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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水窖—我与水的故事”
   摄影及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
   公益活动走进青海、贵州



提高妇女素质
促进妇女事业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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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关注

妇基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妇基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4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

理事长喻红秋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听取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甄砚作的理事工作报告；听取

并审议通过了秦国英秘书长作的2013年工作情况（含2013年财务情况）和2014年主要工作安排的报告。

会议认为，2013年是妇基会具有突破性的一年，一年里，妇基会在机构和团队建设、项目与筹资创新、品牌传播与

公信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会议对做好2014年各项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性意见。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在理事会议上讲话。她强调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

业，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重点地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类的社会组织，发挥其在扶贫济困中的积极

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活力。慈善事业的立法已经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第一类项目，

这就为社会组织发挥协同作用，发挥重要的独特作用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她要求，妇基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

步解放思想，不断地增强创新的能力，要坚持开放式的战略，进一步拓宽合作交流的渠道，要充分发挥理事、监事独特

的优势和重要作用，在新的年度里紧跟时代步伐，根据党和国家的新要求，做出应有的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2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WDF
Council	Held	in	Beijing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晴宜在会上讲话



2月26日，由妇基会主办，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协办

的“守护童年·平安童行”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在

京举办。在论坛上，守护童年公益行动联盟向全社会发出了

《“守护童年·平安童行”倡议书》，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同时宣布向妇基会捐赠1000把儿童安全座椅，将通过部分

幼儿园送到家庭，并以此促进公众特别是家长对儿童乘车

安全及道路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全国妇联喻红秋副主席在论坛上致辞。她提出，要深

入研讨提升儿童乘车安全水平，加强儿童道路安全保护

的方法和措施，促进我国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大众汽车

集团管理董事会成员、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CEO

海兹曼教授（Prof. Dr. Jochem Heizmann）表示，保

障儿童道路安全、提升全社会儿童乘车安全意识是我们

大家共同的责任。大众汽车集团将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并肩努力，通过不懈致力将儿童道路安全项目推广到

全国各地。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的儿童

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3道路安全

全球现状报告》显示，发生碰撞时，如果车内儿童使用了儿

童安全座椅，他们遭受致命伤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然

而，在中国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尚不足1%，建立正确的

儿童道路安全意识，关注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已成为社会焦

点之一。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改进儿童乘车安全条件、加

强对家长及社会公众的儿童乘车安全意识教育等问题展开

深入探讨，共同为中国儿童乘车安全建言献策。

2014年，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将持续推广和宣传儿

童乘车安全，并将在大连、济南、北京、西安及郑州等城市

开展儿童乘车安全路演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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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童年·平安童行”
　中国儿童乘车与道路安全论坛举办

FORUM	ON	CHINESE	CHILDREN'S	TRANSPORTATION	SAFETY	HELD



		特别关注
 Focus

�

●李生莲的婆婆在接受“母亲邮包”

眼睛残疾的李生莲没有想到，在新年到来之际，还有

陌生人为她这个身处青藏高原的普通农妇送来新年礼物。

这是她34年来收到的第一份新年礼物。作为“把乐带回

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公益活动的

受益者，李生莲收到了毛毯、马甲、围巾、手套、护手霜、香

皂、手电筒等16种生活必需品，许多在城市妇女习以为常的

东西她以前都没有用过。　　

李生莲的家在青海省湟中县多巴镇初哇村。冬季冷风

一吹，空中全是黄沙，周围光秃秃的山，无声地告诉人们这

里的贫穷。虽然有政府“安居工程”帮忙盖起来的砖瓦房，

可屋内空无一物，地面都没有用水泥铺平，零度的高原冬

季，一家人挤在薄薄的褥子上取暖过冬。李生莲自己身患心

脏病和白内障，家中婆婆久病不愈，还有一个四岁的儿子，

9年前结婚欠下的债务都没还清。这份朴实的礼包在李生莲

这儿不仅是救急，而且温暖了她的心。  

李生莲说，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还有人能关心她，给

她送礼。

和李生莲一样收到邮包的还有青海省湟中县的5000

个困难母亲。价值100万元的5000个“母亲邮包”分散在

“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
　公益活动走进青海、贵州

"PEPSI-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	 NEW	 YEAR	 GIFTS	 FOR	 NEEDY	 MOTHERS"	
CAMPAIGN	BENEFITS	WOMEN	IN	QINGHAI,	GUIZHOU	PROVINCES

编者按：

2014年新春期间，为给贫困地区母亲及家庭送去新年祝福和关

爱，不断凝聚社会力量关心帮助农村贫困母亲温暖过冬，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联合百事公司大中华区、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

“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公益活动。

2014年1月，妇基会及各发起单位组成慰问团分赴青海、贵州实地发

放“母亲邮包”。

EDITOR'S NOTE: TO SEND GREETINGS ON 
CHINESE NEW YEAR TO M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IMPOVERISHED REGIONS, 
CWDF, PEPSI GREATER CHINA AND TMALL 
LAUNCHED THE NEW YEAR GIFT FOR 
MOTHERS ACTIVITY.IN JANUARY 2014, CWDF 
WORKERS VISITED AND DISTRIBUTED THE 
GIFTS FOR MOTHERS IN HUANGZHONG 
COUNTY,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DANZHAI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母亲邮包”温暖高原母亲
FOR	MOTHERS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青海省，只能算是星星之火，但对于贫困母亲们来说，这

是她们收到来自外界的温暖和关爱，比金钱更让她们感到

快乐。



●蔡依林为贫困母亲的家贴上了红对联

1月22日，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

“母亲邮包—乐包”来到了被誉为“云上丹

寨”的贵州省丹寨县。著名歌手蔡依林也与妇

基会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了贵州，为贫困母亲

们发放“乐包”，她要为这个属于女性的公益

项目尽一份力。

丹寨县是一个虽然贫穷但非常美丽的地

方。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丹寨在贵州省

内经济排名非常靠后。

蔡依林离开后，围观的邻居们不愿散去，

一位阿姨主动唱起了民歌，歌声嘹亮奔放。这

里虽然贫穷，但人们热情，性格豪爽，如同这

里的山一样，贫瘠却真实而美丽。

“母亲邮包”，给云上丹寨的母亲们带去

了温暖和祝福，也带去了生活的希望。

云上丹寨 贫穷但美丽的母亲们
FOR	MOTHERS	IN	DANZHAI

●1月22日，工作人员奔赴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

●蔡依林与贫困母亲在一起

●蔡依林为贫困母亲戴上了红红火火的新围巾

�

“把乐带回家—母亲邮包·送给贫困母亲的新年礼物”
　公益活动走进青海、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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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3月22日第22届世界水日来临之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光明网共同主办“母亲水窖—我与水的故

事”摄影及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活动自2014年3月启动，2014年7月最终评选出获奖的摄影及绘画作品。

“母亲水窖—我与水的故事”摄影及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将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机构，特别

鼓励中西部地区实施过“母亲水窖”项目的个人、家庭及机构参与。摄影作品包括融入与“母亲水窖”元素相关的摄影作

品、体现节水创意的摄影作品、表现现实水环境状况的纪实摄影作品等。绘画作品包括融入“母亲水窖”元素、体现节水

创意、表现现实水环境状况的各种绘画类型作品等。

“母亲水窖—我与水的故事”
   摄影及中小学生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启动

"WATER	CELLAR	FOR	MOTHERS	—	ME	AND	WATER"	ACTIVITY	
COLLECTS	CHILDREN'S	PHOTOGRAPHS	AND	PAINTINGS

�

●志愿者为群众送水  李向雨摄

●小学生参观污水厂迎

“世界水日” 郝群英摄



根据征集作品的类型，征选者请参照下述方式进行报名和提交作品。

一、摄影作品

登陆活动官方网站（http://mqsj.gmw.cn/），提交电子版摄影作品，并在线填写报名信息。

二、绘画作品

1、登陆活动官方网站（http://mqsj.gmw.cn/），下载报名表。

2、报名表及绘画作品以邮寄的方式，寄送至指定单位—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寄送作品

时，如未同时寄送报名表，不能获得参评资格。

评选程序：

评选工作分初评、公选及终评三个环节。最终评选结果由网络投票及评选专家匿名投票共

同决定。

参选作品寄送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36号幸福家园7号楼1203室“母亲水窖”

办公室  邮编：100062

参与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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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妇女节前夕，一场主题为

“光荣绽放爱·传递”的特殊庆祝活

动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地举行，北

汽集团职工以捐赠“母亲邮包”的形

式庆祝第104个国际“三八”妇女节的

来临。

北汽 集团工会将 获得上一年度

女职工先进个人和集体的奖励款认捐

“母亲邮包”，定点捐赠给湖南省贫困

地区母亲，同时在北汽全体职工中发

出了“爱传递，捐赠‘母亲邮包’”的倡

议。发出倡议当天，北汽产业研发基地

职工就捐购了1000余个“母亲邮包”。

随后，爱心捐赠活动将陆续在北汽集

团所属各企业间开展。

10

On March 8th Women's Day

BAIC	GROUP	DONATES	1,000	POSTAL	PARCELS	FOR	MOTHERS

3月8日妇女节当天，由妇基会、厦门市总商会、厦门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姐妹心连

心·共筑中国梦—爱心大编织”慈善公益系列活动在厦门启动。

此次公益活动是编织一条以“中国梦”为主要图样的艺术丝毯。丝毯将以中国上等丝绸为

材料，采用伊朗特有的工艺手法，编织38万个爱心结点，凝聚中国爱，展现中国梦。编织成的丝

毯最终将用于馆藏和拍卖，筹得的善款将悉数用于关爱自闭症人群、关爱女性健康、关爱儿童

成长等方面。

CHARITABLE	 BLANKET-WEAVING	 ACTIVITY	 LAUNCHED	 IN	 XIAMEN,	
FUJIAN	PROVINCE

“姐妹心连心·共筑中国梦—爱心大编织”
　慈善公益系列活动在厦门启动

“三八”妇女节活动

北汽集团职工捐赠千余个“母亲邮包”
庆祝“三八”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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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520计划走进四川“妈妈家”落地本土社区

三八妇女节期间，四川省成都市青

羊区中坝社区“妈妈家”迎来了第一批女

性社区学员。

“妈妈家”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可口可乐520计划”在四川实施项目的

组成部分之一。在“妈妈家”，社区女性可

以参与免费课堂，学习创业就业知识和

与各种文化传承相关的课程，开展缝补、

刺绣等灵活就业工作，还可以咨询婚姻家

庭及法务问题，调解家庭和邻里关系，以

邻里互助等方式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等社会问题。同时，“妈妈家”还配备了代

收代送邮包、代购等服务。

未来，“妈妈家”还将进驻四川省内

更多的社区，特别是雅安地震灾区，帮助

COCA-COLA	520	PROJECT'S	COMMUNITY	SERVICES	BENEFIT	WOMEN	IN	SICHUAN	
PROVINCE

11

当地妇女学习和成长，用知识达成梦想，并为更多的社区群众生活发

展提供优质便利平台。

2014.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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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资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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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百事公司在上海举行“把乐带回家2014”暨百事快乐送新闻发布会，携手妇基会、阿里巴巴旗下天猫

商城以及众多明星，发起“快乐送”的新春关爱活动，呼吁人们用实际行动送出关爱、收获快乐，将快乐汇聚起来，实

现美丽的“中国梦”，共同“把乐带回家”。

首次担任百事快乐送公益大使的知名艺人黄晓明说：“当我将‘母亲邮包’送到贫困妈妈手中的一刹那，才明白

‘快乐送’的真正含义-快乐是互相的，不分你我也无为大小。她们虽不善言辞，但从她们真挚的眼神和毫无修

饰的笑容中，我体会到了她们的幸福，也深刻感受到了‘快乐送’的这份光荣。”

在活动上，百事公司宣布再次向边远山区的贫困母亲送出2014个“母亲邮包”，让她们温暖过冬、快乐过年。

“把乐带回家2014”暨“百事快乐送”新春关爱活动在上海启动

"PEPSI-DELIVERING	HAPPINESS"	ACTIVITY	LAUNCHED	IN	SHANGHAI



1月，为帮助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女性提高健康意识，重塑贫困女性的信心，实现健康、美丽的梦想，安莉芳

集团携手妇基会，发起主题为“挚爱 风范”大型慈善公益活动，将健康关爱的“种子”播撒到了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

族自治区、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等地区。活动组织知名的妇科疾病专家、健康专家与妇联工作人员一起为当地

女性送去关爱和健康。安莉芳2013年共向甘肃、云南、山东、吉林、广西等5个贫困地区女性捐赠了总价值524万元

的物资。 

Updates

资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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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基会携手安莉芳开展挚爱风范公益活动
CWDF	 AND	 EMBRYFORM	 HOLD	 ACTIVITY	 TO	
IMPROVE	WOMEN'S	HEALTH	IN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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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基会青海东部项目启动

2月26日，妇基会青海东部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举行。青海东部项目是妇基会与欧亚基金会合作设

立，联合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为青海地区NGO组织提供工作支持，拟在30个月内，针对青海省海

东市平安县、互助县、民和县、循化县4县8村妇女，开展需要调研、妇女技能培训、项目资金支持等，强化妇

女性别意识、培养女性带头人，进一步促进海东地区妇女参与社区发展、乡村建设的能力。

启动式结束后，妇基会还举办了为期3天的参与式项目监测评估培训，通过案例和经验分享，有效提升

了NGO组织的工作能力。

CWDF	LAUNCHES	PROJECT	TO	IMPROVE	CAPABILITIES	OF	WOMEN	IN	
EASTERN	QINGHAI

3月25日，由妇基会主办，中国幸福家庭系列活动组委会承办，百洋医药集团迪巧品牌大力支持的妇基会白衣天使基金“关爱

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涉及妇幼保健、围产保健、运动、心理等多个领域权威专家及一线

医务工作者专业人员济济一堂，共同就“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的项目教育内涵等项目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

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项目面向广大母婴家庭开展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活动，成立专家指导小组，免费赠送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主题宣传册，捐赠牙齿教具模型，开展关爱母婴课堂，通过爱心捐赠及慰问等形式，帮助母婴家庭树立健康

观念、学习健康知识、领会健康内涵、享受健康生活，同时让母婴家庭更加理解白衣天使，支持、配合白衣天使的工作，为建设和谐

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家庭乃至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SEMINAR	 ON	 MOTHERS'	 AND	 BABIES'	 BONE	 AND	 TOOTH	 HEALTH	
HELD	IN	BEIJING

关爱母婴骨骼与牙齿健康公益行动专家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4.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0日，妇基会“白衣天使基金1+1帮扶行动”的第三站-帮扶太原市小店区妇

幼保健院的相关工作全面展开。

1月初，太原市小店区妇幼保健院的孕妇学校老师、妇产科医务人员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进行为期一

周的业务培训和学习。1月10日，妇基会“白衣天使基金”办公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一医一护组成的专家团，支

持单位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代表等一行来到太原市小店区妇幼保健院，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实地指导孕妇学校老

师授课，同时对该院诊疗技术、病房设置、孕妇学校建设等工作进行实地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建设孕妇学校，同时

提高诊疗技术和救助水平。

截止目前，妇基会“白衣天使基金帮扶行动”首年工作已圆满完成。北京协和医院帮扶山东省东阿县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帮扶太原市小店区妇幼保健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帮扶上海虹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对一结对

帮扶工作已卓见成效。

CWDF	WHITE	ANGEL	FUND	COMPLETES	FIRST	MEDICAL	SERVICES	ASSISTANCE	PLAN
妇基会“白衣天使基金帮扶行动”首年工作圆满完成

Updates

资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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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前，由桃 源 居

实业（深圳）集团有限公

司捐赠200万元，并将以

“母亲邮包”作为新年礼

物送达重庆市三个区县。

1月10日，“母亲邮包”新

年礼物发放活动在万州

区委党校举行。

桃源居举行“母亲邮包”新年礼物送贫困母亲活动
TAOYUANJU	(SHENZHEN)	DONATES	TO	NEEDY	MOTHER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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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妇基会、天津妇女

儿童发展基金会、天津市武清区

妇联和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

司在天津武 清区乐 友孕婴童 店

举办了捐赠奶粉发放活动，活动

上，102户外来务工低收入家庭

的孩子收到了多美滋捐赠的爱心

奶粉。

此次捐赠物资发放是近期开

展的“多美滋益起来 用爱温暖冬

天”公益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旨

在改善贫困孤残婴儿改善生命早

期营养状况，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在十余万网友的推动下，多美滋在

全国范围内捐赠了价值1000余万

元的产品。其中，通过妇基会向北

京、天津分别捐赠146万余元、60

余万元多美滋产品，主要发放给贫

困家庭和城市打工低收入家庭的

儿童、福利院的儿童。

“多美滋益起来 用爱温暖冬天”捐赠奶粉发放活动在天津举行
DUMEX	DONATES	MILK	POWDER	TO	MIGRANT	CHILDREN	IN	TIANJIN

2014.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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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传真

1月17日，妇基会可口可乐520计划公益项目小额贷款项目资金发放仪式在广西桂林举行。

桂林市作为该项目广西自治区的试点市，全市共有8名经过培训的姐妹获得每人2万元的无息贷款，鼓励她们发挥聪明

才智、艰苦创业、干出成绩。

COCA-COLA	520	PROJECT	ALLOCATES	MICROCREDIT	LOANS	IN	GUILIN,	GUANGXI
可口可乐520计划公益项目小额贷款项目资金在广西桂林举行发放仪式

3月13日，妇基会玫琳凯女性创

业基金—“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

黑龙江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市举行。

启动仪式上，妇基会与玫琳凯

（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共同向执

行单位黑龙江省妇联发放项目资金

150万元，用于齐齐哈尔铁锋区手工

编织项目和哈尔滨道里区食用菌项

目，预计700多名妇女受益。

MARY	KAY	WOMEN'S	BUSINESS	FUND	LAUNCHES	PROJECT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玫琳凯女性创业基金黑龙江启动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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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妇基会与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在京举行。全国妇联喻红秋副主席参加活动并讲

话。秦国英副理事长及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胡瑞连总裁等共同出席仪式。

活动中，完美公司再次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1247.52万元，并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完美此次捐赠的善款将用于“母亲水窖”、“校园安全饮水工程”以及“单亲特困母亲就业技能培训”等帮扶妇女儿童

的公益项目。

据了解，14年来，完美公司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累计捐赠超3200余万元。作为第一家向“母亲水窖”进行捐助

的外资企业，完美公司已帮助甘肃、宁夏、陕西、新疆、西藏、内蒙古等6个省区26个县的30666人解决了饮水困难，带

动了社会各界对西部缺水问题的广泛关注。此次战略合作是基于妇基会对于完美公司持续参与基金会公益项目以及

服务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可，也是双方继续深化推进相关公益项目的一种有益尝试。

1�

2014.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妇基会与完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推进女性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CWDF	AND	PERFECT	CHINA	ESTABLISH	STRATEGIC	COOPERATION	ON	
PHILANTHROPY



资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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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s

自闭症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海南省培训班在海口举办

3月20日，由妇基会主办，妇儿帮扶基金、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医院、中山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承办，海南省卫生厅、海南省

残疾人联合会、海南省妇女联合会支持的自闭

症及其相关障碍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海南省培

训班在海口市举办，来自卫生、残联、培训机

构代表，家长及志愿者400多人参加培训，培

训班为期3天。

本 次 培 训 班 是 全 国 第 9 期 培 训 班，也

是 落 实 全 国 自 闭 症 儿 童 家 庭 关 怀 行 动 之

“十百千万”计划中，重点支持海南省培养自

闭症诊断和干预专业人才的重要举措。

TRAINING	COURSE	ON	EARLY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AUTISM	HELD	IN	HAIKOU,	HAINAN	PROVINCE

2月14日，由妇基会、天伦孕育基金主办，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北京优生优育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支持，北京天伦医

院提供医疗技术支持的“出生缺陷预防基金”成立暨“生一个健康宝宝从备孕开始”科普宣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该基金将在社区中举行“生一个健康宝宝从备孕开始”科普宣教系列活动，通过面对面讲座、网络知识传播等多种形式的

健康教育，使育龄夫妇掌握必要的知识，提高全社会对新生儿出生缺陷问题的关注和重视，逐步改善和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

率和不孕不育现象的发生。仪式上，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芳被聘为基金形象大使。

妇基会“出生缺陷预防基金”成立
CWDF	ESTABLISHES	FOUNDATION	FOR	BIRTH	DEFECT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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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由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赞助举办，以“我的家庭密码”为主题的“洛宝贝基金”儿童安全教

育培训课走进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幼儿园，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且非常实用的安全教育课。

当天的培训课程针对孩子们喜欢动漫的特点，以案例分析、互动提问等方式，将安全教育信息与动漫

相结合，使用动漫图像、故事、交流互动等方式，把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和方法，以更加柔化的方式

讲解给儿童，并让他们谨记于心。在当天的培训也兼顾了家长和老师，通过现场讲解提升她们的儿童安全意

识，并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将儿童安全教育的方式方法传播出去。

" LU O B AO B E I 	 F O U N DAT I O N "	 P RO M OT E	
CHILDREN'S	SAFETY	EDUCATION	ON	CAMPUS

“洛宝贝基金”儿童安全教育培训进校园

2014.2/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会刊/



“母亲健康快车—德昌祥温暖半边天·女性健康知识宣讲公益活动”全国启动式
   在贵阳举行

3月5日，由妇基会主办，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联合贵阳汉方药业有限公司支持

的“母亲健康快车—德昌祥温暖半边天·女性健康知识宣讲公益活动”全国启动式在

贵阳举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鸣明参加活动并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母亲健康快车—德昌祥温暖半边天·女性健康知识宣讲公益活动”是妇基会

2003年发起并实施的“母亲健康快车”大型公益项目的配套活动，活动将配合落实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新五年战略规划，选择贵州、重庆、广西等西部10个省市区为试

点，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免费发放药品、发放知识手册等活动，加大女性防病知识的普

及，提高妇女自我防病意识，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预计5年内直接受益人达到50

万人。

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在仪式上承诺5年内（2014-2018）向妇基会捐赠价值

5000万元的妇科药品，用于帮助广大女性提高疾病防治意识，远离疾病困扰，促进家庭

幸福和谐。

启动式结束后，北京大学妇儿保健研究中心专家赵更力为现场的妇女姐妹进行首

场女性健康知识讲座，现场解答观众提出的问题并进行互动。

资讯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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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EXPRESS	FOR	MOTHERS—DECHANGXIANG	PHARMACEUTICS	PUBLIC	
HEALTH	LECTURES"	HELD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Updates

母 亲
健 康
快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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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7日，民政部下发《中国社会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指导纲

要（2013－2020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社会服务志愿者

队伍建设，力争到2020年，注册社会服务志愿者占居民总数的比

例达到10%。

2 2月10日，温州人社会创新春节团圆会举行，温籍公益领袖、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徐永光主持会议，10多位有全国影

响力的温籍公益领军人物表示，要让现代公益事业的诸多创举都

烙上温商印迹：创建中国本土首家公益创投基金、成立国内首个公

益孵化器、开通首个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温商军团”将成为推

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先锋。

3 2月12日，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进一步细化实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的政

策措施，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4 3月19日，基金会双月沙龙（第七期）在深圳举行。民政部顾

朝曦、刘忠祥、深圳民政局杜鹏等90余人参加。秦国英、杜

鹏就“公益慈善立法创新”议题、万科沈彬、华润基金会秘书长魏

耀东、窦瑞刚、刘文奎等就“基金会参与社区动员”议题发表主题

演讲，专家及基金会负责人对演讲进行点评。

5 3月27日，彭丽媛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被授予“促

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荣誉称号。彭丽媛表示：“这是一

项崇高的事业，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更多孩子，为更多姐妹争取

接受教育的权利。”

慈  善

信  息

Philanthropy In China

慈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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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心 记 录

1000,000元（含）以上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赠与亚洲

麦克奥迪（厦门）医疗诊断系统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苏州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柳传志

姚星彤 

100,000（含）-1,0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报社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邵氏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金佰利（中国）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红绸带健康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知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蹴蹴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久盛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机场2013年捐款

依波精品(深圳)有限公司

成都翔龙地产有限公司

腾讯月捐网友捐赠款

母亲邮包腾讯月捐网友捐赠款

黑龙江思八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林芝地区妇联

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杭州步步高通信有限公司

浙江恒荣物产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东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元生蓝海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葆蒂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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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明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后TA同学会

山西省长治市蓝普经贸有限公司

扬州市翔宇妇女儿童基金会

淮安市烟草局

北京东方英信科技有限公司

幸度丽（厦门）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福路通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亚东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含）-1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深圳市银野广告有限公司

镇江市食品药品管理局

江苏省洪泽湖渔管办

青岛火车站

长水火车站

宿迁市建筑业协会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福荣制衣有限公司

丹阳市妇联 

呼和浩特站2个募捐箱

广州葳拓生物科技公司

上海虹桥机场2013年捐款

西宁西站候车室

韩亚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

贵阳市南明区大唐亿家康足疗保健咨询服务部

上海海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阳朔县农村合作银行

沐城街道办事处

贺州市八步区妇联

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

灌阳县妇女联合会

宿迁市造价管理协会

沈阳七中

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含）-100,000元的爱心企业（组织）和人士

广元博爱医院

香港博世医疗美容集团

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葫芦岛市建昌县妇联

河北省保定市妇女联合会

奔迈（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宿迁市城市管理局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海关直属机关委员会 

李效尧 王建北 亓　静 詹晧翔 徐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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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妇联

淮安华能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火车站两个捐款箱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华力鸿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淮安市商务局

淮安市国税局

淮安市检察院

临桂县地主税务局

江苏省交通行业宣传教育中心徐佳

江苏省镇江质量技术监督局

乐购超市雅戈尔店

钟山开发区亿家康足浴中心

北京大唐亿家康美容店

贵州省务川自治县亿家康

大唐亿家康足疗城金山角店

钟山开发区亿家康足浴中心

泗阳电信分公司

江苏省宿迁质量技术监督局

齐齐哈尔火车站

贺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临桂县妇女联合会

临桂县临桂镇六塘镇政府

临桂县黄沙乡政府

临桂县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泸州市铝鑫车业服务有限公司

宿迁市卫生学校

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香云

茆圩乡人民政府

镇江市妇联

京口区妇联

陕西省榆林市质量测试所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澄迈县妇女联合会

澄迈县邮政局

润州区妇联 

上海海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巴州石油一中一分钱小队

贺州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海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淮安市中级法院

清浦区妇联

淮安市工商局

葫芦岛市司法局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妇女联合会

陕西省榆林市特种设备检验所

淮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贺州市幼儿园

宿迁市中心血站

深圳乐购龙城站

淮安市交通运输局

贺州市八步区水产畜牧兽医局

北海市合浦县供电局

陕西省榆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妇幼保健

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陕西省榆林市质量技术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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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卫生监督所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镇江市扬中地方税务局

临桂县招商局

资源县妇联

桂林市扶贫办

泸州市欣旺动物医院有限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明芳洗涤用品厂

泸州市新壹天眼科医院

安州禽蛋加工厂

十堰东风康明斯汽配

四川川味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四川禾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典藏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宿迁市妇幼保健所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分行

宿迁市交通运输局

江苏省宿市运输管理处

江苏省宿迁市公路工程建设处

江苏省宿迁市公路管理处

江苏省宿迁市航道管理处

宿迁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宿迁市港口管理局

宿迁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宿迁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宿迁市地方海事局

桑墟镇人民政府

梦渓街道办事处

京沪调整江都收费站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宿迁市泗阳质量技术监督局

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

陕西省榆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榆阳分局

石河子市托福商贸有限公司

石河子康隆油脂工贸有限公司解玉红

石河子市银龄养老院孔令媛

新疆西部风情旅游有限公司刘新荣

石河子市奇异民族工艺品厂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澄迈分公司

澄迈县畜牧兽医局

澄迈县残疾人联合会

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

澄迈县计划生育协会

粟阳市实验小学2011级8班

吉林省节能评审中心

辽宁省公益基金会

广西加州电子科技生态产业委员会

厦门市百特利贸易有限公司

淮安市旅游局

淮安市气象局

葫芦岛市第七高级中学

葫芦岛市第八高级中学

贺州市八步区利源酒店

贺州市八步区统计局

贺州市八步区审计局

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

贺州市八步区地税局

山东济宁震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陈书娇 侯晨梅 闫小冰 郭　靖 赵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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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含）-1,000元的爱心人士

宿迁市卫生局

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宿迁中学

宿迁电大

宿迁工商局宿豫分局

宿豫区政府办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中医院

淮安市外侨办

贺州市八步区里松镇

宿迁市公共医疗卫生救护中心

宫墩乡人民政府

陕西省榆林市质量技术监督所

陕西省榆林市纤维检验所

江苏省水泗阳中学

马陵中学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校

宿迁职业技术学校

宿豫文昌中学

石河子市新时代双语艺术幼儿园姜锡美

石河子市玛雅房屋经纪有限公司董文艳

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扬中市检查院

扬中市国土资源局

扬中市工商局

淮安市农科院

贺州市八步区老干部局

李丽娟 甘　丹 陈　菲 政滨伟 曾晓斯 

武　莉 李　彤 沈轶伦 魏　群 邹　野

窦景欣 王　越 邓朝飞 文　奇 刘　超

梁　爽 李正元 尤慧颖 解　涛 刘思思

娄元元 闫　妍 陈　珊 方　颖

高文心 王　强 姜　冰 钱　敏 马建波

贾　蕾 徐　旭  燕渊哲 谢万兵 王海霞

王家元 赵永国 张同贺 张　华 李　琦

杨　羽 李伟平 牛　斐 王新新 裘秀顺

李建敏 冀起学 董少弋 范学斌 释果旭

傅新明 王　竺 殷　杰 马　娜 杨　莉

韩　隽 陈　雷 刘　予 王雪波 郭庭杉

李　毅 季佐林 廖晨阳 吴巧霞 释果旭

吕运三 秦国英 匡建铭 薛颖慧 周　萍

李　百 孙翠云  梁树成  梁　晶  李京欣 

杨怀英 郑川燕 李张悦 王玉刚 侯文清

杨碧珠 孟险峰 米瑞华 李　笛 景小骥

何　磊 诸高忠 范　颖 张　强 乔　林

王丽华 张春娟 纪　芸 高　敏 赵　贝

林兆妹 樊梦斐 袁洛薇 张文华 范向红

薛华昌 林兆妹 李　敏 杨　苔  雷馥铷 

赖柳燕  王彦央  罗钰琳  释果旭 李伯新 

李　巍 刘　辉 王　宁 徐　欢 刘　平

唐　立 徐　靖 祝菊梅兰　百姓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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