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红十字天使计划"是中国红基会推动的重点公益项目，自 2005
年 8 月启动以来，项目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
的公益品牌之一。 图为“红十字天使计划”10 年来的救助成果。

� � 为帮助重返校园的春蕾女童，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补充
每日营养所需，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计划从 2 月 18 日—6 月 25
日，发起“春蕾午餐”公益众筹项目，号召大家每人捐款 5 元，用于
购买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为春蕾女童午餐添菜。

� �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
简称妇基会）2016 年的筹资计
划金额为 4.5 至 5 亿元，较 2015
年计划的 4.5 亿略有上调。 据秘
书长秦国英介绍， 妇基会 2016
年的筹资规划还是继续以企业
和网络众筹作为主要策略。在筹
资方面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开
展。

第一， 品牌项目的升级优
化， 通过优化品牌项目来促进
社会捐赠。 2016 年通过适应国
家十三五规划当中的重大战略，
比如生态中国、 结构性调整、经
济结构调整、精准扶贫等方面来
促进项目的优化升级，同时加大
一些数据的采集和挖掘力度，来
提升项目的影响力和聚合社会
资源。

第二，深入挖掘与企业合作
的共享价值， 探索新的创新合作
模式， 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筹款
效率。 比如一方面对合作伙伴进
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加大对中长
期合作伙伴的动员力度， 增强一
些新伙伴的合作。 另外一方面扩
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面及加强与
优质民营企业的联系， 通过专业
化的运作来夯实可持续合作的基
础。最后在共享价值方面，对战略
合作伙伴形成共赢的良性循环。

第三， 重视网络平台的开

发，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来开展
众筹。

首先加强、提升专业部门众
筹策划的运作能力， 例如学习、
培训、 实践经验的总结积累，加
强社会需求的调研，将关注点集
中到最有需求的群体。

其次是加强与专业团队的
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公益项目的
供应链。

再次，拓展互联网平台的合
作，根据不同平台的特性选择开
发公益的众筹项目。

还有，是通过社群带动公益
项目的筹款，拓展社区网站公益

募款的渠道。
最后，以重点活动为着力点，

发动志愿者、粉丝的力量，来策划
体验型、参与型的众筹活动。

第四，构建紧密的募资社群
来开展联合劝募，通过有效的机
制将妇基会现有的各联盟的成
员、合作伙伴、志愿者、受益者等
达成更为紧密的募资网络开展
联合劝募。

秦国英表示，在企业捐赠方
面，妇基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战略
合作伙伴和长期合作伙伴占比
较大，约 60%，所以这部分是主
要的捐赠来源。

■ 本报记者 李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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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会 2016 年筹款计划（之一）
2015 年已悄然离去，在过去的一年不少公募基金会在筹款方面

成绩都比较突出。 新的一年,基金会的筹款会怎样?各家基金会已经
做好了 2016 年的筹款计划，本报将陆续为大家奉上。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筹资目标 6~6.5 亿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筹资目标约为 1.59 亿元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筹资目标 4 亿元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筹资目标 1.5~1.8 亿元

� �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2016
年的筹款目标金额为 6~6.5 亿
元，除了继续保持与企业、政府
的合作外，还将增加互联网筹款
项目。

据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副
秘书长梁范栋介绍，中国光华科
技基金会在 2016 年将密切结合
共青团改革创新的大背景，勇于
作为、敢于担当；适应国家十三
五规划对社会组织提出的新要
求，紧跟《慈善法》的颁布和国家

加大扶贫力度的新形势，审时度
势、抢抓机遇；加强对公益行业
发展方向的研究和把控，优化项
目和专项基金在内外部资源的
配置作用；根据互联网的发展特
点，基金会结合自身在物资捐赠
方面的经验， 设立家公益项目，
通过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千家万
户闲散资源， 实现互联网+公益
的有益探索。 目前家公益项目网
络平台已经上线， 预计 2016 年
会取得初步效果。

� � 2016 年伊始，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举行了“光华读书节·兴国公
益行”捐赠仪式，向兴国县图书馆、25 个乡镇文化站、304 个村的“农
家书屋”以及红军子弟小学、高兴中心小学、埠头中学等 16 所学校
捐赠图书 1000 万码洋，并向全县 110 所学校捐赠 “E 线牵”智能安
全监护手机 15 万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筹资目标 4.5~5 亿元

� � 2 月 19 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幼健康研究会共同主
办的第一届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大会暨“首届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
颁奖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启动了中国首家互联网妇儿
医院，这是中国互联网+妇幼健康的实践和创新。

� �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
简称儿基会）2016 年筹资目标
金额为 4 亿元，其中公众筹款方
面的计划是在 2015 年 4600 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 15%， 即 6000
万元。

谈到儿基会在 2016 年筹资
方面的规划， 秘书长朱锡生表

示，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2016 年是儿基会成

立的 35 周年， 计划以此为契机
策划一些系列活动。

第二，抓住一些重要的时间
节点， 按照新的众筹点位来进
行。

第三， 另外开辟众筹渠道，

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或企业
化运作的方式，开发和建设新的
众筹平台，打通和整合众筹平台
的资源。

朱锡生还谈到，筹款主要还
是通过五个方向， 儿童的教育
（特别是女童方面）、健康、安全
（交通、消费、食品等对儿童的伤
害）、留守儿童、特殊儿童（孤儿、
残疾）， 这五个方面的需求非常
大，基金会也有责任承担力所能
及的责任把这五方面的工作做
好。

据朱锡生介绍， 儿基会在
2016 年企业捐赠方面， 固定的
企业捐赠大约是五六家，共计可
筹资的金额约为 1.5 亿元左右。
朱锡生表示，从筹资的策略和手
段来说，2016 年儿基会的筹资
规划就是从公众筹款和企业捐
赠两个方面入手，更重要的是要
有好的项目来带动筹资，从而让
筹资促进项目。

� �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
称红基会）2016 年的筹资目标是
在 2015 年捐赠收入计划 1.45 亿
元的基础上增加 10%，即 1.59 亿
元。 彩票公益金收入规模还需待
两会后才能确定，理财收入增长
空间不大，大致应与上年持平。

据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
介绍， 红基会在 2016 年筹资方
面的规划分为四个方面。 总的来
说，就是要继续提升品牌建设和
资源动员能力。 更加积极主动地

开展品牌传播和捐赠人交流活
动，密切与社会公众以及捐赠人
的联系。 加强与各类众筹平台的
合作， 大力学习引进互联网+理
念，创新品牌传播和资源动员模
式， 有效提升网络公众筹款水
平。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开发
实施更具时尚性、参与性和独特
机构文化特征的公益项目。 继续
深化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理顺绩
效和薪酬策略，从制度上鼓励创
新、激发能量。

� �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16
年筹款的目标为 1.5~1.8 亿元。
在公众筹款方面，公众捐款应超
过现金捐赠总额的 70%， 即逾
7000 万元。

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秘
书长胡广华介绍，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 2016 年在筹款方面的规
划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 继续做好网络众

筹， 同时加强政府购买服务，
加强大客户筹款力度。 第二，
在专项基金设立和管理方面，
加强流程管理及培训，重视团
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