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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概况
Profile of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是经中国政府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
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

      Established in 1994,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which is approv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legally 
incorporated, is a national nonprofit public organization attended voluntarily by citizens, legal person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devoted to charities.

宗旨 Tenet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形
式的社会救助工作。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itarian spirit, develop and expand such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as poverty 
alleviation, help those miserable individuals and group in trouble and carry out social assistance work in a 
variety of forms.

中华慈善总会概况  /   Profile of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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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ing a non-administrative system, 
CCF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ith independent operation.

    Thousands of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people have been aided in different forms.

    5A Level Charity Fund in the first batch.

    CCF has 401 member units.

    The first national charity organization 
named with Charity on Chinese Mainland.

      Its group members and charity projects 
cover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irst national charity organization 
named with Charity on Chinese Mainland.

    Raising money and materials worth RMB 
7.359 billion Yuan in 2020.

　  0行政编制，是独立运作的民间慈善团体

　使数以千万的困难群众得到不同形式的救助

首批5A级社会组织

拥有400余个会员单位

内地第1家以慈善命名的全国性慈善组织

团体会员及项目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开展了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
学、扶残、助医等8大系列慈善项目

2020年度接收社会捐赠款物73.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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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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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Secretary General of CCF

会长
President

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秘书长
Secretary General

宫蒲光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

胡可明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伟   光明日报原副总编兼机关党委书记

边志伟   民政部机关服务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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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Significant Events

中华慈善总会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打赢抗疫斗争做出了应有贡献

1月21日，在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上，总会对参与疫情防控作了初步动员部署。1月24日第

一时间向全社会发出《呼吁书》启动公开募捐，成立了“抗击疫情行动领导小组”和6个专门工作机

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1月29日，总会召开会长办公会，调度募捐工作，强调要依法依规、有序有

效开展各项募捐抗疫工作。2月2日，总会对全体员工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指示》，提出具体要求，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在抗疫斗争中，总会全体员工紧急动员、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夜以继日、团结奋战，积极开展筹募活动，及时分发善款善物，与此同时，还直接参与了湖

北一线的抗疫援助行动。

截至12月31日，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专项捐款3.45亿元；接收捐赠物资价值约7.23亿元。其中，

捐赠物资全部及时拨付受赠单位，善款拨付率97.68%，对支援全国各地、特别是湖北抗疫斗争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抗疫工作中，总会全体人员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国家观念和奉献精神，与全国人

民一道谱写了英勇抗疫的时代华章！总会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先后收到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中联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感谢信以及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外委会

主席的感谢信。

7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在总会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并审查了

《中华慈善总会党委改选工作报告》和《党费使用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

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经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和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批准，任命

宫蒲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第一书记。改选后的中华慈善总会党委与纪委召开了第

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蒙牛）疫情防控捐赠

物资联合应急仓库”正在进行抗击疫情物资转运工作

由中华慈善总会携手北京“蓝天救援”

组成的志愿援救队赴柬埔寨支援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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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刘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

华慈善总会党委书记、边志伟同志为党委副书记,陈

砚秋、胡传木、高守华同志为党委委员；胡传木、

高守华、苏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纪委

委员。根据党建工作要求和总会实际情况，会议对

新当选的党委委员进行了工作分工。

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记宫蒲光同

志在总会党委改选工作会议上讲话

7月9日，中华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会议采用线下会场与线上会场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全国各地理事及会员代表通过网络在线出席会

议。

大会以线上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监

事会工作报告和人事调整议案。增补胡可明为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理事，增补胡传木、刘芳、沈

耀钦、王胜利、徐明梅、温庆云、尤镇城为理事，增补苏生有为监事。中华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之后，召开了总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以线上无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第五届理事会人事调整、机构改革、会员接纳、理事会授权4项议案。增补胡可明、胡传木、陈小

德、尤镇城为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聘王端瑞、党彦宝、董家鸿为第五届理事会名誉副会长，

增聘徐镱轩、张倩玉、李保忠、方嘉珂、禹云益为第五届理事会荣誉副会长，接纳蚌埠市慈善总会

等14家单位为中华慈善总会会员单位。

中华慈善总会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宫蒲光所作的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工作报告

中华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暨第

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顺利召开



6

中华慈善总会　/　2020年报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中华慈善总会庆祝第五个“中华慈善日 ”慈善活动于郑州举行

9月4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

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委

直属机关工委、河南省民政厅、河南

省扶贫办、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广

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汇大爱共克疫

情、集善行决胜小康——庆祝第五个

‘中华慈善日’慈善活动”于郑州盛

大举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

记、会长宫蒲光，中华慈善总会党委

副书记、秘书长边志伟，中华慈善总

会纪委书记兼会长助理胡传木等领导

和嘉宾出席活动。来自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慈善总会代表，获得全

国慈善会优秀基层慈善工作者、爱心企业、爱心企业家代表，河南省各省辖市、省直管县慈善会代

表，为河南省抗击疫情和慈善事业进行捐赠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代表，受助困境儿童助养机构、

受助孩子及家长代表，慈善志愿者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等360多人参加活动。

9月3日，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善建智爱”慈善信托启

动仪式。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田国立与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记、会长宫蒲光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华慈善总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刘伟主持，建设银行党委委员王浩与中华慈善总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边

志伟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已在慈善资金管理、慈善信息平台建设、慈善信托等领域启动实质性合作。本次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并启动“善建智爱”慈善信托计划，标志着开启双方互促互补、共融共进的崭新合作阶段。

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汇大爱共克疫情、集善行决胜小康——庆祝第五个

‘中华慈善日’慈善活动”于郑州盛大举行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善建

智爱”慈善信托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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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以“汇大爱共克疫情、集善行决胜小康”为主题，通过慈善演讲、慈善宣传、项目启

动、慈善捐赠、慈善救助等方式，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落实慈善法，集中而生动展现了慈善组织在

依法行善和扶危济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要活动  /   Significant Events

9月18日，第八届中国慈展会于深圳市

会展中心盛大开幕。作为本届慈展会重要内

容之一，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深圳市慈善

会与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协办的“中

华慈善论坛2020”同日下午于深圳会展中

心水仙厅举行。本次论坛以“重大灾难与慈

善组织”为主题，旨在深入全面探讨应对重

大灾难慈善组织的应有作为与实践机制。全

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

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

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功成，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

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海涛，深圳市政协原主席、市慈善会会长姚新耀，深圳市人大常委

会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蒋勇，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出席论坛。

论坛由领导致辞、主题发言与圆桌对话三部分组成。领导致辞与主题发言部分由中华慈善总会

副会长刘伟主持；圆桌对话由深圳市政协常委、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房涛主持。

中华慈善总会 “中华慈善论坛2020”于深圳举行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

总会会长宫蒲光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主持

此次领导致辞与主题发言部分

活动现场圆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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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和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联合主办，珠海市慈善总会承办的“微笑列车

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全国会议在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度假村星光会议中心举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珠海市委副书记赵建国，珠海市副市长胡新天，微笑列

车基金会(美国)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北亚项目总监、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薛揄出席会议。会议主题为“让

微笑更美丽”，寄托了微笑列车项目最美好的寓意与祝福。会议由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主持。

10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

助工程在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正式启动。中华慈善

总会副会长刘伟、荣誉副会长徐镱轩，郴州市委常

委、副市长徐怀好，郴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樊忠达，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征国及郴州

市委组织部、市委基层党建办、市民政局、汝城县

委县政府相关领导和嘉宾出席。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是由中华慈善总

会报民政部备案，联合全国各省市慈善总会，与民

政部依法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公益宝”合作，利用合法资质，构建的一个慈善

赋能乡村、社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探索基层治理的平台型项目。截至目前，全国首批

共有17个省市慈善会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实施这一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微笑列车项目全国会议”于珠海举行

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于郴州正式启动

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启动仪式现场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微笑列车”项目

全国会议上发表讲话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全国会议现场

中华慈善总会2021年度“慈善情暖万家活动”启动及捐赠仪式于汶川映秀镇举行

11月24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四川省慈善总会、波司登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慈善情暖万家

活动——波司登情暖四川”启动及捐赠仪式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举行，就此掀开了中华慈善总会与

全国各地、各级慈善会联合主办的2021年度“慈善情暖万家”活动序幕。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

郎有良，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四川省人大社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洪，四川省慈善总会会长

苟兴元，波司登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敏艳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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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   Significant Events

中华慈善总会2021年度“慈善情暖万家活动——波司

登情暖四川”启动及捐赠仪式于汶川映秀镇举行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

边志伟与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秘书长赵晖代表双方

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

宫蒲光会长向受助群众代表发放慰问品与慰问金

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2月28日，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全国

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与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赵晖与中

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助理陈砚秋、胡传木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参加签约仪式。

4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中华慈

善总会会见了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北亚项目总监、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薛揄

女士一行，双方就合作开展的“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如何在做好防疫基础上，尽快恢复

唇腭裂患者救治举行工作会谈。总会秘书长边志伟、副秘书长兼项目部主任邵家严、项目部副主

任、微笑列车项目负责人刘莹、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全国项目总监贺勤丰等出席会

议。

对外交流与合作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会见了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北
亚项目总监、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薛揄女士一行



10

中华慈善总会　/　2020年报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10

救灾扶贫项目
Disaster Relief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慈善情暖万家”扶贫济困活动
“慈善情暖万家”活动是由中华慈善总会牵头，并发动全国各地慈善会共同实施的一个大型慈善

助困项目。该项目通过充分动员包括爱心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捐款捐

物、开展志愿服务，为身处困境的基层贫困群众送去物资支持和精神慰藉，鼓励他们重树生活信心、自

强自立、逐渐摆脱生活困境。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
“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是由中华慈善总会报民政部备案，联合全国各省市慈善总会，与民政

部依法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公益宝”合作，利用合法资质，构建的一个慈善赋

能村、社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探索基层治理的平台型项目。2020年9月4日，“幸福家

园”村社互助工程正式立项启动。两个多月来，在总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17个

省市慈善会签约联合实施这一工程，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为了明天——关爱儿童”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与全球联合之路在全国启动“为了明天——关爱儿童”长期慈善项目。项目具有全国

性、广泛性、持续性的特点，旨在通过组织社会捐赠和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形式，与各级慈善会搭建起合

作平台，立足于本地区，动员当地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各方面资源，共同解决所在地区留守儿童

的有关问题。项目通过设立“关爱儿童之家”这一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具有“家”的感觉与氛围

的地方，提供迫切需要的多种服务。

2020年，项目在全国建立8个项目点，款项拨付共计80万元用于各地开展项目之用。从2012年起，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成功申请2020年度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

范项目补助资金150万元，加上项目自身配套18万元。共在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进行相关

培训、志愿活动及购买防疫物资。

抗击新冠肺炎，中华慈善总会在行动！
中华慈善总会在历次的救灾活动、防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战斗，

众志成城，发挥了慈善机构的重要作用。发动社会力量，战胜疫情，是我会义不容辞的使命。在疫情严

峻的时刻，总会经民政部备案，发起“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共募捐行动（公开募捐编

号：53100000500016260MA20001）。我们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发扬优良传统，

全力以赴参与这场疫情防控战，通过我会对接湖北省慈善总会向湖北捐款捐物，为打赢这场攻坚战做出

新贡献。

截至12月31日，总会共接收疫情防控专项捐款3.45亿元；接收捐赠物资价值约7.23亿元。其中，捐

赠物资全部及时拨付受赠单位，善款拨付率97.68%，对支援全国各地、特别是湖北抗疫斗争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抗疫工作中，总会全体人员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国家观念和奉献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

慈善项目与基金
Charity Projects and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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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了英勇抗疫的时代华章！总会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先后收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物资保障组、中联部、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的感谢信以及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外委会主席的感谢

信。

慈善一元捐行动
慈善一元捐行动是中华慈善总会践行社会捐赠经常化而开展的面向全社会的小额募捐行动，目的

是呼吁全社会每一个人为慈善事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慈善一元捐行动是以人民币一元为起点，在不影

响捐赠者生活水准的前提下进行捐赠，多捐不限，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人的慈善之情，弘扬

“不以善小而不为”的慈善理念，使每个人的爱心通过慈善一元捐行动得以实现。

大众精准扶贫就业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大众精准扶贫就业项目主要致力于帮扶有就业意向、就业能力而处于困境中的残障人

士，建档立卡户、贫困户，退转军人、退休警察及其家属等群体实现就业，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希望帮

助他们自力更生，走出生活困境，实现真正的脱贫；同时开展其他符合《慈善法》要求的慈善项目和活

动。

中华慈善总会村民之家公益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村民之家公益项目以弘扬慈善理念、助力乡村扶贫、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为宗旨，致力

于联合地方慈善会、村委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等共同打造村民之家，并以村民之家为依托，开展慈善理念

宣传、乡风家风民风建设、捐资助学、敬老助残、扶贫济困等慈善项目和活动，并组织爱心企业支持地

方产业精准扶贫，开展其它符合《慈善法》要求的慈善项目与活动。

善聚源饮水工程
善聚源饮水工程是由中华慈善总会发起、社会企业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的公益慈善项目，旨在充分

调动各层面社会群体参与慈善事业，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喝上健康放心的饮用水，缓解老少边穷地区和

重特大灾害时期的饮水安全问题。

疫情期间净水项目先后在湖北武汉市、洪湖市、荆州市、孝感市、黄冈市、罗田县，湖南株洲市等

地的医疗卫生系统共计捐赠414台直饮水设备，另联合祖海、邝远平、席亚青等爱心人士为湖北疫情重

点区域捐赠N95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共计价值370余万元。

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
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通过世界宣明会在国（境）外筹集善款后，在国内选定国家级贫困县作为

项目实施地点，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与当地政府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开展综合性项目。

LDS（当代仁爱会）项目
（1）轮椅及助行器捐助：该项目自2006年至2013年，累计捐赠轮椅18150台、助行器11300个，

总计价值约人民币935.3万元，惠及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卫生环境的改善：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帮助贫困地区的学校将旱厕改建成冲水厕所，配套洗

手池，从小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地方需要配套部分资金。自2009年至2013年，已经在云南昆

明、天津、辽宁凌海、广西百色等近20个城市的30多所学校完成了旱厕改水厕项目，共投入资金近500

万元，惠及学生2万余名。

（3）饮水项目：从2005年起，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水资源匮乏或水质较差地区群众寻

慈善项目与基金  /   Charity Projects and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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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干净的水源，通过打深水井或者引用高山泉水的方式，将干净的水源引至村民家中。截止目前已经在

重庆、赤峰、涞水、绵竹等地开展该项目，投入资金600多万元。

（4）紧急灾害救助及其他：在遇到重大灾害的时候，通过为受灾群众提供急需的生活必需品，帮

助他们尽快平复情绪，恢复正常生活。如向汶川地震灾区发放价值200万元的帐篷、个人用品及食品

等。

（5）2020年，完成河南省南阳市1所、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2所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1所以及贵州

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和铜仁市德江县各1所，共计6所学校捐建的水冲厕所的年度回访工作以及在山东省莱

阳市和牟平区修建的2个饮水项目以及在广西桂林资源县的1个饮水项目的年度回访工作。

亿心扶贫项目
亿心扶贫项目旨在面向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开展支教助学、安老助孤、就业帮扶等方面的慈善活动，

以及其他符合《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希望通过精准把握贫困原因给予困难群众靶向性慈善帮扶，

帮助贫困家庭彻底摆脱贫困，同时大力弘扬慈善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在全社会营造一种诚信友爱、崇

德向善的社会氛围，为助力扶贫攻坚、促进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慈善超市爱心项目
为响应党中央精准扶贫的号召，进一步拓展慈善领域，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经

我会研究决定：自2016年9月开始正式设立“中华慈善总会-慈善超市爱心项目”，该项目由中民好意

超市发展有限公司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在满足民政部关于《全国慈善超市创新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前提

下，以慈善超市做依托，适时发起并开展的救助项目。

项目定向用于：低保家庭、残疾家庭、特困家庭和地方政府确认的其他贫困家庭等精准扶助项目。

心连心公益项目
心连心公益项目旨在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精准帮扶战略国策，积极开展健康扶贫、慈善医疗救助、就

业扶贫等方面的慈善项目和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文化惠民等方面的

慈善项目与活动；同时积极开展孝亲敬老、支教助学、生态环保等其他符合《慈善法》要求的慈善项目

与活动。希望为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福祉、促进社会和谐作出贡献，同时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彰显中国

精神，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慈善事业发展，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奉献力量！

众心扶贫项目
众心扶贫项目旨在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精准帮扶战略国策，致力于面向困境中的孤寡老人、青少

年、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开展支教助学、扶贫济困、就业帮扶、大病救助、公益环保等方面的慈善

项目和活动，以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慈善项目和活动。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凝聚爱心

力量，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们，助力扶贫攻坚，同时积极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的慈善传统，激励人们

向上向善、明德惟馨，倡导善生活，构筑善社会，为共建和谐温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江西五十铃点亮计划
总会携手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向遂川县捐赠价值超过40万元的太阳能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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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医扶残项目 
Medical Assistance and Disabled Person Relief Project

一张纸献爱心行动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全国一张纸志愿者积极参与抗疫工作，做社区志愿者，提供仓库物流，其

中，北京、哈尔滨、太原、西宁、南昌等地区志愿者协助社区采购生活用品，发放口罩，消毒液等，得

到社区、居民一致好评；分别向四川省阿坝州、凉山州、巴中市，广西柳州市，云南省怒江州，西藏昌

都市等地捐赠图书、玩具、衣物等2万多件，近1000人受益。

2020年，全国开展情况：1、协助郴州市慈善总会启动“一张纸献爱心行动”，摆放“爱心

屋”150个；北京市区全年收取废旧闲置物品80吨，为总会募集善款33373元；为珠海市慈善总会募集

善款11万元；为广西慈善总会募集善款43033.6元；为包头慈善总会募集善款58326元；为南昌慈善总

会募集善款8700元；为黑龙江志愿服务基金会募集善款18792元；为山西省、太原市慈善总会募集善款

10万元。

藏区千名贫困家庭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
中华慈善总会于2015年11月启动了“藏区千名贫困家庭包虫病患者救助行动”。

包虫病是由棘球蚴属绦虫寄生于人体或宿主动物体内而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是全球性的公

共卫生问题。在我国，包虫病有囊型和泡型包虫病两种，在新疆、青海、西藏等部分牧区，发病率高达

10%以上。其中，泡型包虫病由于病死率较高，被称为“虫癌”。以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

内蒙和四川西部最为严重。2016年西藏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显示，西藏包虫病患病率约为1.66%，部分

地区人群包虫病患病率高达8-15%。

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中华慈善总会于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启动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

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以下简称“救助行动”），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新闻界志愿者慈

善促进工作委员会”承办，旨在救助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

2020年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我会联合解放军总医院、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广东省中医院、湖

南湘雅二医院等爱心医院，组织开展了对四川甘孜州，甘肃临夏州、甘南州，湖南郴州先心病儿童的救

助工作，全年完成69名先心病儿童的手术治疗，全部康复出院。

“苦尽肝来”终末期肝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
2020年5月6日，中华慈善总会携手中国工程院董家鸿、陈肇隆、樊嘉、郑树森、范上达、王学

浩、中国科学院陈孝平等七位院士联合发起了“中华慈善总会‘苦尽肝来’终末期肝病患儿医疗救助项

目”，旨在“让需要肝移植手术的终末期肝病患儿得到免费救治，重获健康人生”。

2020年10月23日、24日，在浙江宁波开展了儿童肝病患儿义诊及筛查工作，确诊并符合救助条件

的贫困儿童肝病患者将得到及时救治。

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
格列卫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格列卫药品而开展的患者援助项目，正

式启动于2003年9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格列卫（甲磺酸伊马替尼）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经

济负担，得到格列卫药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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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跃奇Co-pay慈善援助项目
科跃奇Co-pay慈善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捐赠为帮助中国甲型

血友病患者获得科跃奇治疗成立的资金项目，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地方慈善机构、医疗保险和患者多方

共付模式，切实减轻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经济负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
微笑列车项目自1999年3月由中华慈善总会组织承办以来，通过与各省慈善会密切合作，不断完善

项目管理方式，广泛开展项目宣传活动，为贫困患者补贴交通食宿费用，为部分合作医院补贴手术款

等，救治地域不断扩大，救治人员不断增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可。

2020年4月30日，宫蒲光会长在总会与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全球高级副总裁薛揄女士见面，商谈

新冠疫情期间如何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决定自5月1日开始每例手术增加1000元，用于患者核酸CT等检

查。10月22日在珠海召开了微笑列车全国会议。经过民政部批准，同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签署了3年期

协议，这是合作20年来第一次签署长期协议。截至11月底，完成6567例手术，比去年同期下降40%，

拨出项目款213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

槐耳颗粒患者援助项目
2019年10月中华慈善总会接受江苏启东盖天力药业有限公司捐赠，设立槐耳颗粒患者援助项目。

该项目旨在积极响应国家关爱困难群体，实现精准帮扶的号召，对长期服用“槐耳颗粒”并符合其适应

症的肿瘤患者给予一定的现金援助，帮助中低收入肿瘤患者尤其是贫困患者坚持长期服药、阻断肿瘤复

发，改善生命质量。自2020年3月份开始，连续6个月项目申请人次平均增长率为21%，连续6个月入组

人数平均增长率为23%。截止目前，项目发放资金为412.7万元，批准患者3787人。

泰瑞沙慈善援助项目
泰瑞沙慈善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阿斯利康公司捐赠泰瑞沙药品，旨在帮助中国大陆低收入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开展的医疗救助项目，正式启动于2017年5月。

为了让捐赠药品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由中华慈善总会负责项目患者的申请审查，组织项目注册医

生对患者进行医学检查评估，组织参与地区的慈善机构进行援助药品发放，全程监督项目实施，保证项

目得到良好的运行，以切实帮助到更多患者。

达希纳患者援助项目
达希纳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达希纳药品而开展的患者援助项目，正

式启动于2009年12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达希纳（尼洛替尼胶囊）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经

济负担，得到达希纳药品援助。

维全特患者援助项目
维全特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维全特药品而开展的患者援助项目，正

式启动于2017年8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维全特（培唑帕尼片）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经济负

担，得到维全特药品援助。

捷恪卫患者援助项目
捷恪卫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捷恪卫药品而开展的患者援助项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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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于2017年8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捷恪卫（磷酸芦可替尼片）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经

济负担，得到捷恪卫药品援助。

多泽润患者援助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在辉瑞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多泽润患者援助项目”。项目旨在帮助符合多泽

润中国适应症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得多泽润药品援助。

项目在上海、成都等地设立8名项目专员。开设了患者教育平台，开展了三期直播，目前平台注册

人数近500人。项目共设立36个发药点，项目注册医生393名。截止目前，发药市场价值3600万元，批

准患者612名，目前在组患者人数283人。

易瑞沙慈善援助项目
易瑞沙慈善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对贫困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于2007年1月设立的慈善援助

项目。为了救助贫困患者，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无偿捐赠易瑞沙药品，对符合易瑞沙适应

症的低保患者直接给予援助；中低收入患者连续服药8个月，经项目批准后援助至服药无效。

恩瑞格患者援助项目
恩瑞格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恩瑞格药品而开展的患者援助项目，正

式启动于2010年11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恩瑞格（地拉罗司分散片）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

经济负担，得到恩瑞格药品援助。

百因止慈善援助项目
百因止慈善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百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捐赠，对贫困的甲型血

友病患者开展的资金救助项目，正式启动于2016年2月。2020年，手术治疗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援助

类型由原来的9个增加至17个，由血友病相关的手术扩展到其他常见外科手术。康复治疗援助取消了对

医疗机构的限制，惠及中小城市及农村患者。截止目前，百因止项目累计发放资金1114.65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36.70%；新增入组患者192人，比去年同期下降24.41%；在组患者749人，比去年同期下降

20.57%。

拜科奇Co-pay慈善援助项目
拜科奇Co-pay慈善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捐赠为帮助中国甲型

血友病患者获得拜科奇的治疗成立的资金项目，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地方慈善机构、医疗保险和患者多

方共付模式，切实减轻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经济负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项目对符合拜科奇适应症，

使用过拜科奇治疗并获得明确疗效且没有严重不良反应，经济上有困难的中国大陆患者，在项目实施地

区，根据入选项目患者购买拜科奇药品的发票，经当地医保部门给予患者一定比例的药费报销后，再给

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援助。

诺爱加倍——黑色素瘤患者援助项目
诺爱加倍——黑色素瘤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瑞士诺华公司捐赠格列卫药品而开展的患

者援助项目，正式启动于2020年4月。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泰菲乐（甲磺酸达拉非尼）和迈吉宁（曲

美替尼）中国主要适应症的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得到泰菲乐和迈吉宁的药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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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赞慈善援助项目
2008年，中华慈善总会与美国健赞公司合作开展思而赞慈善援助项目，为中国的戈谢病患者援助思

而赞药品。思而赞作为美国健赞公司研发的罕见病药物，于1994年便在美国正式上市，它是目前国内唯

一能有效治疗戈谢病的药物。

增设了“生命赞戈——思而赞患者援助项目”，项目模式针对医保共助模式中的成人患者。今年新

增7家发药点，减少3家发药点，目前共有31个发药点。新增注册医生9名，减少3名，目前注册医生为

37名。截止目前，发药市场价值约2.34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0.2%；新增患者13名，比去年同期增长

33.3%；在组患者人数163人，比去年同期增长8.6%。

瑞百安慈善援助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瑞百安慈善援助项目，是由美国安进公司捐赠瑞百安药品设立的患者援助项目。项目

于2018年9月在中国正式启动，由中华慈善总会负责在中国的整体运作和管理工作。

2020年，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开展了医患云交流会议。目前，项目共设立15个发药点，项目注册医

生共有43名，发放药品按市场价值为424万元，项目共批准入组患者81名，目前在组患者71人。

埃克森美孚慈善项目
“埃克森美孚天津社区老年人爱心扶手项目”，投入10万元继续用于老旧楼宇的扶手安装。项目共

为天津滨海新区新港街道和新北街道7个老旧社区近300个门洞的一楼入口处安装了安全扶手，直接受益

户数为3000余户，约9000余人。

行走渴望项目
“行走·渴望”项目是由中华慈善总会与世界轮椅基金会于2004年共同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其宗

旨是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为每一位生活艰苦的残疾人送去一辆轮椅，以满足他们行走的渴望。中华

慈善总会通过自身以及团体会员募集资金，每募集到一辆轮椅的资金，世界轮椅基金会就会配比捐赠一

辆轮椅。

2020年，完成总会与世界轮椅基金会的《框架合作协议》中英文版的起草及相关报送工作，并通过

与世界轮椅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人朱祝清女士的会面，对未来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威高爱心工程项目
项目对患有脊柱侧弯的青少年、儿童贫困患者免费提供脊柱侧弯矫形手术所需的内固定材料（内固

定材料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生产）。截至2020年11月底，新增1家定点医院，完成脊柱侧弯手术24例、关

节置换手术2例，捐赠骨科产品价值148万元。

春立阳光计划项目
项目对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病的贫困患者免费提供置换人工关节手术所需的内固定材料（内固定材料

经国家药监局批准生产）。截至2020年11月底，新增7家定点医院，完成关节置换手术27例，捐赠价值

54万元。

心手相连，服务提升项目
“心手相连，服务提升”项目旨在积极响应国家健康扶贫号召，通过捐赠医疗设备、组织医学人才

下基层等方式，在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以精准扶贫为导向的公益慈善活动，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开展其它符合双方意向的慈善项目和活动。2020年，为革命老区河南省鲁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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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捐赠一批市场价值约1500万元的中心实验室检验设备，在提升医院整体诊疗水平，方便群众就

近就医，减轻就医负担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泰然新生泰瑞沙慈善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泰然新生泰瑞沙慈善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接受英国阿斯利康公司捐赠泰瑞沙药品而开

展的患者援助项目，于2020年5月11日正式启动。项目旨在帮助所有符合泰瑞沙（甲磺酸奥希替尼）一

线适应症的中国大陆中低收入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得泰瑞沙药品援助。

肺癌患者治疗救助金项目
“易路蓄航，泰享未来”——肺癌患者治疗救助金项目，由中华慈善总会接受阿斯利康公司捐赠

设立。该项目针对中国大陆地区持有有效期内居民身份证的符合项目医学和经济条件的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通过为符合援助条件的患者发放救助金的形式，帮助患者家庭进一步减轻经济负担，希望可以帮助

患者获得更持续、更精准的持续性治疗。

安维汀肺癌慈善援助项目
秉承中华慈善总会一贯宗旨，帮助低收入人群在重大疾病情况下的救助，满足并鼓励患者与疾病抗

争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以帮助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获得更大支持。中华

慈善总会在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安维汀肺癌慈善援助项目”。

爱必妥慈善援助项目
进行在组患者的抽查工作，编辑制作了《心系慈善，有爱必妥》宣传册。2020年减少12个发药

点，目前共有30个发药点。注册医生数量无变化，目前注册医生为1323名。截止目前，发药市场价

值420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9.7%；全年无新增患者，目前在组患者人数216人，比去年同期下降

53.5%。

安维汀结直肠癌慈善援助项目
秉承中华慈善总会一贯宗旨，帮助低收入人群在重大疾病情况下的救助，满足并鼓励患者与疾病抗

争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以帮助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获得更大支持。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

司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安维汀结直肠癌慈善援助项目”。

特罗凯慈善援助项目
秉承中华慈善总会一贯宗旨，帮助低收入人群在重大疾病情况下的救助，满足并鼓励患者与疾病抗

争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以帮助晚期肺癌患者获得更大支持。在中华慈善总会的领导下，上海罗氏制药有

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中华慈善总会特罗凯慈善援助项目”。

多吉美患者援助项目
多吉美患者援助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为帮助不能手术的晚期肾细胞癌患者和无法手术或远处转

移的肝细胞癌患者有机会获得多吉美的治疗，通过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捐赠而设立的药品援助项

目，于2007年4月正式启动。

慈善医疗阳光救助工程
慈善医疗阳光救助工程采取捐助的方式。捐助企业按照正常贸易渠道承担所有税费，受助的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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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仅承担捐助物资市场采购招标价20%左右的费用。中华慈善总会引荐后，受助机构根据自愿的原则与

捐助单位签定购销合同，慈善医疗救助工程办公室承担培训、保修等具体事务。受助机构承诺为困难群

众减免部分诊疗费用。整个捐助过程，没有任何资金进入中华慈善总会帐户，中华慈善总会不开具任何

捐赠发票。2020年阳光办全年捐赠设备、疫情防控用品共计：2796.98万元

支教助学项目
Education Support Project

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各地慈善会、教育部门共同实施。项目以《慈善读本》为基本载体，以开展各种

文化教育活动为主要方式，各地慈善会在开展项目时，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慈善教育与德育教

育、学科教育、特色教育相结合，寓教于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2020年，“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在2020年9月份在云南省会泽县为云南省会泽县老厂乡大山中的

襦谷村小学为120名贫困学生每人发放500元励志金，合计人民币6万元，让他们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

温暖。11月，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发起的“励志金发放仪式”在云南会泽县老厂乡

大山中的襦谷村小学校举行会泽县12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都领取了此次发放的励志金。收到励志金

的同学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厚爱，更加努力地学习，战胜困难，快乐成长，不断取得更好的成

绩。会上，捐赠者代表李玉林同志讲话，赞扬了同学们怀揣理想、自强不息的精神，向同学们表示了由

衷的敬意和祝福。

联系、对接地方慈善会推广“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以及读本推广工作：烟台市慈善总会已签订协

议购买10000册；绥化市慈善总会还在对接当中，计划订购12000册；乐山慈善总会有意向，明年3月份

计划启动。完成《慈善读本》推广工作，共计6800册：宁波高新区慈善分会1100册，江苏吴中区慈善

会2700册，江苏徐州市慈善总会3000册。

圆梦中国行动项目
为帮助这些地区的孩子实现读书梦，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圆梦

中国行动”爱心书屋建设项目将在我国乡村地区建设爱心书屋，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推广活动；并帮助

困境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

“爱心书屋”是中华慈善总会圆梦中国行动项目中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项目全力打造的精品工程，

2020年，在克服疫情严重的不力因素影响，同心同德，共完成六所爱心书屋援建工作，分别位于贵州、

浙江、云南、河北、北京、新疆等地，总码洋120余万元；项目支出65余万元。2020年，圆梦中国行动

还启动了安全用药行动，与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联合为50位贫困老人安全用药检测活动。

中华慈善总会光明未来工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

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号召，2020年10月北京凯爱眼科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携手中华慈善总会开展了光明未来工程项目。

北京银行大爱基金
“北京银行大爱基金”自设立以来共筹集捐赠资金1000多万元人民币，定向用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贫困师生进行救助，先后在赣南革命老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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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河南省贫困地区的学校捐建了电脑教室和多媒体教室，优化了教学环境，有力地推进了受助学校

的信息化教学进程。在山东大学和山东财经大学实施了“大爱基金”助学活动，为贫困学生发放了救助

金，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彰显出爱心企业的大爱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大力支持。

2020年，北京银行大爱基金项目为南京市审计大学60名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为河南固始县、四

川长宁县、河北涿鹿县三所学校捐建了5所电脑教室、多媒体教室。

万达儿童公益音乐会项目
2020年第四届万达儿童公益音乐会,将在全国300家万达广场举办，在同一时间，全国各地万达广场

共同完成一场盛大规模的儿童公益音乐会。活动将面向广场客户群体招募有音乐特长的儿童进行才艺表

演，发挥万达购物中心的线下场景优势以及区域地标优势，为有音乐特长并且富有爱心儿童搭建音乐舞

台、构建公益平台，同时活动现场设置公益义卖环节，爱心捐赠款项计划列入中华慈善总会“万达义工

爱心行动”项目公益专项费用，让参与本项目的儿童能够在充分展示自己才艺的同时播撒爱的种子。用

于贫困地区儿童音乐教育、贫困县非遗文化传承教育，助力贵州丹寨的留守儿童唱出文化自信，唱响音

乐梦想。

天门市竟陵第二小学定向资助项目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定向资助湖北省天门市竟陵第二小学建设项目。该项目共

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6000万元，计划2022年完成项目建设，9月实现招生。

天使之子助学项目
定向用于帮助在抗击“非典”中殉职的医护人员的子女顺利完成学业，本年度资助学生一人，并已

完成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的资助，结余247.6万元将按照相关的规定转到其他同类项目中使用。

安老助孤项目
Elderly Care Relief and Aid Orphan Project

慈爱孤儿工程
慈爱孤儿工程项目是2000年由中华慈善总会发起，以救助百万孤儿为目标的大型慈善项目。旨在推

进社会福利化的进程，引导全社会同献爱心，让孤残儿童获得美好童年。历经20年积淀初心不改，始终

致力于孤残儿童的生活改善与精神关爱，已成为国内知名公募项目。本年度在宁夏儿童福利基金会以及

地方慈善会的配合下，开展了充分的实地调研，根据福利院提供的需求做出评估，分别为宁夏8家福利

院、山西大同福利院捐赠了学习机、康复辅助设备、生活用品等物资。

汇丰银行项目
1997年，中华慈善总会携手汇丰银行共同启动汇丰中华慈善老人关怀项目。汇丰中华慈善老人关

怀项目是以发动社会力量关怀老人为宗旨，所捐款项主要用于养老护理培训、养老护理职业技能教程编

写、养老论坛及紧急救灾等救助活动。

汇丰银行资助的“青年就业培训项目——长照机构人才培训计划”养老护理员培训班从2020年6月

开始，到11月份共进行5期。项目开展紧密结合扶贫工作，为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助力养老机

构提高服务质量，深入到甘肃环县、甘肃敦煌、四川、江西等贫困地区，共培训学员220余人。本培训



20

中华慈善总会　/　2020年报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20

班基于鹤童二十五年来开展养老机构服务、管理、运营及对养老机构实务工作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经验

总结的基础上，经过精心提炼，同时针对青年学员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的。

丹寨包县扶贫项目
贵州是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万达集团选择贵州丹寨开展企业包县扶贫，探索出一

条企业扶贫新路。2014年12月，万达集团与丹寨县政府签订包县扶贫协议,根据丹寨县情，结合自身优

势，万达集团投入16亿元设立“丹寨包县扶贫”项目。其中所实施的三个扶贫项目，包括捐建贵州万达

职业技术学院，捐建丹寨万达旅游小镇，设立万达丹寨专项扶贫基金。万达丹寨包县扶贫三个项目长、

中、短期相结合，教育、旅游产业、扶贫基金并举，以产业扶贫为主，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中

国扶贫模式的重大创新，为企业参与扶贫树立典范和标杆，2016年、2018年获得国家首届脱贫攻坚奖

创新奖、2018年9月获得第十届“中华慈善奖”。2020年万达扶贫基金已捐赠完成2000万人民币，另

3000万正在捐赠中；2020年万达小镇项目已捐赠完成12900万人民币。另4000万正在捐赠中。

专项基金项目 
Special Funds Project

大众慈善基金
（1）中慈爱心图书室援助项目：该项目旨在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

社会”的号召，向全国各地缺少图书的中小学校无偿捐赠学生课外读物，为孩子们营造良好的读书环

境，帮助他们丰富知识、开拓视野。扶贫先扶智，该项目以爱心图书捐赠的形式开展教育扶贫，希望帮

助困境中的孩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进而实现“一人脱贫、全家脱贫”。

（2）众心光明天使护眼工程：“众心光明天使护眼工程”针对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现状和

许多欠发达地区学校教室照明环境不达标的问题而设立，旨在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

校免费捐赠安全护眼灯，为孩子们送光明、送健康。

2020年，众心光明天使护眼工程向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属于三区三州十一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的8个学校免费安装好了护眼灯，总价值约98.51万元人民币。向新疆疏附县萨依巴格乡小学捐赠体

育器材、电脑、打印机等教育教学设施一批，价值10.3万元人民币，捐资援助河北省南宫市一乡村幼儿

园建设项目，援助建设资金30万元人民币。

（3）关爱军人家庭项目：该项目旨在凝心聚力，为军人困难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同时激发社会

各界对这部分群体给予关注。目前已联合福州、济南、包头、滦平、海南等地慈善会，帮扶困难军人家

庭约2000户，发放救助金800多万元人民币。各地慈善会自与总会联合开展该项目以来，每年坚持配套

支出善款救助当地的困难军人家庭，福州市委还批示每年拨付经费100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军人困难

家庭救助活动。

（4）天使慈善基金：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致力于为身体残障或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

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自立自强，从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转变为能够帮

助别人的“天使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对贫困大病患者进行精准救助，防止病患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为贫困大病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助力健康精准扶贫。

早在2011年辽宁天麒玉器集团便与阜新市清河门区职业技术高中实现校企合作，开设“玛瑙雕刻与

设计”专业，并在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的支持下，对一些聋哑青少年和困难家庭的孩子免

费提供玛瑙雕刻与设计方面的培训，对考试合格且愿意到公司就业的学生直接安排到公司就业。截至目

前，已培训学生270人，安排235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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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爱女性健康项目：联合地方慈善会开展妇女“两癌”筛查活动，免费捐赠妇炎康药品，

资助困难家庭“两癌”患者接受治疗，已向各地援助价值2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惠及人数约30万

人。济南慈善会自2010年以来，已累计救助筛查出的城乡低保育龄妇女“两癌”患者346名，“一个女

人一个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6）关爱青少年项目：针对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所面临的教育资源匮乏、重大疾病、身

体残疾、就业困难等诸多方面的困难，发动社会力量开展多种救助活动，例如，援助家庭贫困的尿毒症

患儿、白血病儿童，捐资支持特教学校、聋儿培训中心；联手爱心企业对聋哑、残疾、家庭困难者进行

免费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并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使其自力更生……

（7）大众慈善医疗救助项目：积极响应国务院加强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真正解决好基层

群众看病难问题的号召，自2010年开展以来，携手爱心企业和各地慈善会，向全国各地十几个省区的

100多个县（市）无偿捐赠或援助妇科、血透、轮椅等方面的医疗器械、医药物资，并联合受助地区开

展面向困难家庭尿毒症患者、“两癌”患者等大病患者的减免救治活动，切实减轻百姓的就医负担。

战友互助养老基金
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发挥公益慈善推动社会养老的助力作用，多家爱心企业自愿向

中华慈善总会捐款，联合设立战友互助养老基金，旨在倡导退役军人群体发扬无私奉献、团结友爱、战

友互助精神，保持“退伍不褪色、离队不离党、换位不换心”的政治本色，激发退役军人向上向善、乐

于奉献、孝老爱亲的社会热情，联合更多的爱心力量参与慈善养老事业，努力营造人人心怀慈善、人人

参与慈善的社会氛围，为精准救助探索新路径，为精准帮扶拓宽新渠道，为社会互助搭建新平台，为普

惠养老寻求新方法，让每一位退役军人及特殊群体在得到社会认可与尊重的前提下解除养老后顾之忧。

宝马爱心基金
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关爱疫情中的留守、流动和困境儿童。基金先后捐款共计1036.55万元用于支

持湖北和沈阳抗击疫情，为当地医院购买抗疫物资设备提供资金保障；向“BMW童悦之家”所在学校

和24所“儿童之家”所在学校捐赠价值113.1万元的防疫健康包。防疫物资的及时捐赠不但缓解学校防

疫物资短缺的压力，还为留守、流动儿童学校师生防疫提供保障，使近20000名师生受益；联合湖北当

地志愿组织向湖北襄阳、十堰、恩施地区18所困境儿童学校和30名困境儿童捐赠1200套价值408000元

包括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生活用品爱心帮扶包，使1200名困境儿童在心理上得到更多关爱，学习上

得到更多帮助，生活中得到更多关心和照顾；向经过“校园足球培训”的9所留守、流动儿童学校捐铺

五人制免填充草坪足球场地，捐赠体育物料并举行了3场快乐运动培训。项目共支出2164573.23元，

使近10000名儿童受益。基金捐赠654套儿童交通安全体验课安全包教具和2000本交通安全读本共价值

685630元，总计惠及119400余名少年儿童。同时向5所物资匮乏的边远乡村小学捐赠价值126369.2元

美育教具，近750名儿童受益。向7所留守、流动儿童所在学校捐赠价值280800元饮水净化设备（直饮

机），使近3200名师生受益；与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合作，资助其开展心理教育“云教室”项目，在

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和西藏那曲福利院建立两间“云教室”，为线上心理教育课程教学和辅导提供价值

447330元硬件设施支持，帮助了近500名福利院孩子们获得有益的心理支持。

基金与沈阳慈善会合作为沈阳市社会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的孤寡老人、重疾儿童援助共计11万元生

活物资，由沈阳慈善会定期组织去福利院发放物资并组织志愿活动，不仅为近300名孤寡老人和重疾孤

儿提供更好的生活物质保障，还为他们带去关爱和陪伴。

蓝天救援基金
“中华慈善总会蓝天救援基金”是由北京蓝天救援队发起，经中华慈善总会批准设立的不具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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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资格的非公募专项基金。本基金的宗旨是：通过开展应急救援和救灾服务；为社会组织和个人等提

供生存、防灾、救援、应急等专业教育、培训；开展青少年特殊教育活动及应急救援技能知识和培训，

开展国内、外救援领域的交流活动及公益活动；宣传应急救援常识等形式，力所能及的为在自然灾害、

安全事故等各种危机面前，遇到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

金六福99爱心基金
2020年，金六福99爱心基金进账177万，出账135万。华泽集团通过总会金六福99爱心基向六安市

慈善总会捐款20万元，用于救助50位贫困退役军人，每人救助4000元；2020年华泽集团通过我会金六

福99爱心基金向湖南省慈善总会捐款90万元资助180名湖南籍2020年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此外，总会

金六福99爱心基金捐向在湖南工学院捐款25万元开展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资助50位贫困大学生，每

人5000元。

圆梦基金
“圆梦基金”是经中华慈善总会批准设立，并由中华慈善总会管理的专项基金。根据该基金项目管

理规定，该基金将用于我国扶危、济贫、助学、安老慈善事业，推动中国社会和谐进步。项目实施的主

要范围是扶持贫困弱势群体实现脱贫梦想，帮助贫困学生实现就学愿望，参与紧急救灾、灾难救助，针

对特殊弱势群体扶危济困等。圆梦基金将秉承“公信行善 养德圆梦”的理念，为中华慈善事业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圆梦基金正式设立并开展实施“中华消防英烈家庭救助项目”。该项目将捐助我国为人民利益、国

家财产牺牲的消防官兵烈士中的贫困家庭，以圆消防英烈家庭幸福安康之梦，让那些为祖国和人民作出

巨大贡献的消防官兵无后顾之忧。

春雨爱心基金
该基金自2012年成立以来，分别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湖南省女子监狱、山东省青岛市监狱、开展了

“爱化春雨·善洒女监”的主题活动。同时，还开展了援助贫困母亲、助学、安老助孤以及由爱心企业

赞助支持的“爱心超市”等扶贫行动。

截至2013年10月，春雨爱心基金总共援助1000多位特困服刑人员、贫困母亲及其他贫困家庭，发

放善款和物资共计130多万元人民币，惠及到3000多人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支持。

和平公益基金
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精准扶贫国家战略，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行善积福的传统美德，

沈阳安圣汇品商贸有限公司自愿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设立和平公益基金。基金旨在响应精准帮扶战略国

策，扶助弱势群体、感恩社会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尤其致力于帮扶困境中的公安干警、消防战士、军

烈属家庭；面向发展落后地区的学校开展图书捐赠活动；支持有就业能力、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体尤其是

残障人士接受技能培训；以及其他符合《慈善法》规定的慈善项目和活动。

健康教育与研究专项基金
健康教育与研究专项基金倡导“科学健康管理，教育预防优先”的理念，通过专业从业人员的专业

公益服务，向有需要帮助的特定群体和困难个人提供预防医学知识普及与其他专业公益服务。旨在通过

开展一系列以教育培训、展览宣教、咨询答疑、书刊编辑、社区宣传、支教助学、辅助研究和社会公共

设施建设等形式的活动，对需要健康管理、亚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困难群体进行公益帮扶，同时实现安

老助孤、扶残助医、精准扶贫，从源头上最大限度的避免因病致贫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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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飞公益基金
中华慈善总会亚飞公益基金由勇敢抗击癌症、坚持自主创业的徐亚飞女士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设

立。徐亚飞女士是一名普通的创业者，却不幸身患白血病。在她悲观绝望的时候，社会各界的关爱给了

她勇气和力量，使她从绝望逐渐转变为乐观，顽强地与病魔进行着生死搏斗。

ChinaFit健康公益基金
北京体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成立Chinafit健康公益基金之前就开始关注并支持慈善事业。在助

学、扶贫救济、安老助孤等方面实现该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在2014年支持“母亲水窖”项目、2016

年支持“为了明天——关爱儿童”项目及2016年支持“清华素协和北大素协的关注地球家园”项目。

Chinafit健康公益基金成立后，提出“关爱留守儿童、关心母亲健康、关爱空巢老人和关注地球家

园”的慈善项目计划。在助学、助孤、安老、环保等方面继续支持公益事业。

清大康洁爱心基金
中华慈善总会·清大康洁爱心基金是遵照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及相关规定，由北京清大康洁健康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发起，经中华慈善总会批准设立的非公募专项基金。该基金定向用于对贫困家庭进行帮

扶，并同时启动中华慈善总会清大康洁精准扶贫工程，所捐赠款物全部进入中华慈善总会·清大康洁爱

心基金内，实行专款专用。北京清大康洁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及10万台清大康洁

社区净水机（价值20亿元人民币）。中华慈善总会·清大康洁爱心基金于2016年5月启动，并同时启动

中华慈善总会清大康洁精准扶贫工程。

爱心天使基金
2020年，爱心天使基金通过总会捐款110万元的善款开展医疗救助项目。截止12月底拨付90万元，

股骨头坏死全髋关节置换220人次。

力量基金
2020年，力量基金60万元用于支持江西省遂川县修建4所阳光家园项目，在课外、周末、寒暑假对

留守儿童进行管护和教导；80万元用于支持河南省郏县和重庆市巫山县4所学校修建水冲厕所项目，改

善了当地学校的校园卫生环境。

爱德乐夫妇基金
资助开展农家女“乡村社区妇女组织能力建设项目”。在山西汾阳、河北内丘两个项目点开展了诸

多丰富且富有成效的活动。

宇泽慈心项目
2020年，宇泽慈心项目除疫情开展工作外，还于1月走进北京西什库小学开展平安急救课程，后取

得安全教育绘本版权捐赠，进行绘本印制与发放。目前项目公募结束，进入善款执行与收尾工作。

东方易事特关爱基金
东方易事特关爱基金是中华慈善总会在何思模先生、扬州东方集团支持下于2014年2月设立的专项

基金。资助100名安徽省宿松籍大学新生和在校大学生，该基金自2014年成立至2020年共捐款206万，

已全部拨付并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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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基金
2020年“超仁妈妈”项目拨款正在协调实施方案、项目预算等相关事宜。

凡芯爱心基金
2020年，对云南省通海县34名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華慈文旅公益基金
为河北涿鹿县东风小学捐赠德育安全智慧教育系统。

中诚惟德专项基金
2020年，向山东龙口市石良镇敬老院捐赠2500袋大米。

其他项目
Others Project

其他项目（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
为助力三区三州特殊困难地区的学校改善教育教学设施配置，向新疆疏附县萨依巴格乡小学捐赠体

育器材、电脑、打印机等教育教学设施一批，价值10.3万元人民币；为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和教育强

国战略，助推革命老区精准扶贫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援助河北省南宫市一乡村幼儿园建设项目，援

助建设资金30万元人民币；为助力国家重点扶贫地区的脱贫攻坚战，支持河北省隆化县慈善事业的发

展，帮扶当地的老人尤其是生活困难的老人改善生活环境，支持河北隆化一养老院修缮费用35.5万元人

民币；向内蒙古、河北的3所养老机构无偿捐赠室内空气净化消毒机90台，总价值约27万元人民币，希

望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缓解室内空气污染、交叉感染的风险，给老人们的健康安全增加一重保障；向河

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捐赠大米、羽绒服等生活物资，总价值18.19万元人民币；为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更多老人得到真情照护，联合爱心企业开展了“孝行中华爱心

修脚万里行”活动，免费为各地养老服务机构的老人提供义务修脚服务。活动历经58天，跨越江苏、安

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陕西、河南12省（自治区）30多个城市，

行程15000多公里，举办爱老义务修脚公益活动35场，服务老人1000多名。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一路走

来，“孝行中华爱心修脚万里行”活动感召了数百名修脚师加入进来，壮大了爱心队伍，向社会传递了

强大的正能量，为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倡导

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风尚，联合爱心企业以及北京、湖南当地的残联、慈善协会等社会组织，救助帮扶

当地的残障人士共计329人，向其发放救助金、康复培训费38.9万元人民币；向20个儿童康复机构捐赠

听课券200张（价值3万元人民币），通过线上平台提供免费线上培训课程，课程内容包括自闭症儿童言

语失用症早期识别、诊断、干预及预防；脑瘫的全面治疗；国际bobath儿童康复治疗新知识等，希望帮

助儿童康复从业人员以及儿童康复机构提升培训技能，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为促进儿童康复事业的

发展贡献力量；向山西芮城中医院捐赠救护车1辆，价值9.8万元人民币；救助陕西、山东、福建等地家

庭困难的肾衰患者177名，向其发放救助金共计约39.14万元人民币，希望帮助他们及时接受血液透析治

疗，缓解他们的经济负担；根据捐赠方的意愿，帮扶4名因患癌症等重大疾病陷入困境的家庭，向其发

放救助金3.26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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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Chronicle of Events in 2020

2020年1月

January

1月9日，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项目”走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北京西什库小学正式启

动。

1月25日，中华慈善总会发起“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公共募捐行动。

1月25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共同发出倡议“万众共筑医药物资保障

链”。

1月25日，安踏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1000万救助资金，支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

1月25日，蒙牛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200万元救助资金，并捐赠价值800万元的牛奶

产品，第一时间驰援武汉抗击疫情。

1月26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京东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告“武汉加油 我们在一起” 。

1月26日，中信银行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0万元，专项用于武汉、湖北乃至全国范围内

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病情救治和医护人员保护工作。

1月26日，纳爱斯集团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救助资金及价值1000万元的物资，为奋战在

抗击武汉疫情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和重度疫情区域的百姓提供消毒、除菌、清洁产品。

1月26日，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及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宝

马爱心基金，紧急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款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抗击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1月27日，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元设“抗击新冠肺炎专项

救助资金”，用于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防护物资采购。

中信保诚人寿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人民币1000万元，并在中华慈善总会下设立“抗击新

冠肺炎专项救助资金”，支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护工作。

凤凰网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用于医疗物资及其他必要配置，抗击全国疫情。

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项目拨出部分款项专用于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

首批捐赠10万元，用于防治新型肺炎疫情一线医务人员的救助以及医疗防护物资购买等方面。

1月27日，蒙古族青年歌手乌兰图雅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奉献爱心，用于支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月28日，珠海冠宇集团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现金500万元，全部用于一线抗击和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

1月29日，CBA联盟宣布通过中华慈善总会首批捐赠人民币300万元，全力支援湖北省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1月29日，中华慈善总会收到来自中国动向集团旗下品牌Kappa和Phenix品牌捐助的人民

币300万元现金捐款，用于驰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1月29日，保乐力加中国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200元，设立“关爱医护人员——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项资金”。

1月29日，佳士科技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400万元资金，用于此次疫情的医疗物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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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人员的救助及一线医护人员的慰问等。

李宁集团通过中华慈善总会追加捐款1000万元，用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

防控工作。

1月29日，远信集团旗下广州远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疫区捐款50万

元，用于疫情的防治和救护。

1月30日，邓禄普轮胎中国总部——住友橡胶（中国）有限公司宣布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200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全国范围内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具体包括医疗防护物资采购、

一线医院支持与医护人员抚恤以及各市区防疫工作支持等。

1月31日，蒙牛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追加捐赠价值6.6亿元的牛奶产品。

北汽集团联合包括北汽集团总部、北京汽车、北京越野、北汽新能源、北汽福田、北汽昌

河、福建奔驰、海纳川、北汽鹏龙、北汽产投、北汽财务旗下10家单位，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

赠价值1726万元、共计66辆负压救护车及防疫物资运输车，支援抗疫。

1月31日，经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由蒙牛集团捐建的

“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蒙牛)疫情防控捐赠物资联合应急仓库”正式启动运营。

2月2日，安姆科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专项用于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防控工作。

2月3日，之江生物通过中华慈善总会首批捐赠10000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配套

提取试剂以及相应自动化配套设备，定点捐赠至武汉协和医院。

2月4日，BP中国表示将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专项捐款100万元人民币现金。

2月5日，安顿公司率先捐赠20万元，并带动所有员工积极捐款40560元，合计24万余

元，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

2月5日，晋钢集团通过晋城市慈善总会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万元，定向用于山西省、

武汉市以及晋城市和泽州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2月7日，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有限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300万元人民币。捐赠款

项将根据疫情防控和一线医务人员需求，专项用于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

2月7日，蒂森克虏伯集团在华运营公司携手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助力中

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2月7日，美卓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40万元，用于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

控工作。

2月7日，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为武汉等地抗击新冠

肺炎、守护民众和医务工作者健康、加强病毒防控贡献力量。

玖龙纸业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3000万元现金及240余万元医用物资，助力湖北抗击疫

情。

宇泽慈心项目继之前为疫情防控捐赠10万元之后，再次从发起人捐赠款项中拨出10万

元。

2月9日，斯凯奇公司为助力抗战疫情，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万元现金，用于采购抗击

疫情所需医疗物资。

2月9日，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通过中华慈善总会首批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

院、蔡甸区人民医院、武汉市第八医院、武汉市汉阳医院4家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和病患支援

正宗沁州黄小米400件、谷之爱小米粉277件。

戴比尔斯集团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这笔捐赠，将被用于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医疗防护物资采购；抗击疫情的一线医院支持与医护人员抚恤及各地区的防疫工作。

2月11日，中国银联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1500万元，与一线工作者同心“战疫”，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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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

2月13日，北汽集团携手北汽福田等旗下10家汽车企业捐赠中华慈善总会40台福田图雅诺

负压救护车发车仪式在山东潍坊举行。

2月14日，宝马中国及华晨宝马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向辽宁省慈善总会捐款

人民币500万元，定向用于支持沈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

2月19日，中国大地保险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项目定向捐赠，为上海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总队的1200名交警捐赠专属保险保障。

2月21日，知名运动时尚品牌Kappa的中国母公司——中国动向（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向

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300万元，进一步驰援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

2月23日，山西沁州黄小米集团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4家医院捐赠的

黄小米及小米粉顺利抵达。

2月25日 ，道达尔中国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本

次捐款将定向用于湖北地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疗物资采购；支持抗击疫情一线医院与医护

人员的慰问；以及对湖北省各市区防疫工作的支持。

3月5日，中国上海——株式会社普利司通与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向中华

慈善总会捐赠23430000日元（152.57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3月8日，歌唱家祖海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2000件医用防护服，这批物资将定向捐赠给湖

北武汉、黄冈、荆门、十堰等地十几家基层医院及卫生院。

3月10日，合思·易快报注册主体——北京合思汇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

捐赠122万元人民币，用于疫情防控、医疗物资采购、人员救助及医护慰问。

3月12日，华人集团董事局主席邝远平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湖北省荆门、武穴、黄冈、恩

施、咸宁等地十余家基层医院定向捐赠共计2000件医用防护服，保护基层一线医护人员的安

全。

3月17日，日本美津浓品牌在中国的战略合作方——上海美锦体育有限公司，继2月驰援

武汉中心医院御寒物资之后，联动线上线下，再次捐款，以爱之名，感恩社会，向中华慈善总

会捐赠33218元人民币，用于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

3月19日，由书画频道发起并主办的“美善不息——全国书画名家抗击疫情主题创作慈善

拍卖”捐赠仪式在书画频道演播中心举行。捐赠仪式上，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代表全体捐

赠艺术家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善款1037.7万元。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出席仪式。

3月25日，中华慈善总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疫情防控捐赠物资联合应急仓库闭仓仪式在武

汉市黄陂区天横三路黄承烈湾应急仓库举行。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宇泽慈心项目，定向为上海市教育系统

大中小幼学校、教育系统直属单位教职工以及北京部分学校近28万名教职工捐赠专属“复教园

丁保”产品，总保额合计近700亿元。

4月15日，经民政部批准，由中华慈善总会携手北京“蓝天救援”组成的志愿救援队赴柬

埔寨支援抗疫。蓝天救援队是从北京自驾启程的。此次出征，他们携带了一批医用口罩、防护

服、洗消设备及消毒剂等防疫物资。中华慈善总会专门印制了1万册新冠肺炎中国最新防控方

案，以帮助柬埔寨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了解防疫知识。

4月28日，陈砚秋会长助理带领总会副秘书长、筹募部主任苏辉及项目办负责同志等前往

轻松集团就网络募捐和项目合作进行了具体磋商。苏辉副秘书长和项目办的负责同志和轻松筹

与会人员就如何开展网络募捐，加强项目合作进行了具体交流，达成明确的合作意向。

4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中

华慈善总会会见了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北亚项目总监、北京代表处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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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薛揄女士一行，双方就合作开展的“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如何在做好防疫基础

上，尽快恢复唇腭裂患者救治举行工作会谈。总会秘书长边志伟、副秘书长兼项目部主任邵家

严、项目部副主任、微笑列车项目负责人刘莹、微笑列车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全国项目

总监贺勤丰等出席会议。

5月11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和阿斯利康公司继续合作开展的中华慈善总会泰然新生泰瑞沙

慈善项目正式启动。泰瑞沙药品援助范围从既往的二线患者扩大到一线适应症患者。

5月12日，蒙牛集团慰问全国援鄂医护人员捐赠仪式在中华慈善总会会议室举行。蒙牛集

团将向全国4.26万名援鄂医护人员捐赠全年且包邮到家的特仑苏牛奶，以表达蒙牛集团对全体

“最美逆行者”崇高医德与高超医术的敬意与感谢。

5月15日，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发布关于中华慈善总会等4家社会组织参与定点脱贫攻

坚相关工作情况的通报。通报中表扬了中华慈善总会等4家社会组织对江西省莲花县、遂川县

实施的精准扶工作取得的良好效果。

5月中旬，浙商北京分行从厂家购买500万元免洗消毒喷剂、免洗消毒凝胶防疫物资，通

过中华慈善总会定向捐赠给武汉大学医院用于疫情防控。

5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大兴区残疾人联合会、大兴区慈善协会联合中华慈善总

会惠民公益项目开展了以“助残脱贫决胜小康”为主题的“芬香公益中国行”助残捐赠仪式。

6月1日，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的925台空气消毒机送到了武汉

市江汉区和荆门市35所小学。

中华慈善总会慈爱孤儿工程项目也取得更新进展，项目为秦皇岛儿童福利院和南京儿童福

利院提供的扶助物资，目前已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正式启用。

北京星光影视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捐赠大功率专

业消毒灯184套。

由北京幸福泉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华慈善总会圆梦中国行动支持的“童心抗疫圆梦

未来——儿童创造力发展公益项目”正式启动。

6月1日，中华慈善总会联合河南省慈善总会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共同开展了“苦尽肝来，

乐享六一”儿童肝病义诊活动。

6月1日，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联合多家爱心企业在北京启动“健康中国暖

心童行”关爱青少年健康捐赠活动。

6月7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发起的“善行凉山联合行动”项目对接会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布拖县举行。中华慈善总会等17家中慈联会员单位和中慈联社会救助委员会，共确认对

接支持18个项目，资助资金达747.88万元。

6月10日，“苦尽肝来”终末期肝病患儿医疗救助项目座谈会于中华慈善总会会议室举

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等参加会议。

6月29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与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慈

善事业发展与政社关系重构”研讨会在北京国二招宾馆会议室举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

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出席会议并讲话。

7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在总会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并

审查了《中华慈善总会党委改选工作报告》和《党费使用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经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和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党委批准，任命宫蒲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委员会第一书记。改选后的中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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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总会党委与纪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刘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党委

书记、边志伟同志为党委副书记,陈砚秋、胡传木、高守华同志为党委委员；胡传木、高守华、

苏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慈善总会纪委委员。根据党建工作要求和总会实际情况，会议对新

当选的党委委员进行了工作分工。

7月9日，中华慈善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顺利

召开。会议采用线下会场与线上会场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地点设在北京天健宾馆，全

国各地理事及会员代表通过网络在线出席会议。会员代表大会应到代表375人，实到282人。

大会以线上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监

事会工作报告和人事调整议案。增补胡可明为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理事，增补胡传木、刘

芳、沈耀钦、王胜利、徐明梅、温庆云、尤镇城为理事，增补苏生有为监事。中华慈善总会第

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之后，召开了总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以线上无记名投票

方式审议通过了第五届理事会人事调整、机构改革、会员接纳、理事会授权4项议案。增补胡

可明、胡传木、陈小德、尤镇城为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聘王端瑞、党彦宝、董家鸿为第

五届理事会名誉副会长，增聘徐镱轩、张倩玉、李保忠、方嘉珂、禹云益为第五届理事会荣誉

副会长，接纳蚌埠市慈善总会等14家单位为中华慈善总会会员单位。

8月，汕头市泽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北京市房山区民政局无偿捐赠医

用外科口罩20.3万只。

8月26日，演员朱亚文应中华慈善总会众心扶贫项目之邀出任“众心光明天使护眼工程公

益大使”，发布仪式在上海举行。

9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善建智

爱”慈善信托启动仪式。

9月4日至6日，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一行到河

南安阳市、林州市考察调研慈善工作。

9月4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河南省

民政厅、河南省扶贫办、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汇大爱共克疫情、集

善行决胜小康——庆祝第五个‘中华慈善日’慈善活动”于郑州盛大举行。

9月9日，中华慈善总会亿心扶贫项目联合宿迁市小李飞刀养生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开展的

“孝行中华爱心修脚万里行”活动圆满收官。

9月10日，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胡可明，秘书长边志伟，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苏辉，荣

誉副会长、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徐镱轩一行前往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第六医学中心，看望正在这里接受治疗的甘肃临夏州2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

9月14日，中华慈善总会圆梦中国行动项目举行健康安全公益项目捐赠暨启动仪式。中华

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苏辉主持。中华慈善总会陈砚秋会长助理出席活动并致辞，并

代表总会向捐赠企业颁发了捐赠证书。

9月18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深圳市慈善会与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协办的“中

华慈善论坛2020” 作为第八届届慈展会重要内容之一于深圳会展中心水仙厅举行。本次论坛

以“重大灾难与慈善组织”为主题，旨在深入全面探讨应对重大灾难慈善组织的应有作为与实

践机制。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全国人大常委、中

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功成，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

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海涛，深圳市政协原主席、市慈善会会长姚新耀，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副主任蒋勇，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陈文清出席论坛。

9月20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一行在深圳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廖远飞、深圳市慈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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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副会长房涛的陪同下，分别走访了壹基金与平安集团。

9月24日，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推介现场会在湖北省黄梅县召开，首

批17个省市慈善会与中华慈善总会签约，正式联合实施“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

9月28日，中华慈善总会宣布由中华慈善总会发起、安进公司支持的瑞百安慈善项目，在

第一期2年无偿援助的基础上，将开放申请的期限再延长2年（至2022年）。

广州市预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多家爱心企业，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共同发起“慈怀天下 

向善而行”抗疫医护物资慈善捐赠中国行活动，首批向全国各地需要抗疫物资的地区无偿捐赠

口罩（包括一次性民用防护口罩、K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共计300万只。

10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光大银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10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与轻松集团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

光、轻松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杨胤出席签约仪式，并与到会嘉宾共同启动“善济病困工程”。

10月13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一行前往泰康保险集团，拜访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陈东升先生。双方就进一步加强相互了解、促进相互交流、推动相互合作深入交换了意

见并达成共识。

10月14日，蒙牛在武汉举办“如约归来致敬逆行重走武汉抗疫路”活动，与中华慈善总

会、蓝天救援队、媒体记者一起回顾抗疫战斗的经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出席活动并致

辞。

10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心手相连，服务提升”项目落地革命老区河南省平顶山市鲁

山县，为鲁山县人民医院捐赠一批市场价值约1500万元的中心实验室检验设备。

10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在郴州市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正式

启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荣誉副会长徐镱轩出席。 

10月21日，中华慈善总会众心扶贫项目执行主任郭会伟、众心扶贫项目高级顾问兼副主

任蒋新建一行来到革命老区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就学校教室照明现状和学生患近视情况进

行实地考察。

10月22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和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联合主办，珠海市慈善总会承办的

“微笑列车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全国会议在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度假村星光会议中心举行。中

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会议。

10月23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广州市慈善会、广州市公益慈善联

合会承办的“中国慈善人才培训班”广州培训开班仪式在广州阳光酒店举行。中华慈善总会会

长宫蒲光，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中华慈善总

会副秘书长邵家严、高守华以及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联合会会员单位和全国各省慈善会系

统业务骨干共120人参加开班仪式。

10月26日，由中华慈善总会、江西五十铃以及中国皮卡网联合发起的“点亮计划”在人

民日报社暖心启动。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苏辉等出席启动仪

式。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福清，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

边志伟等一行在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等地对慈善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一行在广东省珠海市慈善总会会长尤镇城的陪同下，分别前往中

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珠海市慈善总会和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就基层慈善组织工作、爱心

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及慈善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考察调研。

中华慈善总会与退役军人事务部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座谈会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举

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朱天舒，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秘书长边志伟，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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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维护司司长许富昌等出席座谈会。

11月4日，中华慈善总会凯尔眼健康工程捐赠仪式在京举行，该项目旨在眼健康领域开展

慈善公益项目。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会长助理胡传木出席捐赠仪式。

11月5日，中华慈善总会圆梦中国行动健康安全项目在北京市西城区颐年园敬老院正式开

始实施。第一批17名受助老人完成了样品采集工作。

11月7日，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公益食堂”揭牌及“快乐跑”活动在湖北省黄梅县

举行

11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香港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共同主办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2020特别会议”会议并发表题为《依法治善 

依法行善 推进新时代慈善事业行稳致远》的演讲。

11月22日，中华慈善总会凯尔眼健康工程首次慈善捐赠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华慈善总会

党办主任陈媛媛等出席仪式。

11月24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四川省慈善总会、波司登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慈善情

暖万家活动——波司登情暖四川”启动及捐赠仪式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举行。中华慈善总会

会长宫蒲光出席仪式并讲话，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郎有良，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

伟等出席仪式。

11月24日，中华慈善总会2021年度“慈善情暖万家——波司登情暖玉树”活动暨九牧厨

卫“全民守卫、健康中国之乡村振兴、美丽中国”捐赠仪式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中华慈善总

会副会长刘伟出席并致辞。

11月30日，中华慈善总会与北京市慈善协会联合举办了“关爱肺癌患者 打造优质生活”

患者交流会。

11月27日，中华慈善总会在安徽马鞍山市为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举行“中华慈善总会爱

心学校”授牌仪式。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刘伟出席启动仪式。

12月1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主办，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护专业委员会与中国长照·盛世华

龄健康养老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资助的“第十六届全国老

人院院长工作会议暨第五届长期照护学术会议”云端峰会在北京举办。

12月3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秘书长边志伟、会长助理陈砚秋、荣誉副会长徐镱

轩、副秘书长邵家严等接待了湖北省慈善总会访问团一行，并举行座谈会。

12月4日，中华慈善总会大众慈善促进委员会向河北省滦平县捐赠防疫口罩20万只，捐赠

仪式在滦平县第五小学举行。

12月11日，由中华慈善总会、甘肃省慈善总会、波司登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慈善情

暖瓜州”捐赠仪式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锁阳城镇举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捐赠仪

式并讲话。捐赠仪式前后，宫蒲光一行专程前往瓜州县锁阳城镇和敦煌市沙州镇梨园社区看望

慰问了三户因残因病致贫家庭，并为每家送上慰问品与慰问金。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

监事会监事苏生有、副秘书长高守华等一同出席仪式并陪同参加慰问活动。

12月13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一行来到位于西安新城陕西省政府大院的省慈善协

会，对陕西慈善工作进行考察调研。

12月14日，由中华慈善总会、陕西省慈善协会、慈溪鼎安方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的“关爱延安老年人和儿童”捐赠仪式在革命圣地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举行。全国人大社会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活动并讲话。捐赠仪式后，与会领导及

嘉宾在八一敬老院院长薛莉的陪同下共同参观了敬老院，看望慰问了多名革命老兵。慰问结束

后，宫蒲光、徐新荣、吴前进一行又赶往延安市慈善协会考察调研，举行工作座谈，听取了协

会工作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2月17日至18日，由中华慈善总会、河南省慈善总会、波司登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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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情暖万家——波司登情暖河南”活动分别于许昌和平顶山市举行。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胡可明，河南省政协原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省慈善总会会长邓永俭，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盛国

民，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苏辉，河南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武伟等参加活动。

12月17日，青年歌唱家、全国“最美志愿者”乌兰图雅一路跋涉走进海拔4000多米的

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堆纳乡小学慰问，捐赠3700册图书为孩子们装点了一个美丽的“智慧天

堂”。

12月2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协同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中国老龄事

业发展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情暖老兵·关爱帮扶”公益行动启动仪

式。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天舒，民政部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司一级巡视员李

波，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一级巡视员张晖，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秘书长张俊虎，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理事长贾铭，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

建光等出席仪式。仪式由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司司长许富昌主持。

12月25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联合开展的中华慈善总会“星

辰计划”（下简称“星辰计划”）正式启动高校公益资助项目申报。

12月28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与中华慈善总会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

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与全国人大社

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

会秘书长赵晖与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边志伟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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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0年，中华慈善总会已成为一家内部治理规范、救助范围广泛、在国际国内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全国性慈善组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社会各界的踊跃捐献，托起了无数困难群众生命

的希望。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新闻媒体的积极推动、合作伙伴的紧密协作、社会知名人士的热

情参与也是我们再创佳绩的重要保证。在此我们谨以千万受助者的名义向各方致敬！

　　慈善事业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与我们同行，共同为人类的生命与健

康、为了美好和谐的明天而奋斗！

    On the 2020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China Charity Federation has becomea national 

charity organization with regular internal, wide deliverance scope andgreat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Every little makes a mickle. Active contributionsfrom all sectors of community 

make numerous people in difficulties regain the hopefor life.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strong 

support, positive promotion from medium,close collaboration of partners as well as celebrities'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is alsoimportant guarantee of re-creat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Hereby, we express ourmost sincere respect to units and individuals on behalf of millions of 

recipients.

    Philanthropy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muchmore caring 

people with us to strive together for human life and well-being and better,harmonious tomorrow.

鸣谢：公众、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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