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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爱心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处(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基金会中文名称 中华爱心基金会

基金会外文名称 �CHINA KIND FUND

基金会注册地 香港

基金会注册机关 香港警署

基金会成立时间 2004-07-06

基金会驻在地 香港柴湾康民街 2号康民工业中心 1712室

代表机构名称 中华爱心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援助中国内地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项基金会的使用与管理；中华爱心园、中华爱心会馆
的建设与管理；公益性研讨会、博览会、考察培训、咨询服务等社会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设立时间

住 所 北京前门东大街 10号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09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077-X

2007-10-08 负责人姓名 邢凯

100051 联系电话 010－66519295,66514830

中华爱心基金会 网 址 www.ckf.org.cn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 407,147.32

本年度总支出 798,691.9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91,26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26,086.00

行政办公支出 180,145.97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1.5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8.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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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27 日

（一）“世界儿童健康关爱”———铭心大爱行动”正式启动。
由中华爱心基金会、大爱（中国）慈善基金会、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联合发起主办，携手 2012 天津

夏季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开展的“世界儿童健康关爱―铭心大爱行动”，9月 13 日在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
医院正式启动。

参加启动仪式的有中华爱心基金会副秘书长、大爱（中国）慈善基金会的首席代表、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全
球青年领袖代表摩纳哥—亚欧慈善基金会总裁先生、中国?—阿拉伯国家贸易促进会国际金融部主任、泰达
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部分代表及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国际部的四位高中志愿者。 青年歌手邹文玉现场声情
并茂地演唱了歌曲《隐形的翅膀》。

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全球青年领袖组织代表团成员看望了在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救治的
近 50位儿童先心病患者。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国际部的四位高中志愿者谢泽永、杜婉莹、彭蒙、邢康莹向 30
名孩子赠送了 30个书包、部分玩具，并热情地与孩子们一起交流游戏。 作为本次行动的第一站，全球青年领
袖组织直接捐助亟待接受手术治疗的两名中国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

“铭心大爱行动”旨在通过长期的国际合作机制，持续捐助中国及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需要救治
的患病儿童。 关爱世界儿童健康的全球青年领袖们希望在达沃斯进入中国第六年之际，以天津泰达国际心血
管病医院为国际博爱行动的第一站，不分国界，争取每年捐助更多的贫困地区病患儿童，一同致力于世界儿
童健康关爱慈善行动。

（二）中华爱心基金会推动“改变人生命运从读书开始”公益活动深入开展。
2012 年 12 月 14 日向天津市蓟县官庄镇中心小学和南营初级中学捐赠两个“爱心图书室”，配备了价值

20万元的新图书。
中华爱心基金会副秘书长赵冠军先生出席了捐赠仪式。 中共天津蓟县常委、组织部长王洪海同志到场，

并对此项公益善举表示感谢。
天津市蓟县教育局和官庄镇有关领导及中华爱心基金会爱心大使青年演员郑宜涵女士参加了捐赠活

动。
（三）关于福建宁化县爱心医院合作项目，今年继续在筹建当中。
（四）2011年 12月“第二届公益论坛”尾款结算（结算日期：2012年元月）。

我们认为，中华爱心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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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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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合格

� � � 2013 年 7 月 17 号，清晨 5
点。 当很多人还在睡梦之中的时
候，北京首都机场的候机厅里已
经汇聚了数百名“共铸中国心”
的志愿者。 这里面有统战部关心
老区医护事业的爱心领导，有中
国医学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有年
轻的医务工作者，还有“步长制
药集团”的爱心人士……为了一
个共同的“中国公益梦”，他们顾
不得浓浓的困意和对炎热天气
的不适应， 将要飞往环境艰苦、
医疗条件较差的老少边穷之
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为
那里的老乡们义务巡诊一星期。
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如果我
们抱着最真诚的心意，能够换来
藏族老乡脸上最质朴的笑容，就
是参与这次活动的最大收获。 ”

坚守五年承诺
爱心传递 2013

“共铸中国心”大型公益活
动是以全国医疗卫生界高端专
家、 爱心人士为主发起并参与
的，以“老少边穷”地区心脑血管
疾病救治为核心的大规模定点、
定向的主题公益行动。 自 2008
年以来， 活动共组织 4000 余人
次志愿者，先后对四川、宁夏、山
东、内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区进
行了大规模的健康志愿服务。 从
2010 年起，这一活动被纳入中央
统战部“同心工程”，称为“同心·

共铸中国心”工程。 活动不仅为
西部地区人民送去了温暖和健
康，同时也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为增进民族团结与社会
和谐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央统战部的指导意
见，“同心·共铸中国心” 组委会
决定于 2013 年 7 月在甘肃甘南
藏族自治州开展年度大型公益
行动。 其具体内容包括义诊巡
诊、爱心捐赠、少儿先心病筛查、
救助救治、培训讲座等。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全国十
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位于中国甘
肃省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
缘。 面积 40201 平方千米， 人口
73 万。 全州交通运输仅靠公路，
而且技术等级和网络化程度低；
1764 个自然村不通村道。 志愿者
一行数十辆大巴，从兰州中川机
场出发，历经近 7 个小时，才抵
达州委州政府所在地合作市。

老牌专家彰显专业精神

在活动第一天，位于甘肃省
合作市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迎来了诸多老牌顶级医疗
专家的到访。 中国著名糖尿病防
治专家、 中华糖尿病协会会长、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师向红丁教授和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安贞医院神经内科毕齐教
授以及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中医科曲家珍教授分别作了“糖
尿病防治”、“脑卒中防治”、“高
血压中医治疗”讲座。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史利卿教授等来到内科病房，就
COPD 和肺结核等病例与州人
民医院的医生展开交流。 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眼科的陶
靖医生和黄馨颖护士长对眼科
的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复查，为后
天的手术做准备。 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心脏中心的韩增强和刘刚
医生为本地先天性心脏病的患
儿和家长进行了咨询。 北京中医
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的陈
兆军主任现场施展小针刀技术，
为一位膝关节痛的老年患者解
除了疼痛，让参观手术的本地医
生大为佩服。 陈主任还无私地把
这种技术传授给了当地医生。

除此之外，医生李方洁、丁逢
春、方京徽、曾文军、薛爽、张霞
光、宋文来、卢铁武等人还来到内
科门诊为当地群众看病治疗。 徐
晓彤、 欧阳取平两位专家被分派
到感染科，曲戈、赵子义、董玉琥、
陈兆军义务为骨科病患医治。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虽然高
原环境和气候让年近古稀的专
家们不堪重负， 但身为志愿者，
不叫苦、乐坚持，他们的达观精
神令人动容。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教授、中
医科主任曲家珍教授因高原反

应，头痛呕吐，但她略做休息和
吸氧以后，坚持完成了精彩的讲
座。 1944 年出生的老牌专家向红
丁， 因为前一天的苦行颠簸，也
出现了不适的状态，但他本着专
业的精神和奉献的信念，硬是坚
持了下来。 向老说他是一个医务
人员，又是少数民族，大学毕业
后又在青海藏族地区工作了十
年，骨子里有西部情结，希望为
西部、 为藏民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说：“我们来了之后，能做的首
先是造成声势，但如果我们自己
不努力不坚持的话，这种声势可
能保持得就不会长久，我们走了
之后就会淡下来，所以希望能将
最实用的技术以及团队的经验
留给甘南。 这是一项长久的事
业，特别需要持恒的意志。 ”

90 后志愿者初登公益舞台

本次公益活动，除了资深的
医学专家外，让人欣慰感动的还
有那些为公益事业无私奉献的
年轻人。

来自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护士田颖，是个不折不扣
的 90 后。 她对记者说她非常珍
惜这个机会。“要不是因为主任
临时有事， 像我这样年轻的护
士，也许就不太有可能来参与这
样的活动了，来到甘南藏族自治
州，我才真正感受到了护士这份

职业真正的重量。 ”
田颖在她的微博上这样写

道：“早上八点， 我来到了甘南妇
幼保健医院。 听说首都的专家来
到藏区给他们免费诊断治疗，看
病的患者挤满了医院的过道。 孩
子们眼神中透露出的纯真与善
良，我永远都会记得，当我们的医
务志愿者为他们捐献爱心物资的
时候，孩子们的笑容感染了全场，
当志愿者从孩子们的手中接过洁
白的哈达， 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
公益志愿者的崇高。 由于医疗条
件有限， 这边的妇女儿童患病的
几率要比城市高得多， 然而当地
的患者井然有序地等待发放义诊
药品， 脸上不时露出笑容的场景
还是让我感触良多， 他们虽然没
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但他们懂得
感恩，明晓秩序，让人敬佩。 ”

年轻的志愿者们在这样的
公益活动中找到了自己职业甚
至人生的前行方向，懂得了青春
热血和公益行动结合的重要性，
明白了祖国各民族互助的意义
之深远。

就在本次公益活动进行的
过程中， 甘肃省定西市岷县附
近发生了 6.6 级地震， 志愿者
立即组织了救援医疗队， 深入
灾区。湛蓝冶海，九色甘南，“共
铸中国心” 的志愿者们用真正
的行动， 见证了“汉藏亲如一
家”的公益信念。 （艾已晴 ）

2013“共铸中国心”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用行动见证“汉藏亲如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