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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救灾演练在浙江绍兴举行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基金会中文名称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

基金会外文名称 Chinese Children Charities

基金会注册地 美国

基金会注册机关 美国联邦税务总署科罗拉多州

基金会成立时间 1992-09-21

基金会驻在地 美国科罗拉多州百年市霍利街 6920号

代表机构名称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向生活在福利院的孤弃残儿童提供慈善服务，向孤弃残儿童提供“助食（提供营养食品及资金）、助养（提供寄养服务及资金）、
助学（提供就学机会和费用）、助医（提供医疗费用、派遣义务医疗队、参与“明天计划”）、培训（提供儿童护理、寄养及医疗知识
培训）、及救灾（提供防灾及灾后资金和服务）”等服务。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设立时间

住 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36号军祥聚宾馆 207房间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07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075-3

2007-09-18 负责人姓名 仲侠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584927

无 网 址 无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 13,101,751.99

本年度总支出 13,508,683.2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3,119,078.0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2,851.60

行政办公支出 272,723.86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0.1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85%

� � 本基金会代表机构（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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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基本信息

二、代表机构基本信息

三、公益活动情况 1．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公益项目情况

四、财务审计报告

五、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5 月 24 日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2012年度继续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各级福利院开展慈善活动，主要
有家庭寄养、儿童保育、夏令营、急需物质和培训、公告体检费、生活费和医疗费等六大项目。

1、家庭寄养项目：赞助黄冈、平江、株州、开封、安阳、信阳、洛阳、南阳、焦作、郑州、新乡、平顶山、黄梅、抚州、常
宁、洛宁 16个福利院家庭寄养项目，使 450 多名孩子融入家庭，享受家庭的温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有些福利院
目前存在的床位紧张或人员不足等问题。 通过几年来提供的资金赞助和业务培训，这些福利院的寄养项目得到稳
固发展，此项目提供赞助资金为 1005657元。

2、儿童保育项目：与漯河、郑州和南阳福利院合作建立了百合花保育中心，与新乡福利院合作建立了“第一拥
抱”室。 通过赞助保育室的急需物资、保育员工资、提高员工专业培训等途径，使保育室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儿童的
养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350 多名残疾儿童在我们的百合花这里得到了精心的照顾。 此项目提供赞助资金为
673609.90元。

3、夏令营项目：生活在福利院的大龄儿童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中大部分孩子因为疾病等原因不能正常
上学，不能参与社会活动，造成很多心里障碍，比如自闭、暴力等。 我们在暑假召集由国内外儿童心理学者及特教专
业人员组成的义工队伍，组织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有机会走出相对封闭的环境，参与社会实践，体会社会生活，学
习基础技能，增强自信，友爱和团队意识，感受爱心。 在漯河和郑州福利院组织的这项活动得到了孩子们极大欢迎，
此项目提供资金为 83201.56元。

4、公告、体检项目：目前送到福利院的孩子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患有各种疾病和肢体残疾的，早诊断，早治疗
对这些孩子来说非常重要，通过赞助体检费来帮助福利院第一时间给这些孩子作初步的疾病确诊，随后再进行相
应治疗和手术。 另外，为保护孩子的合法权利，帮助孩子寻找亲人或便于孩子今后收养，我们帮助有需要的福利院
赞助孩子公告费。 此项目提供资金为 104599.40。

5、急需物资及培训项目：赞助包括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河南、江苏、重庆、福建等 11 个省
40 多个福利院，项目内容有洗衣机、消毒柜、电视机、投影机、打印机、相机、婴儿培养箱、空调、衣服、奶粉、尿布、摇
椅、学步车、康复座椅、大小型玩具、图书柜和儿童床等特别需要物资,帮助福利院解决了燃眉之急和满足儿童生活
需要。 在河南省民政厅的组织下，给省内市级和部分县级福利院提供保育、家庭寄养和涉外送养等业务培训。 此项
目提供资金为 400010.13元。

6、生活费和医疗费项目：2012 年给河南、上海、广东、江苏、湖北等省市的 28 个福利院赞助生活费和医疗费
1085万元。 此项赞助旨在提高和改善福利院孩子的生活条件和帮助孩子的疾病治疗需要。

我们本着全心全意服务儿童的原则，坦诚互信地和各个福利院开展合作项目，受到各级领导和福利院的好评。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为孤残儿童福利事业而奋斗！

我们认为，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2012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 � 6 月 11－16 日， 由国家民
政部、外交部、公安部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代号为
“救援协作－2013” 的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联合救灾演练在浙
江省绍兴市国家陆地搜寻与救
护基地举行。 来自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和塔吉
克斯坦的 4 支救援队， 中国公
安消防部队 3 支重型地震搜救
队和 2 支医疗队共 1000 余人
参加了演练。

演练主题设定为“8 级强烈
地震紧急救援”，假设中国某大
型城市发生里氏 8 级强烈地
震，地震造成大量建筑倒塌、重
大人员伤亡以及火灾、 爆炸和
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次生灾害，
由于救援力量有限， 中方根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
紧急救灾互助协定》 及其议定
书， 请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提供跨国紧急救灾援助。 演练
项目涉及建筑废墟人员搜救、
交通事故救援、 石油化工火灾
扑救、高层建筑火灾扑救、隧道
火灾扑救、 危险化学品泄漏处
置、高空救援、水域救援、救援
物资定点空投、 医疗急救等十
余个科目。

各参演队伍素质过硬、作风
优良、训练有素、技能精湛，逼真
模拟了全流程、全要素、规范化、
高效化的灾害紧急救援场景，表
现出了迎难而上、 顽强敬业、紧
密合作的精神风貌，展示了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指挥、密切
配合、高度协同、高效救援的能
力和水平。 整个演练活动准备充
分、组织有序、内容丰富、形式新
颖，全面展示了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灾害紧急救援的新理念、新
技术和新方法。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浙江省
省长李强、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
曦、浙江省副省长熊建平、吉尔
吉斯共和国紧急状态部部长巴
罗诺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紧急
情况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希莫
夫以及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乌
兹别克斯坦和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处的观察员、中方国内相关部
委、浙江省相关部门人员共同观
摩了汇报表演。 民政部部长李立
国在汇报表演上代表中方致辞，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在汇报表
演前专程前往演练基地看望慰
问了各国参加演练的全体官兵。

此次联合救灾演练是落实
和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间紧急救灾互助协定》及其议
定书的一项具体举措。 演练的成
功举办， 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
解，巩固了传统友谊，促进了联
合指挥协调机制的完善，有力推
进了紧急救灾领域的务实合作。

演练期间，各国观察员参加
了在杭州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大城市紧急救灾研讨会，
交流大城市紧急救灾经验和技
术进展，研究开展大城市紧急救
援合作，进一步完善现有交流合
作机制。

（据民政部网站）

� 6 月 13 日，民政部、财政部
在京召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农村幸福院项目工作部署
视频会议。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
沛、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民政部社
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詹成付主持。

窦玉沛在讲话中指出，实
施好农村幸福院项目是保障农
村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
段， 是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的重要内容， 是破解农村
养老难题的重要途径。

窦玉沛强调，2013 年是项
目实施的开局之年，省级民政部

门要制定好项目实施方案，组织
好项目申报评审工作，要多方筹
措资金，充分依靠农村基层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加大政
府支持力度， 确保当年立项、当
年建成、当年使用、当年见效。

窦玉沛要求， 要落实工作
责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规

范项目管理、加强运行管理、强
化指导考核。 今后，各地进行农
村幸福院指标分配要严格遵循

“公平规范、激励先进、促进均
衡”原则，以奖代补，并对项目
实施效果好、地方投入力度大、
群众满意度高的地区在资金分
配上予以倾斜。

民政部、财政部召开视频会议
部署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幸福院项目工作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李立国与参与救灾演练的消防战士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