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公示
（2018 年度）
根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三届第三次会议研究决定，2018 年度计划实施公益项目 42 项，现予以公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

项目内容

1

贵州威宁幸福乡村卫生
室项目

11,950,000

结合“健康扶贫”的整体思路，针对威宁县基层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实施幸福乡村
卫生室项目支持威宁建设村卫生室，按照统一建设标准、统一配套设施、统一品牌标
识。计划支持建成标准化卫生室 35 间，覆盖 40 个村。

2

贵州威宁石门乡幸福小
镇项目

6,050,000

项目计划支持石门乡新合村委会砂包包村新建或改造房屋，以及建设道路、景观等公
共配套设施。

3

贵州威宁深度贫困乡镇
精准扶贫项目

2,320,000

计划支持贫困乡村开展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项目，改善贫困群众生活生产条件。

4

贵州威宁精准扶贫“五
个一批”创新项目

3,050,000

该项目主要针对贫困乡村的农户生计、社区发展、儿童保护能力提升等方面开展活动，
是精准扶贫过程中探索扶贫主体多元化的创新尝试。

5

贵州威宁教育扶贫项目

1,920,000

项目主要针对乡村儿童开展睡前故事广播、志愿者乡村支教、素质教育课程等项目，
改善儿童成长环境、提升素质教育水平。

6

湖北蕲春县革命老区贫
困村帮扶项目

15,500,000

围绕蕲春“一个支柱产业、一条致富路、一个美丽乡村”的发展规划，通过支持发展
蕲春中药材产业、硬化通村公路、修建产业机耕路和文化广场等，增加村集体收入，
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

7

湖北蕲春蕲艾产业扶贫
项目

4,510,000

支持建设 100 亩蕲艾产业基地，带动道地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8

湖北蕲春白内障复明工
程项目

630,000

支持蕲春县相关医疗机构为白内障患者实施手术，支持解决农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外
的费用。

9

湖北蕲春振兴长江经济
扶持基金

2,500,000

10

湖北蕲春贫困乡村社区
发展项目

480,000

延续性项目，主要用于开展项目村的培训与技术服务，以提升社区综合发展能力，提
高贫困户脱贫增收能力。

11

湖北蕲春乡村幼儿班项
目

960,000

延续性项目，为蕲春县张榜镇、大同镇、青石镇等偏远乡镇开设 15 个幼儿班，为偏远
乡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12

新疆叶城职业教育培训
中心项目

9,550,000

为叶城县青少年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宣传爱国主义和国家政策，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13

新疆叶城深度贫困村精
准扶贫项目

5,550,000

结合叶城县脱贫攻坚规划方案，支持建设产业基础设施和购买加工设备，带动 150 户
贫困户就业增收。

14

新疆莎车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设施项目

5,550,000

支持援建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环形塑胶跑道、篮球场、校内无障碍设施和购
买体育设备，直接受益 200 名学生。

15

新疆莎车贫困村精准扶
贫项目

9,050,000

支持叶城县铁提乡尤勒滚加依（8）村、伯西热克乡吾让（10）村建设农产品交易物流
园，扫把加工厂和物资仓储库，带动 80 余户贫困户就近就地就业。

16

广西桂林希望小学援建
项目

200,000

该笔款项为广西桂林希望小学援建项目尾款预算，支持广西桂林灵川县海洋乡中心小
学建设教学楼。

支持蕲春县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有效加速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17

帮扶干部培训班及评估

550,000

18

招商漳州-漳州社区基
金会

5,020,000

19

招商蛇口-第十届国际
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
会

260,000

20

招商蛇口-“未来城市”
论文（国际）竞赛

200,000

21

招商蛇口-支持蛇口社
区基金会发展

500,000

招商局帮扶地区干部培训班是通过发挥了招商局集团在创办蛇口工业区、漳州开发区
等方面的经验，并利用场地、区域开发管理及人才培养的经验和优势，帮助威宁、蕲
春、莎车、叶城广
大干部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漳州社区基金会是我基金会动员招商局系统企业-漳州开发区有限公司利用自身优势
资源，在当地推动成立的社区基金会，现已于 2018 年 8 月在漳州开发区民政局登记成
立，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由企业发起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之一，也是我基金会自支持民间
发起蛇基会后的又一次有益探索。2018 年，漳州社区基金会将重点完善机构内部治理、
推进工作流程化和规范化，并针对漳州开发区低保户慈善救助、大病慈善救助、乡邻
互助之家等一系列延续性慈善公益项目开展资助。未来，漳州社区基金会的有效运作，
将助力漳州开发区社区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峰会自 2009 年发起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九届，以培养气候绿领人才为目标，引导中国
青年与国际青年接轨，成为数千名青年人一年一度的“绿色盛宴”。基金会于 2015 年
开始参与资助该项目，获得了良好反响。2018 年第十届峰会将以“新城•新活•新领袖”
为主题展开，以青年为服务主体，同时邀请来自政府、企业、NGO 等不同领域专家围绕
“生态型城市”、“可持续生活”和“绿领青年”共同探讨未来发展之道。
“‘未来城市’论文国际竞赛项目”前身是“绿色建筑设计竞赛项目”，基金会自 2015
年起开始资助该项目。项目着重培养绿色建筑领域的青年人才实践能力，旨在鼓励青
年设计人才关注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多元的视角、独特的观点、创新的设计，畅
想未来城市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并希望通过各方努力，将竞赛打造成一个促进全球青
年设计创新人才的交流及实现梦想的专业平台。
蛇基会是在我基金会支持下，由蛇口社区民间发起的社区公益慈善组织，于 2015 年正
式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成立。成立三年来，蛇基会在理事会治理、管理制度建设、
项目模式打造、合作伙伴拓展等方面不断完善，成为国内社区基金会的一个典型代表，
为蛇口社区提供公共服务、衔接社区内外资源、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

作用。同时，积极鼓励蛇口居民关注公益，让公益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2018 年，
蛇基会着力提升秘书处团队建设、筹款、志愿者管理、项目专业化、传播及品牌打造
等工作。
南山区交通安全理事会奉行“共创和谐交通环境，共建优良交通秩序”的宗旨，以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为主要方式参与各项交通安全治理工作，积极推动交通安全体系
建设。2018 年活动主要内容有：（1）鼓励积极投身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为防范交通安
全隐患等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2）培养在校学生交通安全常识，提升全
民交通安全防范意识；（3）为在工作中牺牲、负伤、患病、立功和生活困难的交通警
察提供物资支持；（4）其他与交通安全有关的公益事业。
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心唤醒”基金（以下简称“心唤醒”）向我基金会提
出申请。“心唤醒”是由天涯社区、新浪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等多家组织联合中
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旨在通过系列行动，宣传普及心肺复苏急救知识、培训
公众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AED）的能力、推动达成“我救人人 人人救我”的美好社
会愿景。自 2016 年设立以来，“心唤醒”已经陆续开展了“急救侠·救在身边”项目、
“关爱老人，从急救普及开始”项目、全国急救培训导师培养及培训站点建设项目等
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收获公众认可。
海门市总工会职工学校计划挑选有志在重工行业长远发展的青年农民工进行职业提升
培训，帮助其系统掌握专业知识，训练相关的岗位技能，提高农民工技能水平，拓宽
其职业发展空间，使其获得更多的发展可能。2018 年度，计划培训 200 位青年农民工。

22

招商蛇口-向南山交通
安全理事会捐款

400,000

23

招商蛇口-招商安心家
园项目

800,000

24

招商工业-海门农民工
培训

150,000

25

招商港口-关爱留守儿
童亲子夏令营

500,000

用于留守儿童往返深圳的交通、食宿及在深圳活动费用等。

26

招商物流-亿滋希望厨
房

80,000

支持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偏远山区捐建 2 套学校厨房。

27

招商物流-儿童龋病预
防项目

100,000

支持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在偏远地区开展儿童龋齿病筛查、治疗等工作。

28

招商物流-威宁县团委
爱心物资储运计划

150,000

支持威宁县团委仓储、运输社会各界捐赠的帮扶物资或自行采购的救灾或慰问物资。

29

长航集团-对口支援三
峡移民安置项目

600,000

该项目将支持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马宗岭村和下堡坪村各建设一间便民服务
中心，同时配备道路、绿化、图书室、互助养老中心等配套设施。

30

招商局奖学金

2,980,000

通过奖学金形式奖励学校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等院校设立本奖学金，以表彰和奖励
品学兼优的学生加强企业与高校的交流与优势互补，促进校企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工作；
激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弘扬青年学子正能量。

31

招商局助学金

1,250,000

资助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顺利进行学业；在学习困难学龄孩子所在学校建立学习困难
支持中心，服务“学困生”孩子的需要。

32

招商局“灾急送”

2,080,000

参与国内重大自然灾害救助，在灾害状态下，为社会各界提供公益应急物流运输服务，
在非灾害状态下，为专业救灾社会组织提供备灾仓储支持。

33

招商局志愿者行动 2018

3,030,000

鼓励、支持、资助招商局集团各级员工通过志愿者服务方式开展社会公益；开展志愿
者能力建设。

34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0,050,000

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战略合作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将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宝贝箱
——幸福母婴计划、幸福微笑——救助唇腭裂儿童两个优秀项目引入集团扶贫县，二
是共同策划开展“幸福工程”品牌深度合作项目，有力推动帮扶贫困人口在生活、教
育、健康、发展等各方面综合提升。

35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550,000

持续依托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行业伙伴，开展行业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
专业化发展，和议题层面的网络搭建、联合倡导和知识生产，持续推动行业良性发展。

530,000

常规工作方面，支持其深耕资助领域的知识生产、能力建设、网络搭建，我基金会项
目官员积极参与其中；深度咨询方面，协助我基金会品牌项目的资助策略梳理和优化
工作；并在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协助下，发起“活力乡村——中国乡村发展合作网络”。

36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

37

中国好公益平台

220,000

基金会通过支持好公益平台建设，持续关注影响力规模化议题，并聚焦支持内容，资
助好公益平台开展影响力规模化研究。

38

基金会项目官员培力计
划

250,000

与“香港社区伙伴”合作支持基金会一线人员能力建设。

39

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
任促进中心

100,000

作为发起单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行业发展。

40

招商局-幸福家园资助
计划

5,150,000

该计划聚焦中国乡村自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期待通过乡村社区公益项目资助、村民自
组织能力建设等方式，在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同时，实现自组织显性化及能力
提升，推动多元共治，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优化。

41

招商局-幸福田野资助
计划

1,280,000

该计划支持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开展社区、公共、治理等议题的专项研究。

42

招商局-幸福童年资助
计划

580,000

“滇西南乡村幼儿班计划”在龙陵、镇康建立社区自治模式的幼儿班，为 3-6 岁贫困
儿童提供优质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