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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公益基金会
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普惠发

展，围绕数字普惠与包容、绿色可
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 探索与创
新、应急救灾、体育公益等六大战
略方向推进公益慈善项目， 截至
2022 年 11 月，基金会共收到捐赠
款项 86873 万元， 累计捐赠支出
74864 万元。

●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作为一家专注于乡村儿童阅

读推广的教育类公益机构，满天星
公益在 2022 年连续举办三次股东
人大会，累计参与人数超八万。 借
助互联网技术，该机构实现了常态
化工作进展和财务状况披露，让捐
赠人能够更直接地了解机构的发
展和项目运营情况。其也成为同类
型机构乃至行业中，主动推动机构
合规透明建设及促进公众对话、鼓
励公众参与的代表。

●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
长期致力于发展以教育助学

为重点的公益慈善事业， 对宁夏
全区及甘肃酒泉市全部考上大学
的 学 子 进 行 全 覆 盖 奖 励 资 助 。
2022 年捐资 6 亿多元， 每年资助
14.25 万人， 已累计捐资 33.03 亿
元， 资助了 30.17 万名青年学子，
已有 17 万人走上工作岗位，是全
国唯一一家对全省区大学生奖励
资助的公益组织， 努力为国家和
地方人才培养、 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2022

年， 联劝公益继续聚焦社会议题，
促进民间公益组织提升专业能力、
形成合作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
时， 该基金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持续参与东西部协作，发挥社会组
织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在推动公益
模式创新方面， 基金会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了首份捐赠圈研究报
告，为公益文化及捐赠文化触达更
多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2022 年， 不论是在重大自然

灾害还是在中小型灾害救援中 ，

壹基金通过与各地政府部门及社
会力量合作，第一时间开展面向儿
童及其他需要救助的群体开展生
命救援和生活救助。 同时，壹基金
在提升社会救灾力量专业化发展
程度上持续发力。 2022 年，壹基金
连续第 12 年启动“温暖包计划”，超
六万个温暖包为 20 多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超过 380 个区县的儿童
带去了温暖和关爱。

●上海市岩华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挽救家庭

经济困难的终末期肝病儿童，使其
得到及时、专业的治疗。 截至目前，
基金会救助约 200 名终末期肝病患
儿 ，涵盖 20 多个省 、直辖市 、自治
区。 2022 年，基金会开启“湘雅二医
院儿童肝移植慈善救助项目 ”，汇
聚向善力量，共筑生命希望。

●陕西省慈善协会
2022 年，陕西省慈善协会积极

实行 “村社慈善幸福家园 ”创建工
程等项目 ，新注册创建村 、社区慈
善幸福家园 2045 个，发展省慈善志
愿服务队伍到近 8000 支、志愿者达
67 万余名。 同时，陕西省慈善协会
汇聚社会力量 ，通过 “2022 年乡村
振兴·陕西专场” 和腾讯 99 公益日
活动筹款 4.2923 亿元。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2022年，腾讯公益继续发挥平台

和数字技术优势，大力推动行业透明
化制度建设， 推动公益文化培育，助
力公益行业可持续发展。 2022 年，99
公益日走过第八个年头，期间有超过
5816万人次参与捐赠，送出小红花超
1.82 亿朵， 累计获用户捐赠超 33 亿
元。 在腾讯公益持续推动下，公益出
圈效应进一步显现，其试图扭转公益
行业筹款至上的尝试初见成效。

●万科公益基金会
让 “零废弃 ”成为一种生活常

态，是万科公益基金会近年来大力
推动的工作。 2018 年，该基金会联
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 “零废弃日”
公众倡导活动 ，联动企业 、社会组
织等多方力量，践行环保理念。 截
至 2022 年，累计有 800 余家公益机
构 、企业 、机关单位 、社区 、学校及
志愿者团队等参与，通过多样化的

体验活动影响并带动更多人关注
生态环保公益。

●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以 “扶弱济困 、发展现

代公益慈善事业、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为宗旨 ，发展至今已从
项目型基金会转变为平台型、资源
型、链接型基金会。 2022 年，基金会
继续在疾病救助 、教育助学 、济困
助老 、乡村振兴 、社会组织发展和
社会倡导等领域深耕，并始终关注
社会热点问题，聚焦区域融合。

●小米公益基金会
教育事业和青年人才培养是

小米公益基金会关注的重点之一 。
2022 年 2 月，小米公益基金会启动
“小米青年学者”公益项目，计划捐
赠 5 亿元，分 5 年覆盖 100 所高校。
项目致力于资助高校青年教师及
科研人员，稳定支持在科学领域取
得突出成绩且具有明显创新潜力
的青年人才。 2022 年 11 月，小米公
益平台推出上线一周年特别活动 ，
引发爱心网友关注和参与。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2022年 6月，原中国扶贫基金会

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新的发
展背景下，该基金会持续实施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项目，保持并逐步增加在
项目上的投入。 成立 30多年来，基金
会开展了一系列公众广泛参与的公
益活动，为营造扶贫济困、守望相助
的大扶贫格局付出极大努力；与数十
万名志愿者、数万家合作伙伴和数亿
人次社会公众携手同行，助力中国特
色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一年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
署，全面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扎
实推进人道救助项目， 稳步提升人
道服务能力， 大胆创新人道资源动
员模式。2022 年，基金会通过在全国
配置应急救护一体机（内含 AED）和
举办“红气球”挑战赛等方式，进一
步普及“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的理念和应急救护知识技能。 基金
会 2022 年度公益总收入 11.13 亿
元，年度公益总支出 11.9 亿元，累计
公益支出突破 100 亿元。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作为关注残疾人事业的慈善组

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大力倡导
扶残助困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开展
募捐活动， 努力改善残疾人康复、教
育、 就业等各方面状况。 为巩固拓展
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2022 年， 基金会联合多
方力量开展实地调研，推进项目落地
实施。 截至目前， 基金会培育了一批
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有效推动
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成立 35 年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始终坚持“增进人口福利，促进家庭
幸福” 的宗旨使命， 广泛动员社会资
源，累计募捐 48.82 亿元。 2022 年，在
新起点上，基金会持续融入健康中国
建设以及人口发展、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灾后重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
好评。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2022 年，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

会继续支持中国农村和城镇欠发达
社区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促
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帮助中国农村
和城镇欠发达社区人口提高健康水
平，增强健康素质和发展能力，实现增
收致富和持续发展。

●中国听力医学基金会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始终秉

承“开启有声世界，传递爱心善行”的
公益理念，2022 年以来， 在夯实听力
健康救助基础工作的同时，推动与地
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益协作，积极动
员行业内专家资源，持续推进听力健
康理念的普及，促进中国听力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2022 年，基金会把准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这一中心点， 围绕 “一个重
心———乡村振兴， 三条主线———留守
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未成年人保
护” 持续深耕， 帮扶困境少年儿童约
70 余万人，受益人次 300 余万。 同时，
基金会继续深耕数字化公益，公众筹
资占比突破 8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2022年， 基金会在环境法治宣教、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
开展“中华环境奖”“青山公益自然守护
行动”“青山公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
“中国环境法治公益平台”“力士绿哈达
行动“等活动，取得显著社会效益。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22 年，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继

续秉承 “帮老弱者安生， 助贫困者自
强”的使命，先后开展了扶弱济困、助
教助学、大病救助、灾害救援等各类公
益项目。 目前，基金会已累计筹集善款
超过 23 亿元，受益人群达数百万。

（更多内容，请关注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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