‘妈妈们’的良
苦用心， 注明募集对象明细，针
对患儿个体募集定向善款，能够
使善款利用效率高，最大化为患
儿服务。 但急迫的社会需求跟有
限的社会资源之间是有矛盾的，
‘妈妈们’ 只有将患儿照片贴在
网络上，介绍患儿病情，以苦情
打动公众进行募捐，方式太过单
一。 现阶段，复杂的救助对象势
必会对单调筹资模式产生冲击，
接下来我们应该进行多种筹资
模式的探索和尝试。 ”李塬说。

从今年 2 月份河南儿童希
望救助基金会救助受虐女童小
益益受质疑事件开始， 到如今
“天使妈妈” 基金救助“小传
旺”，中国 NGO 频繁被质疑包
围。 当然，正如观察人士所言，
受到质疑对 NGO 而言也未必
不是一件好事， 质疑有时能让
其看清楚环境和自己， 能促使
其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但是质
疑首先应该是在有充分事实基
础上进行的。

记者近几日多次登录“天使
妈妈”基金官方微博看到，关于

“小传旺” 的病情和院方诊治所
花费用的说明均在微博上进行
不定时更新。 截至 7 月 21 日凌
晨零时，“小传旺”在八一儿童医
院共花费医疗费用 65348.11 元，
有网友进行了入院探访，并发有
微博为证。

在记者结束此次采访时，
“天使妈妈”基金顾问李塬、任瑞
红对记者表示，这次救助“小传
旺”引发的公众质疑，不仅只是
影响“天使妈妈”一个公益组织，
而是伤害了整个公益环境，伤害
了潜在的捐赠人、志愿者和爱心
人士。

“‘天使妈妈’救助孩子没有
设立任何特殊性， 每一个孩子都
是平等的。 大病医疗救助机制向
每一个需要救助的患儿敞开，只
要满足三个条件———贫困、大病、
儿童， 就可以对其救治，‘天使妈
妈’的救助行动不会因救助‘小
传旺’受质疑而停止。 ”他们说。

07新闻
２０12．7.24 星期二 责编：刘丽波 美编：王坚

News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基金 专项资助 教育培训 国际交流 书刊编辑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基证字第 １０２１号

2002-01-01 业务主管单位 卫生部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乙 24号燕华苑 2座 601室

６５１５９６５０ 互联网地址 www.wjp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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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100022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7,622,203.70

本年度总支出 49,898,232.4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8,175,320.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58,716.41

行政办公支出 964,196.0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28.0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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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47,944.68 0.00 67,347,944.68

67,347,944.68 0.00 67,347,9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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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5,822.69 51,000,069.44 流动负债 2,855.70 8,471.12

其中：货币资金 20,203,042.69 50,987,2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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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236.71 5,084,296.64 负债合计 2,855.70 8,471.12

净资产合计 37,622,203.70 56,075,894.96

资产总计 37,625,059.40 56,084,366.0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7,625,059.40 56,084,366.0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5,092,237.10 34,050,309.7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2,529,966.60 22,025,585.2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387,329.07 62,964,594.68 68,351,923.75

其中：捐赠收入 4,383,350.00 62,964,594.68 67,347,944.6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37,260.27 0.00 137,260.27

二、本年费用 49,898,232.49 0.00 49,898,232.49

（一）业务活动成本 48,175,320.04 0.00 48,175,320.04

（二）管理费用 1,722,912.45 0.00 1,722,9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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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6,522.04 -44,006,522.0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04,381.38 18,958,072.64 18,453,691.2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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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贫困大病儿童的“天使妈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