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2017 年度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执行情况公示 

 

一、项目名称 ：芭莎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 年 1月 1 日—12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5959922.4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9045278.74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芭莎公益项目实施“思源救护”项目，共捐赠 785

辆救护车。实施“大病救助”公益项目，资助 23名视障孤儿生活教育费用

及爱百福 11名保育员 5 月份劳务补贴。 

在开展助学项目方面，资助红麦完小搭建学生食堂和多功能室，向青

海果洛地区发放“体育教学包”66 个；向广西、广东、甘肃、福建地区的

10 所村级小学 13 个班级的学生资助 388 个“乡土艺术学习包”及教材；向

云南、广东省地区的学校资助 13644个“智慧成长包”，同时资助青海、广

东、湖南、广东、河北、黑龙江、江西、湖北地区的学生 2133 个“艺术梦

想包”；资助搭建四川绵竹 2座村级儿童活动中心，并资助云南、四川两地

分别搭建 1 个阳光童趣园；资助陕西省 77名视障孤儿生活教育费用及上海

一所残疾人学校学员 1 年度服装设计培训课程费用。 

在重塑社会正能量方面，芭莎公益项目资助见义勇为者吴长海 5000元、

刘亮 3000 元，山西省大宁县乐堂村最美医生贺星龙 100000 元。 

年末结余资金：92028663.47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开展“思源救护”项

目，主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

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捐赠救护车，逐步实现向 5 个自治区乡镇中心卫生



院、每院捐赠 1 辆救护车的全覆盖。其余剩余资金将用于开展思源助学项

目及符合捐赠人意愿的公益项目。 

 

二、项目名称 ：天使妈妈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 年 1月 1 日—12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870376.79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6836868.44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儿童、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资助全国 1560 名家庭贫困的白内障患者、脊柱侧

弯、先心病、听力障碍、烫伤患儿、胆道闭锁、唇腭裂等多种大病患儿（者）。

其中获得中央财政贵州医疗试点项目资金支持，资助大病患儿 50 名，平均

资助每位患儿医疗费 2 万元，并在贵州开展医疗救助健康精准扶贫患儿关

爱活动，在贵阳市开展一次医生培训活动，前往省毕节、安顺两地进行走

访和义诊。同时，在助学方面开展“事实孤儿”救助，筛选并资助了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失依儿童 1200 名生活学习费，每人 600 元。 

年末结余资金：11264888.40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主要用于在全国开展脊柱侧弯、先心病、

听力障碍等贫困患儿大病救治工作，同时在部分省份开展医疗救助健康精

准扶贫患儿关爱相关活动，及医生培训活动。 

 

    三、项目名称 ：牵手公益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269382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2700564.96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对象：所有人 

    服务领域：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辽宁省 

    项目介绍：该项目开展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城区内，该县供水主管

网绝大部分是上世纪 80年代铺设，管网管材均为灰口铸铁管，现已使用近

40 年，腐蚀老化情况非常严重，铁锈参杂在水中，是居民饮水安全的一大

隐患；其大部分支管网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2017年，向康平县政府划拨第二期价值 22693820元的管材用于该工程

建设。项目完成后，将解决管网老化问题，解决康平县城及开发区因人口

不断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大幅攀升的用水、排水需求；同时，

捐赠的给排水管材将为当地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提供物料支持，节约了改造

资金，在支持当地政府推行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同时，也优化了居民的居住

环境，美化当地的城市环境，使人民群众真正受益。 

年末结余资金：250847.90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计划主要用于贫困学生助学、关爱老人、

新农村建设、美化城市环境等项目。 

 

     四、项目名称 ：春暖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262321.22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779280.69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儿童、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春暖公益项目（“爱的分贝”）资助 183名听障患

儿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开展了 2 期听障儿童家长培训班，培训 109 名

家长；开展 4 期听障儿童康复训练，资助 1113 名患儿完成康复训练；开展

了 2 次授渔计划活动，为 3 家京外中小康复机构开展能力建设服务，受益

人数 61 人；在全国开展了 8 次 365认知包发放，为 250 位听障康复小朋友

发放认知包。爱的分贝一直坚守让世界听到贫困听障儿童的生命乐章的公



益理想，为弱势贫困听障群体带去帮助，带去希望。 

    年末结余资金：20496623.38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  

1、继续针对听障贫困患儿完成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工作及康复训练工作； 

2、计划开展6 期家长培训班； 

3、开展中小康复机构能力建设计划，对4-6 家小型康复中心进行帮扶，提

高其的康复水平，从而以点带面促进该地区康复行业的发展。 

4、为约42 个康复机构的2000多个听障家庭发放认知包，并向家长普及家

长对于提升康复训练的重要性； 

5、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项目，以避免出现药物致聋和减小迟发型耳聋

的发病率，为减少因病致贫做出贡献。 

 

    五、项目名称 ：思源助学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8858682.6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242180.72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儿童、残疾人、少数族裔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思源助学项目为天津、陕西、河南等地 236 名贫

困学生资助 22.6 万助学金；在四川、天津等地开展校园操场改造等助学活

动，受益人数近 1000 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联合中国民生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向柬埔寨教育、青年及体育事业部捐资 1600 余万，在柬埔寨

20 个省和 4 个直辖市援建 35 栋教学楼及 24 个教职工宿舍，以促进柬埔寨

教育事业发展。 

 

     年末结余资金：1616501.94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主要用于在全国贫困地区及“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开展助学项目。 

 

     六、项目名称 ：博爱公益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款物合计人民币 178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93989.82 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人群：所有人 

     服务领域 ：儿童医疗卫生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等 

     项目介绍：2017 年，博爱公益项目在医疗卫生方面，资助广东省信宜

市妇幼保健院，购买 1 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资助贵州省黔西县，针

对 38名有劳动能力且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人群，开展为期 2 个月美容、美

发、化妆等方面技能的职业技能培训，有效促进黔西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劳

动力和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及创业，达到“授人以渔”

的目的。 

 年末结余资金：款物合计 17781422.92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主要用于在助学方面，资助广西自治区

百色、河池、贵宁、柳州等地区幼儿园“儿童生存安全教育平台”软件共

计 800 套，此平台将有效提高 3-6 岁儿童生存安全自救能力，可大大减少

儿童意外伤害频发的情况。同时，继续在医疗卫生、贫困地区就业创业、

农业产业扶贫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 

 

    七、项目名称 ：佑华公益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2727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346028.5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所有人 

    服务领域 ：教育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佑华公益项目在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思源·佑华

教育移民班”公益项目。此项目是我国较早就将“教育扶贫一批”、“易地

搬迁一批”有机融合的公益项目。2017 年，在宁夏、广西、安徽等 9 个省

（市、自治区）的县级中学新开设“思源教育移民班”30个，3年（2017-2019

年）共捐赠 900万元，共资助 1500 名易地搬迁、品学兼优的贫困小学毕业

生到县城中学完成 3 年的初中学业，受益家庭 1500余户，第一学年的资金

已经拨付完毕，第二、三学年的资金将于 2018、2019 年拨付；同时拨付

2017-2018 学年湖南、贵州、宁夏等 9 个省，2015 级 24个、2016级 28 个、

2017级 30个班，共计 82个“思源教育移民班”4100名学生助学金 820万；

佑华公益项目在 2017 年新学期开学之际，向 9 省 10 个新开“思源·佑华

教育移民班”的 500 名学生捐赠价值 25000元的书包。 

同时，佑华公益项目开展资助高中学生的试点工作，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平罗县平罗中学开展“思源佑华教育育才班”，资助 2017-2018

学年高一至高三每个年级 55 名学生，每人 3000 元。 

在针对医学学子帮扶方面，开展了“天使益”应急循环助学金项目，

向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高校 23名遭遇急难的优秀医学贫

困学子资助 34.6 万余元，为其铺平求学之路。 

年末结余资金：7211771.26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主要用于开展“思源教育移民计划”，资

助 2015 级第 3 学年、2016 级第 2 学年、2017 级第 1 学年贫困学生的助学

款，以及“天使益”应急循环助学金项目，帮扶医学类大学生完成学业。 

 

    八、项目名称 ：新浪扬帆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9886318.9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559496.21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少年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社会服务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新浪扬帆公益项目一直专注于帮助偏远地区学生可以阅读

到与城市学生一样的优秀课外图书，注重从精神层面的援助与心灵关爱，

从而解决这些因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因素导致的教育被忽视问题。截止目

前已覆盖 29个省，累计为 1374所学校建立“扬帆爱心图书室”，其中 2017

年新增 316 所，共计捐助图书 176100 册、体育用品 8 万件、益智航模 17

万件，有声读物 600 套，使 20 万多名师生受益；并在青海海东和云南昭通

9 所学校开展“思源方舟”项目，捐赠 15000套安全校服、15000顶第三代

高科技防灾头盔及手持无线搜寻终端等自救防护设备，建立区域性救灾应

急指挥中心，以及灾难紧急逃生、自救培训课程等。同时，在安徽、湖南、

湖北等地开展夏令营、悦读会、e+留守儿童、六一童梦等助学活动，使近

6000名学生受益。 

年末结余资金：17496316.39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 继续用于向贫困地区的学校捐赠“扬帆

爱心图书室”，开展“思源方舟”项目，以及夏令营、悦读会、e+留守儿童、

六一童梦等助学活动。 

 

    九、项目名称 ：仁慧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562292.19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829160.2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所有人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在卫生医疗救助方面仁慧公益项目通过民政部指

定的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积极为贫困大病患者筹款，帮扶了 485 名白内障

患者、白血病、肿瘤等多种大病患儿（者）；向青海省 3 个地区的 88 名乡

村医生捐赠 88 辆医疗电动摩托车及行医箱等配套设备；资助青海省果洛地



区 44台制氧机；分别资助广东省信宜市妇幼保健院购买 1 台彩超设备，阳

春市中医院 1 台体检车。 

在助学方面，仁慧公益项目资助西吉助学中心 548400 元，保证其全年

的正常运营以及助学中心的扩建；并累计资助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 79名家庭贫困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助学金，使其能够正常完成学业。 

同时，在环境改善、关爱老人、应急救援方面开展了多种公益项目，

资助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购买 185 株梭梭苗进行荒漠生态治理扶贫；资助

新疆艾日克村便民服务中心物资，购买桌椅、锅、盘子等必备的物品等；

同时，资助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进行制作警示牌，在学校、社区开

展应急救援培训等活动。 

年末结余资金：2912995.73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继续针对贫困人群，在大病救助、医疗

救护、助学、环境改善、关爱老人、应急救援等方面开展扶贫帮扶工作。 

 

    十、项目名称 ：华谊兄弟公益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631111.0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362395.43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儿童、少数族裔 

    服务领域：教育、文化艺术、体育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2017 年，华谊兄弟公益项目在 2016年完成对贫困地区捐建

100 所电影院的基础上，对河南、北京等地的 21 所“零钱电影院”进行维

修、设备升级；定期为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24 个乡镇中小学生及留守群众

进行免费电影放映。2017年在湖南、广东等地新援建10所“零钱电影院”，

让 4000 余名孩子更好地通过电影及电影分享课快乐、轻松地获得课本外的

知识。 

年末结余资金：13367942.78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一方面继续针对已建成的“零钱电影院”



进行维修、设备升级；另一方面，定期为贫困地区的乡镇中小学生及留守

群众进行免费电影放映；同时，根据调研情况援建“零钱电影院”。 

 

    十一、项目名称 ：搜狐焦点公益项目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年 1 月 1日—12 月 31 日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696580.1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15078.88 元 

    运作模式：资助    

    服务人群：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全国 

    项目介绍：搜狐焦点公益项目重点向 0-18 岁罹患重型先心病的贫困人

群提供专业医疗救助，2017 年累计资助患儿 154 名。 

年末结余资金：5030224.28 元 

剩余资金预计开展项目方向： 

1、开展“温暖童心”项目，资助贫困及孤残儿童的医疗救助，重点帮

助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孤残儿童。 

2、开展“温暖同行”项目，主要用于孤贫先心患儿医疗救助项目及改

善孤贫儿童的学习生活条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