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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埃基金会（法国）北京办事处(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基金会中文名称 梅里埃基金会

基金会外文名称 Fondation Mérieux

基金会注册地 法国

基金会注册机关 法国内政与国土整治部团体与协会办公室

基金会成立时间 1967-12-07

基金会驻在地 法国里昂 Bourgelat街 17号

代表机构名称 梅里埃基金会（法国）北京办事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在卫生领域进行科研、建设、传播知识、培训等支持公共卫生的非营利活动

业务主管单位 卫生部
设立时间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24号东海中心 1605室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13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123-8

2008-11-15 负责人姓名 廖奇志

100004 联系电话 65156963

Fondation Merieux 网 址 http://www.fondation-merieux.org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 3,228,838.55

本年度总支出 3,488,275.1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014,096.1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40,892.20

行政办公支出 327,643.53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3.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3.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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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5 月 24 日

2012 年卫生部和梅里埃基金会结核病防治合作项目在卫生部、管理委
员会和项目办的指导下， 对项目实施性研究进行了收尾， 并通过部分管理
人员在法国的学习考察，加强了对结核病管理经验的交流。 同时，项目召开
了第一轮项目总结会和第二轮结核项目签约会。 在第二轮项目中， 双方将
在耐药结核病领域进行培训、交流、硬件建设方面合作，项目点为西部的广
西、新疆，并通过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建立了实施计划。 中国疾控中心进
行了后续协调，落实了相关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与梅里埃基金会合作的克里斯托
弗·梅里埃实验室， 继续在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原学和重要级新发呼吸道
病毒的进化变异研究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近 8 年连续、系统、大规
模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呼吸道感染的病毒谱，揭示了重要呼吸道病毒感染
的临床负担和风险因素， 首次报道了肠道病毒 68 型、 柯萨奇病毒 A21 型、
肠道病毒 104 型等在中国的流行，揭示了偏肺病毒、博卡病毒等新发呼吸道
病毒的分子进化、人群抗体的血清学研究特征，并研制了新型检测技术，在
中国呼吸道病毒监测研究和应对突发疫情能力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
际杂志发表了 10 篇论文。 顺利完成 GABRIEL 网络的多中心肺炎项目的研
究工作。

梅里埃基金会（法国）北京办事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办事处 2012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关爱“星星的孩子”

三星启动自闭症儿童夏令营
� � 他们有的记忆力超强，有的
在画画和音乐方面有着常人难
以企及的才华。

但是，他们不聋，却充耳不闻；
不盲，却视而不见；不哑，却闭口不
言。这些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自
闭症儿童， 生活在自己的空间中，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独自闪烁。

当不幸降临到一个人身上，
所有的怨言都是徒劳的。 我们可
以做的，是尽可能地抓住康复的
机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
尝试去改变现状。

为“特殊孩子”启动夏令营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日，“2013 年集善·三星爱之光系
列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星星的孩
子———自闭症和智障儿童夏令
营”北京站开营仪式在京举行。中
国残联副主席、 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理事长汤小泉， 三星集团
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出席活动。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中枢
神经系统受到损害所引发的普
遍性发展障碍，通常在三岁前病
发。 因为它的致病原因不明，故
目前尚未发现特别有效的治疗
方法。 智力障碍是指智力落后、
大脑发育障碍。 在智障儿童面
前，任何人都会羞于炫耀自己的
智慧。 他们也许很难学会说一句
“谢谢”， 但他们的笑容天真无

邪，他们的世界单纯美好。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

理事长邢建绪表示，对自闭症和
智力残疾儿童来说，从儿童时期
开始进行持续的康复训练、心理
治疗和特殊教育， 培养对美术、
书法、体育等方面的兴趣，可以
有效地促进他们心智的发育，增
强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为了帮助这群特殊的孩子，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中国三星
集团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这次自
闭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活动。

据悉，这是第一次专为自闭
症和智障儿童举办的夏令营，免
费邀请自闭症和智障儿童的家
庭参加。 三星的员工们带着孩子
也来了，与这群特殊的孩子一起
做趣味游戏，孩子们脸上绽放出

幸福的笑容。

关爱“星星的孩子”

“希望有一天，孩子能够叫我一
声‘妈妈’。 ”“孩子能够自己吃饭。 ”
……这些愿望， 支撑着父母们走下
去。 为了提升家长对康复知识的认
知和了解，帮助残疾少年儿童和家
长之间建立起情感支持与经验共
享，夏令营还开展了专项康复知识
讲座、家长论坛等项目。

在 6 月 1 日北京的开营仪
式现场，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
持人鞠萍、黄伟、周洲、金豆等人
共同演唱了此次活动的主题歌
《数星星》。“我有一个梦想，有一
天，挥舞着有力的翅膀，穿越星
空，翱翔。 ”少儿频道主持人带来

的配乐诗朗诵，道出了这群特殊
孩子们的心声。 来自北京市平谷
区特教中心的十二位智障小朋
友表演了精彩的舞蹈《逗春花》。

此次夏令营活动为期两天，
除上述活动外，还为残疾儿童安
排了专项体检、 康复知识培训、
农场采摘等丰富内容。 在北京开
展以后， 夏令营也将进驻天津、
陕西西安、青海西宁和吉林长春
4 个城市。

照亮残疾人的爱之光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张元
基表示， 中国三星将一如既往地
关注和支持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尽企业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自 2010 至 2014 年， 中国三
星集团每年向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
用于“集善·三星爱之光系列公
益活动”。 包括资助贫困聋儿开
展语训培训、为聋儿购置康复设
备、资助特困脑瘫儿童进行康复
训练、为自闭症儿童购置康复设
备、为肢残人购置康复设备及改
造假肢适配中心、支持贫困白内
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为智障儿
童举办夏令营、支持中国残疾人
奥运代表团参加伦敦奥运会等。

该项目也是中国三星集团
代表性的公益活动，包括支持四
川灾后重建、开展全国助残日大
型主题活动、出版“盲人励志书
系”、 编写康复知识丛书、 举办

“人道温暖我们” 残疾人励志图
片展等。 通过该综合公益项目使
包括聋人、盲人、肢残、脑瘫、自
闭症、智障等残疾人不断受益。

中国三星集团一直奉行“做
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
国社会的企业”的理念，一直在
教育支援、农村支援、社会福利、
环境保护等四大领域开展各种
公益活动，帮助学生、残疾人和
农民这样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2013 年 4 月，中国三星荣获慈善
领域最高政府奖———第八届中
华慈善奖中的“最具爱心捐赠企
业奖”。

（韩笑）

参会者集体合影

� �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张元基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