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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自我革新勇气

中国儿基会 2017 年筹款超 5 亿元
� � 2018 年 1 月 12 日， 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举行 2017 年度理
事暨媒体通气会， 部分功勋理
事、理事和媒体出席活动，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
通报儿基会 2017 年主要工作进
展及 2018 年总体安排。

2017 年度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在捐赠收入上迈上新台阶，
总收入达 5.12 亿元。其中众筹资
金达 1.2 亿元， 接近总收入比例
的 25%， 公众筹款在基金会捐赠
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朱锡生表示， 在新的一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重点围
绕制度建设、 队伍能力建设、规
范化管理开展工作。 在现有发展
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有所为
有所不为，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更加扎实牢固的基础。

重公信力建设

长期以来， 特别是近两年
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把公信
力建设当作立身之本，作为核心
工作常抓不懈，全面梳理有关制
度和执行机制， 以项目为单元，
完善了全过程管控、依法依规审
查、第三方评估、信息披露和向
捐赠人反馈的闭合管理系统。

2016 年全新改版的官网把
“信息公开” 作为一级栏目置于
主页显著位置，公众可以很便捷
地检索每一笔捐赠的日期、数
额、捐赠方向，以及历年的年度
报告、 主要项目实施情况报告、
年度审计报告、季度财务报告等

重要信息，可读性和影响力显著
提升。

从 2015 年至今，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持续以满分 100 分位
列基金会中心网排行榜并列第
一名。 2017 年《界面》杂志和今日
头条发布 2017 年中国最透明慈
善公益基金会排行榜榜单，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以 99 分的成
绩，从 2016 年的第六名，上升至
第一名。

有自我革新勇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具有
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 组织优
势、工作优势，已经形成“春蕾计
划”等众多品牌公益项目，与此
同时也有自己的劣势和不足。 近
几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不断
自我革新，探索帮扶儿童的新思
路、新途径和新举措，在资金筹
集、项目实施、理论研究、规范化
管理、媒体宣传等方面都有较大
突破。

在公益项目上，主动融入精
准扶贫国家战略，拓展创新公益
项目。 对“春蕾计划”等经典公益
品牌进行丰富和拓展；针对儿童
需求的变化，不断推陈出新公益
项目， 相继推出“儿童快乐家
园”、“HELLO 小孩”、“儿童食品
安全守护行动”、“爱心书箱”、

“小候鸟”、“护航计划”等公益项
目，已经形成了儿童教育、儿童
安全、儿童健康、流动留守儿童
特别关爱四大领域项目集群。

在公益研究上，近几年也是

中国儿基会公益理论研究投入
资源最多、推进力度最大、研究
成果最丰富的几年。 从 2012 年
发布《中国儿童慈善需求研究报
告》、2013 年发布《女童保护研究
报告》，到 2015 年发布《中国女
童教育与发展需求研究报告》
和《中国亲子教育现状调查报
告》、2016 年发布《中国儿童慈
善需求研究报告》、2017 年发布
《农村女童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研
究报告》等。 这些报告针对社会
热点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归纳、
提升和研究，很多内容至今仍被
引用，这些研究成果为确定项目
目标、内容构成、实施路径等提
供了科学指导，有效提高了项目
的公益效能。

在规范化管理上， 修订 40
多项规章制度， 以制度管事管
人； 不断灌输规范化的思想意
识、工作意识；通过具体事例不
断强化凡事依法依规、办事必须
依法依规的自觉性。

在公益传播上，中国儿基会
紧跟传播发展潮流，树立融媒体
传播思维，不断巩固以传统主流
媒体为主阵地、以网络新媒体为
新战场、以自身媒体为重要支撑
的三位一体传播体系。 2017 年全
年网络可检索新闻资讯达 183.6
万条， 官方微博博文阅读量
达 1.6 亿， 话题词阅读量达
4.5 亿。

众多捐赠企业和个人

2017 年度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在捐赠收入上迈上一个
新台阶。 2100 家企业、1000 万人
次参与捐赠，总收入达到 5.12 亿
元，其中众筹资金达 1.2 亿元，实
现连续多年增长。 公益支出约
3.97 亿元，占上年总收入的 87%，
惠及儿童近 209.7 万人次。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近几
年把公众筹款提升到与企业筹
资并重的位置来推进，经过两三
年的积累发力，已经有了明显效
果。 其中 2015 年个人捐赠占捐
赠总收入比例为 13.6%，2016 年
这一比例上升为 17%，2017 年接
近 25%，公众筹款在捐赠总收入
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未来有所为有所不为

新的一年， 中国儿童少年基
金会将重点围绕制度建设、 队伍
能力建设、规范化管理开展工作。
在现有发展基础上， 坚持稳中求
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今后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更加扎实牢固的基
础。在工作内容上，继续围绕国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围
绕广大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重点做好儿童教育、儿童安全、儿
童健康、 优秀文化传承等领域的
公益项目， 始终确保在大局下谋
划思考、决策推进。 （徐辉）

2018 年 1 月 8 日， 山西省
大同市阳高县许家园村， 在一
户农家门口， 一位古稀老人一
边挥手， 一边目送着一群戴着
黄帽子的志愿者离开， 同时嘴
里还用方言不停地念叨着：“谢
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当天是
农历十一月廿二日， 距离农历
狗年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当地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

孙老太太今年 73 岁，无儿
无女，还有残疾，独居的她多年
来依靠低保度日， 而她口中所
感谢的人， 是来自顶新公益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以及顶新各事
业部的志愿者。

虽然 1 月是中国北方最寒
冷的时节， 却也挡不住顶新人
火热的公益之心。 在顶新公益
基金会的组织下， 北京地区包
括顶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
年和顶益、顶园、全家、德克士
等集团各事业部的志愿者不惧
严寒、不顾路途的遥远和颠簸，
天不亮就从北京市内出发，驱
车五个多小时到达山西省阳高
县， 给当地的人民在隆冬腊月

送去了岁末的祝福和新春的关
爱。

山西人爱吃面食， 此次冬
令慰问的贫苦户除了每户能够
得到两箱康师傅红烧牛肉方便
面以外，还收到一袋（5KG）东
北优质大米、一桶（5L）一级食
用油等生活物资。 从 1 月 8 日
开始，这些总价值约 20 万元人
民币的冬令物资被陆续分发到
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 浑源县
和阳高县共 800 户受助家庭手
中。 对于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顶新的志愿者们更专程登门，
将物资优先送到他们手中。

山西省大同地区的冬令慰
问缘起于 2013 年 8 月在大同
市天镇县发放“顶新明日朝阳
奖学金”。 当时该地区是国家扶
贫开发重点县，有 14 位同学获
得了顶新公益基金会的“顶新
明日朝阳奖学金”。 基金会在进
行受助学生家访时， 了解到当
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许多家
庭还很贫困。 所以从那时开始
至今， 基金会已在山西省大同
市连续开展了五年的冬令慰问

活动， 并逐渐从最开始的天镇
县扩展到浑源县、 阳高县和大
同市福利院， 惠及和关怀了越
来越多的贫困家庭。 而就在
2017 年，当地又有 22 位同学获
得了“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
四年来已有近百位当地的贫困
学子，共获得近 40 万元的“顶
新明日朝阳奖学金”。

“爱在身边，情暖心间”，冬
令慰问不仅是在回馈社会，更
为许许多多贫困的家庭提供了
及时的帮助， 给予他们生活上
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 就如
同顶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
年所说的：“公益最难的其实并
不是资金投入的多与少之差，
而是真心、呵护以及坚持。 我们
期待这一份温暖心田的关爱能
够感染更多人对公益的投入和
支持。 ”

公益最难的不是金钱的投
入，而是真心地关怀、小心地呵
护、默默地坚持，顶新人将一如
既往地坚持为贫困地区的居民
送去爱心。

（苏漪）

2018 年 1 月 11 日， 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 2017 年年会在北
京举行，基金会领导、专项基金
负责人及来自各地的合作伙伴、
捐赠人代表、公益人、志愿者等
近 200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戚学森在讲话中回顾了基金
会 2017 年在公益慈善领域做出
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 并强调
2018 年基金会要继续提升募捐
能力，努力改善内部治理，持续
推进专业化水平，继续扩大救助
的人群及范围，立足民生，聚焦
贫困群众，全力脱贫攻坚。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代理
秘书长缪瑞兰发布了基金会
2017 年度数据报告。2017 年基金

会年度募捐收入突破 5 亿元，公
益支出达 4 亿元。 99 公益日期
间，在社会公众的支持下，筹得
善款 1.37 亿元， 总捐款人次达
127 万余人次。

此外，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向一直支持基金会的企业、个
人、媒体、公益机构、志愿者等进
行了表彰。

据悉，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成立 12年以来， 在儿童福利、老
龄和社区福利、行业支持、救灾救
援、 疾病救助等多个领域开展不
同类型的公益项目， 累计募捐总
收入达 19亿元。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表示，今年将继续坚守初心：
关注民生，扶危济困，为身处困境
的人们提供更多救助。 （张慧婧）

爱在身边，情暖心间

顶新公益基金会冬令慰问大同贫困家庭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017年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