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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北京代表处(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基金会中文名称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基金会外文名称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基金会注册地 美国纽约

基金会注册机关 纽约州政府

基金会成立时间 1928-11-02

基金会驻在地 美国麻塞诸塞州坎布里奇阿罗街 2号（Two Arrow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代表机构名称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资助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设立医学教育中心，开展护理及临床医学的培训；资
助医学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资助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推广。

业务主管单位 卫生部
设立时间

住 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号华贸中心 2座 402室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20号 组织机构代码 71783135-4

2011-11-10 负责人姓名 徐东

100025 联系电话 010-59695071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网 址 http://www.chinamedicalboard.org.cn/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 41,682,265.81

本年度总支出 41,516,512.8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9,729,652.7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22,839.04

行政办公支出 964,021.07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5.3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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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介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5 月 24 日

CMB目前重点支持卫生政策与体系科学（HPS）和卫生专业教育（HPE）两个领域。
一、卫生政策与体系科学（HPS）
CMB对 HPS领域的支持主要采取学科推广、机构建设和学者能力建设三种策略。
学科推广
CMB资助 HPS领域国际和国内大会，吸引全球和中国的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和青年学者，共同讨论卫生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和前瞻性话题。
2012年 CMB资助复旦大学举办第四届西湖论坛（第 1项），讨论“加强中国的教育研究型医疗体系（Academic Health System, AHS）”。 会议旨在医疗和教育改革对话中引入“教育研究型医疗

体系（AHS）”的概念，借鉴国内外经验，探索 AHS在中国的需求和可操作性；交流医学教育、科研和服务三者融合的实践经验；促进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和其所在的医疗教育体系间的伙伴关系。
CMB一直关注青年学者的培养。 除了资助第二届WHO 全球卫生体系研究大会，2012年 CMB还支持 100位青年学者参加本次大会（第 2项）。 此外，CMB还专门资助召开了西湖青年论坛（第

3项），资助青年学者、资深学者和海外青年学者在一起交流探讨。
CMB还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美中健康峰会（第 4项），与会人员围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发挥政府监管、市场竞争、职业精神的作用”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反响激烈。
机构建设
我们通过资助 CMB 研究中心（CMB Center）和 CMB 合作项目（CMB Collaborating Program, CMB-CP）集中地加强机构能力建设。 业已资助建立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第 5

项）、四川大学西部农村卫生政策研究中心和十个 CMB合作项目。 CMB对中心和合作项目的资助不仅是为院校提供高度灵活的经费，更重要的是利用 CMB广泛的国际资源和影响，为这些院校机
构提供智力支持。

2011年 CMB建立了四个合作项目，分别是 CMB精神卫生政策研究合作项目、CMB慢病研究合作项目、CMB药品政策与经济学研究合作项目（第 7项）和 CMB卫生体系研究与政策转化合作
项目（第 9项）。 2012年 CMB又创建 CMB慢病研究合作项目（第 6项）、CMB卫生经济学研究合作项目（第 8项）、CMB卫生政策循证研究合作项目（第 10项）。 这些合作项目整合多学科的研究团
队，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和人才培养。

学者能力建设
CMB已经连续三年专门为青年学者设立了公开竞标（Open Competition）项目，为他们提供研究经费。
我们支持的研究课题涵盖疾病管理（如慢病管理，第 11项；美沙酮维持治疗，第 12项；精神分裂症，第 13 项；COPD，第 14 项）、合理用药（第 15 项）、人群护理（孕妇健康，第 16 项；院前护理，第

17项）、医疗服务支付制度（第 18项；供方支付，第 19项；DRG，第 20项）、卫生决策（政策评估与循证决策，第 21项）等。
除了为青年学者提供研究经费，我们还提供配套的出国学习、进修、在职培训的机会。
二、卫生专业教育（HPE）
CMB在卫生专业教育领域的资助主要分布在医学、公共卫生、护理、全球卫生和农村卫生几个领域。
医学
2010年 CMB支持全球卫生教育专家撰写《新世纪卫生人才培养》。 之后，CMB又资助中国医学教育专家在北京大学柯杨副校长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中国卫生专业教育委员会（第 24项）。
卫生专业教育方面，2012年重点支持全科医师建设，如全科医师师资培训项目（第 26项）；广州医学院探索全科医师全新培养模式（第 27项）。 哈尔滨医大加强教师队伍（第 28项）。
公共卫生
在公共卫生方面，CMB支持中南大学整合医学和公卫教育（第 29项）；支持昆明医科大学举办大湄公河流域公卫院长会议（第 30项）。此外，CMB资助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 CDC 采取案例教学，

根据市场需求联合培养公卫学生（第 31项）。
全球卫生
全球卫生是 2013年 CMB在卫生专业教育领域支持的重点。 在 2012年 CMB支持北京大学医学部刚刚成立的全球卫生系（第 32项），为该系提供重要的启动资金。 支持该系开展全球卫生领导

力培训、研究、与中国其他院校缔结全球卫生合作网络。
护理
2011年 CMB支持全国八所重点大学的护理院校组建了 CMB护理协作网（CCNN）。2012年，CMB支持护理网增设秘书处，协调并推动护理网活动（第 33项）。80年代，CMB支持中国培养了首

批护理硕士。 过去几年，CMB一直致力于培养中国护理博士师资。 多所护理网院校，近年来一直在 CMB的资助下和国外一流大学合作，加强师资建设（第 34、35、36项）。
CMB支持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一起，在中国探索社区护理创新模式（第 37项）。
CMB还支持护理网院校开展高级临床实践护理硕士学位培养项目（第 38项）。
农村卫生
CMB于 2008年开始资助建立农村卫生协作网，目前已涵盖西部 12个省市自治区的 12所省级医学院校。 2012年 CMB批准了农村网的院校长会议、出国考察、和网站建设（第 39项）。
目前有三个大型多院校合作项目在开展。 一是九江牵头的三年制面向农村的医学生教学改革；二是西安交通大学牵头，WHO提供技术支持的各省农村卫生人力资源吸引和保持政策研究项目

（第 40项）；三是青海大学医学院牵头，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提供技术支持的农村卫生一体化试点项目（第 41项）。 昆明医科大学获资整合两个已有的 CMB 项目———中泰卫生体制比较和农村人员
培训（第 42项）。

还资助西藏大学医学院开展首次西藏卫生服务和疾病调查和研究能力培养项目（第 43项）。
三、其他
除了 HPS和 HPE，CMB还资助一些和 CMB项目管理与百年庆典有关的活动。 比如资助各校 CMB项目联络官项目管理会议（第 44项）；资助 CMB卫生慈善系列研究和会议（第 45项）。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为其在全世界开展的项目保持统一的全球拨款管理和银行系统。 CMB是一家位于美国并在美国国内接受审计的基金会。 所有财务拨款均通过美国的银行账户直接

拨付给全球的受助机构。

我们认为，贵机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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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机构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业
务活动和现金流量。

6 月 13 日，主题为“捐一本
书，献一份爱，圆一个梦”的爱心
书架活动在北京市海淀区农民
工子弟学校振兴小学举行启动
仪式。 该公益活动由中国扶贫开
发协会主办，北京太阳飞羽国际
文化有限公司为此次捐书活动
的主要捐赠方。

读一本好书， 是每一个孩
子和家长的愿望， 农村小学生
课外阅读量的增加， 可以丰富
课外知识、拓展他们的眼界，增
加写作沟通能力， 从而助力这
些孩子成才梦的实现。 此次活
动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启动文
化扶贫工程的重要品牌项目。
他们征集了全国上百个贫困地
区小学近万名小学生的调查问
卷， 动员社会力量为孩子捐赠

“孩子们最想要的礼物”。 记者
看到， 书架上有孩子们喜欢的
童话故事、科幻小说，甚至还有
军事知识书籍。

爱心书架项目得到了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语文出版社、孙楠工作室等众多
社会团体和企业的大力支持。 爱
心企业家北京太阳飞羽国际文
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娟女士，就
是爱心书架的发起人之一，并为
此捐资。 爱心书架第一批将设置
100 个，主要分布在江西、海南及
中西部等老少边穷地区硬件较
差的县级小学 4-6 年级中。

据悉，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将
在全国贫困地区小学全面展开
爱心书架活动，并通过读后感比

赛、朗诵比赛等促读活动，将活
动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王会贤）

� � 6 月 17 日， 中国节能在北
京发布《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
司 2012 社会责任报告》。 此次，
是中国节能第三次向社会发布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国家发改
委副秘书长赵家荣、 环保部科
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 国务院
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宣
传局局长卢卫东、 国家开发银
行副局长安秀珍等 20 多位来自
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利益相关
方的领导和嘉宾出席。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2012 社会责任报告》 依据最近

理论、标准和实践，以“绿色·美
丽”为主题，主要从 7 个方面具
体阐释了 2012 中国节能社会责
任实践和成果。 中国节能董事
长王小康强调了下步中国节能
社会责任建设思路，即：系统筹
划，进一步健全社会责任工作体
系；积极担当，进一步积极参与
中国社会责任有关标准体系建
设；提升绩效，进一步推动中国
节能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和
谐共赢，进一步实现相关利益方
共同发展共享成果。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

吕文斌强调，中国节能作为我国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
要力量， 社会责任建设能够从
集团整体出发， 合理开发与利
用内部各要素与资源， 重视文
化因素、 人的因素在社会责任
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和决定性作用。 希望中国节能
继续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发展，加大投入，推进节能
减排， 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局长
卢卫东强调， 切实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关键要在企业内部建立
起以责任为核心的文化。 2012
中国节能社会责任报告尤其强
调建设尽职尽责文化，推动社会
责任建设，是报告亮点之一。

另外， 报告发布正值“2013
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 据
了解，从 1991 年开始，全国每年
举办节能宣传周活动，每届都会
有主题与口号，并且结合该主题
在全国各地开展各项不同的活
动，旨在不断地增强全国人民的

“资源意识”、“节能意识”和“环
境意识”。 （王会贤）

中国节能发布 2012社会责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