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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急难扶贫助残及清贫医疗补助；捐建小学及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捐医疗品，助公益性医卫业务及研究；符
宗旨的公益捐助等。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华阳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63 号

2009-07-29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建厦门海沧霞飞路 123 号

6203131 互联网地址

刘智纲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361012

华阳慈善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60,150,474.55

本年度总支出 5,531,837.4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513,807.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7,978.4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9.1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32%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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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896.60 0.00 1,526,896.60

1,526,896.60 0.00 1,526,896.60

599,721.00 0.00 599,7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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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0,542.05 62,658,126.92 流动负债 67.5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60,150,542.05 62,658,1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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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67.50 0.00

净资产合计 60,150,474.55 62,658,126.92

资产总计 60,150,542.05 62,658,126.9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0,150,542.05 62,658,126.9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85,914.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60,150,474.55 62,572,212.9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439,768.77 599,721.00 8,039,489.77

其中：捐赠收入 927,175.60 599,721.00 1,526,896.6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5,018,030.40 513,807.00 5,531,837.40

（一）业务活动成本 5,000,000.00 513,807.00 5,513,807.00

（二）管理费用 17,978.40 0.00 17,978.40

（三）筹资费用 52.00 0.00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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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421,738.37 85,914.00 2,507,652.37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陈桓熊

12 月 8 日，瓷娃娃罕见病关
爱中心工作人员“瓷娃娃“孙月
乘坐东方航空公司 MU5292 前
往昆明(经停太原)，在下机时因
需要轮椅请求协助，却遭到了地
勤人员和客舱乘务员互相推诿。

尽管 12 月 9 日东方航空通
过其官方微博就此事件发布了
致歉声明，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并
未停止，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残障
人士出行呢？

下机时不见舱内轮椅

12 月 8 日，瓷娃娃中心的三
位女性员工乘坐东方航空公司
MU5292 前往昆明 (经停太原)，
此行是为了给当地病友进行康
复巡诊。 其中一位员工孙月为轮
椅使用者，在登机前已办理了特
殊旅客服务申请。

据当事人孙月表述，在到达
昆明前，登记、经停一切都很顺
利，均有客舱轮椅。 但在到达昆
明长水机场后，由于地勤人员提
供的轮椅较大， 无法进入机舱，
同时无法提供机上专用窄型轮
椅。 孙月请东航空乘人员帮忙协
助， 东航有人立即说：“让谁背
呀！你们想出 XX 航空的事吗？ ”
然后东航空乘人员和地勤双方
开始交涉是谁的责任。 后来东航
的空乘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告诉
孙月等人“没有客舱轮椅”，并且
拒绝提供协助下机的合理便利。

机场地勤与东航空乘反复
交涉了 40 分钟， 期间有一位空

乘曾表示要背她下去，但其他空
乘人员不同意。 继而，东航空乘
在未与孙月协商的情况下私自
拨打了机场急救电话，并提出由
急救人员将她用担架抬下飞机，
且需自行承担费用，这个明显不
合理的方案未得到同意。

最后，因担心耽误其他航班，
东航空乘同意和瓷娃娃中心另一
名员工一起将孙月抱下飞机。

事实上，身为成骨不全症病友
的孙月经常乘坐飞机出差，每次乘
坐飞机在换登机牌时，都会填写特
殊旅客服务申请， 托运自己的轮
椅，换上机场提供的地面轮椅前往
登机口。随后换乘适合舱内活动的
机舱轮椅到自己座位。如航空公司
无法提供机舱轮椅，他们也会与孙
月沟通，将其抱到座位上。

但显然，这不只是东航一方
的责任， 孙月跟地勤了解了情
况，“地勤说碰到过几次这种情
况，跟领导申请换小轮椅但没批
准，所以一直没买”。

记者联系昆明长水机场客
服得到的回应是：机场确实没有
可以进入机舱的小轮椅，会跟领
导反映情况。 以往遇到类似情况
都是在登机口由机场和航空公
司的工作人员帮忙把乘客扶或
抬上(下)飞机。 但是东航的问题
特殊，在昆明机场的地勤人员也
都是东航公司自己的人。

瓷娃娃中心发表声明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对

此发表声明称：“此次事件是对
我中心工作人员的歧视性对待，
严重损害了当事人作为残障人
士的平等出行权利，侵犯其作为
消费者的人格尊严。 ”

“我国作为《残疾人权利公
约》的缔约国，政府和社会各界
始终致力于保障残障人士权利，
确保残障人享有与健全人同等
的权利和机会，为这一群体创造
平等尊重的生活环境。 现行《残
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
条例》及《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
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均要求
为残障群体提供切合实际需求
的无障碍环境， 而在本次事件
中，我们遗憾地看到，相关方并
未尽到其法定义务。 ”

而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为
罕见病群体建立平等受尊重社
会环境的公益机构，瓷娃娃中心
对此事件后续的想法显然不只
是道歉，除了应有的道歉，还提
出：东方航空公司同时应公布整
改方案，针对本次以及以往发生
的同类问题，增加员工的残障服
务业务培训内容，培训课程设计
和实施应有残障人士的参与。

当晚 6 点半，孙月接到一位
自称是东航负责服务质量部门
的工作人员来电， 对方表示道
歉，并称东航内部没有规定空乘
人员可以背或抱旅客，承认是空
乘人员操作不规范问题。 此外东
航还称将在明天发布一个调整
方案。

有公益人士给东航支招：这

件事情， 虽有很多牢骚可讲，但
还是应该用建设性的态度。 东航
应该请瓷娃娃做一次全员培训，
培训空乘如何协助和服务行动
不便的乘客，这比任何危机公关
都有意义。

残障人士也有平等出行权利

“瓷娃娃应该坐飞机出行
吗？ 应该出门吗？ 不是应该在家
待着？ ”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之
后的反应竟然是这样的。

孙月说， 其实东航的空乘人
员也是这个态度， 而不是把她作
为普通人平等对待，“他们并没有
问我的身体情况、 需要怎样的帮
助， 在通知我们要用担架的时候
也是跟同事说，而不是我。同事回
答：你要跟她说，她是需要服务的
人。 ”

“其实， 如果我用手摇轮椅
行进的速度比正常人走路还要
快一些，每天走的路有时候比

10 公里还多， 从地铁去
自己要到的地方， 可能
有一两公里 ， 也都是自
己摇着轮椅去。 ” 孙月
说。

成骨不全症有很多种
不同类型，特别严重的非常
少见，一般在成年之后趋于
稳定。 孙月的生活轨迹跟普
通人没有太大差别，读了四
年大学，在某公司做了两年
总经理助理，在自己家乡开

过辅导机构， 后来到瓷娃娃工作。
已经结婚近 6年，一切都很平常。

“障碍不是一种病， 只是一
种动态的状态。 很多人也会短期
进入障碍状态，比如孕妇、婴儿、
伤者，最简单的就是患近视眼的
人，没有眼镜也会有障碍。 大家
认为残障人士不应该出来，应该
在医院(或家里)待着。 这是一种
医疗模式思维，我们认为应该用
社会模式来看， 虽然有障碍，也
可以正常沟通学习。 ” 孙月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爱心， 是非歧
视的制度。 ”

对普通人来说，出门，迈开
双腿就可以， 对残障人士来说，
有了必要的辅助措施和培训，也
可以做到。 比如没有断层的盲
道、盲文标识，比如无障碍电梯
和卫生间，又比如合适的舱内轮
椅……

有了这些，他们不需要随时
随地有人陪伴，也可以和别人一
样行走于这个世界。

“瓷娃娃”下机遇阻 东航口头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