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公示 

（2019 年度） 

根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研究决定，2019 年度计划实施公益项目 49 项，现予以

公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小计 项目合作方 项目内容 

1 贵州威宁幸福乡村卫生室项目  50,000  
威宁扶贫办、威宁

卫健局 

项目资金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捐赠，由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负责项目管理。2019年度支持威

宁建设村卫生室 168 所，覆盖近 200 个村，降低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 

2 贵州威宁移民搬迁点小学项目  20,000  
威宁扶贫办、威宁

科教局 

项目资金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捐赠，由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负责项目管理。项目援建小学 1

所，解决 3000名适龄儿童的上学问题。  



3 贵州威宁农产品公共品牌项目  1,020,000  
威宁扶贫办、威宁

年农业区划中心 

支持威宁设计区域性农产品品牌形象，支持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申请以及农产品绿色有机认证，提

升农产品品牌竞争力。 

4 贵州威宁教育扶贫项目  1,260,000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

发展中心、佛山市

南海区桂城关爱青

少年协会 

主要针对农村学校开展志愿者乡村支教培训、儿

童夏令营等项目，通过志愿者支教互动、外出参

访的形式开拓教师素质教育思路，拓展学生兴趣，

提升农村地区儿童教育水平。 

5 贵州威宁贫困乡镇精准扶贫项目  3,220,000  

剑河县大山情公益

服务中心、世界宣

明会（中国基金有

限公司）、贵阳市

观山湖区集善联帮

公益技术支持中

心、威宁扶贫办、

善小公益基金会、

威宁卫健局 

主要针对贫困乡镇教师、农户、乡村医生等提供

生活技能培训、生计发展、中西医技能提升等方

面活动，培养乡村技术人员，提升能力，为乡村

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6 贵州威宁农产品冷链扶贫项目  1,220,000  威宁经济开发局 

对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入园的物流企业给予支

持，助力威宁县农产品外销，支持冷链物流企业

发展。  

7 湖北蕲春革命老区贫困村帮扶项目  4,120,000  蕲春扶贫办 

延续性项目，对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的革命

老区贫困村进行精准帮扶，支持开展产业发展、

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改善贫困村落后面貌，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8 湖北蕲春振兴长江经济扶持基金项目  3,010,000  

蕲春李时珍医药工

业园区管委会  

 

支持蕲春完善河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力

提高园区与各道路干线、码头的通行效率。 

9 湖北蕲春贫困乡村社区发展项目  808,000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

中心 

延续性项目，项目涉及两个乡镇 6 个村，计划新

支持成立 2 个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服务，提升

农户养殖技术，带动脱贫致富。 

10 
“招商局·幸福童年”蕲春乡村幼儿

班计划 
 790,000  互济公益基金会 

延续性项目，项目为偏远乡村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覆盖 5个乡镇，运转 16个幼儿班。 



11 湖北蕲春白内障复明工程项目  -    蕲春扶贫办 
延续性项目，为白内障患者解决手术中农村医疗

保险报销比例外的费用。 

12 湖北蕲春“蕲才”项目  6,020,000 蕲春扶贫办 

原计划实施教育扶贫项目，发挥蕲春教育优势，

帮助稳定脱贫成果。后根据蕲春县脱贫摘帽需求，

项目调整为蕲春农村道路建设支持项目、蕲春危

房改造支持项目。  

13 第一书记驻点村精准脱贫项目  1,510,000  蕲春扶贫办 

为巩固石马山村脱贫成效，支持建设厂房，使得

“贫困户得薪金、村集体得租金”，助力石马山

村实现稳定脱贫。 

14 新疆叶城贫困乡镇精准扶贫项目  15,050,000  叶城县扶贫办 

结合叶城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和设备采购，支持产业发展，帮助贫困人口实

现稳定脱贫、不返贫。 

15 中外运股份-“访惠聚”驻村帮扶项目  800,000  叶城县扶贫办 

结合叶城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建设乡村农民物

流园，用于建筑材料、农用品等产品交易，鼓励

支持贫困户创业增收。 



16 中外运股份-欧壤（10）村帮扶项目  600,000  叶城县扶贫办 

结合叶城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建设小家电、小

超市、小理发店、小澡堂、小维修店、小裁缝店

等“十小店铺”支持农户创业，促进农户增收。 

17 
中外运股份-阿亚格喀拉巴格 9 村帮

扶项目 
 300,000  叶城县扶贫办 

结合叶城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建设果蔬自产自

销物流市场，支持建成了拥有 10间商铺的物流市

场，为农户提供商铺、摊位等基础设施，带动农

户增收脱贫。 

18 新疆莎车“十小工程”项目  5,050,000  莎车县扶贫办 

结合莎车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建设“十小商铺”

70 间，农户可自主经营小家电、小超市、小理发

店、小澡堂、小维修店、小裁缝店等，带动贫困

户增收。 

19 
新疆莎车托木吾斯塘乡农产品交易市

场项目 
 5,000,000  莎车县扶贫办 

结合莎车县精准脱贫计划，原计划在叶尔羌街道

办支持建设农贸市场，后经莎车县申请，在托木

吾斯塘镇建设农贸市场，交易市场拥有综合商铺

楼以及水果、蔬菜、花卉等农副产品交易大厅，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营增收。 



20 
新疆莎车孜热甫夏提乡农产品交易市

场项目 
 5,000,000  莎车县扶贫办 

结合莎车县精准脱贫计划，支持建设商城 1座，

内设商铺、摊位等 200 余个，带动贫困户创业就

业。 

21 云南楚雄精准脱贫帮扶项目  5,520,000  

永仁县宜就镇人民

政府、正心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主要开展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发展、教育扶贫等

项目，从乡村文明、社区发展及心理健康教育等

方面开展服务，巩固脱贫成效。 

22 招商局·27°农公益助农项目  1,600,000  / 

创建农产品品牌“27°农”，开发挖掘新产品，

并与其他电商平台开展合作，不断拓宽销售途径。

定期面向全集团 20 万员工举办展销会，推广新

品，结合节庆有针对性地设计适销产品。 

23 招商局帮扶地区干部培训班  820,000  

威宁县、蕲春县、

叶城县、莎车县扶

贫办 

针对威宁、蕲春、叶城、莎车等国家级贫困县干

部开展干部培训班，帮助贫困地区干部更新观念、

开阔视野、拓展发展思路。 

24 新疆叶城县中小学校图书捐赠项目   2,567,550 
叶城县教育局、真

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为叶城县中小学捐赠图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25 
招商交科院-西藏阿里乡村饮水改善

工程项目 
 235,000  

西藏阿里改则县麻

米乡乡政府 

项目由西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局推

荐，为海拔 4700m 的改则县麻米乡热扎村建设一

套饮水设施，帮助该村 157名（幼儿生 30余人）

群众健康、安全饮水。  

26 
招商交科院-重庆山区公路援建项目

（尾款） 
 105,000  

重庆忠县官坝镇政

府 

重庆山区公路援建项目尾款。 项目在重庆市忠县

官坝镇万全社区、关心村两地建设总长度为 7 公

里的村级公路，连接农村公路联网工程，改善群

众出行条件。计划于 2019年内结项。 

27 
招商蛇口-“未来创想”青年气候与城

市智慧启迪计划 
410,000 

广州市越秀区科莱

美特环境保护交流

中心 

延续性项目，原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项

目与“未来城市”国际论文竞赛项目结合设计，

旨在鼓励青年在绿色、节能、可持续城市设计方

面交流和贡献智慧及方案。预算主要用于举办活

动的会务、传播、比赛奖励、专家费用等。  

28 
招商蛇口-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公益

支持项目 
 650,000  蛇口社区基金会 

延续性项目，预算主要用于支持蛇基会开展社区

公益项目：4·23蛇口公益日；志愿者发展计划。  



29 
招商蛇口-向南山交通安全理事会捐

款项目 
 200,000  

南山区交通安全理

事会 

延续性项目，支持南山区交通安全理事会在深圳

市南山区内开展系列交通文明安全倡导教育活

动。  

30 招商蛇口-安心家园项目（尾款）  80,000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心唤醒”基金 

项目尾款，计划于 2019年内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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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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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招商蛇口-深圳市设计互联文化艺术

基金会资助项目 
 880,000  

深圳市设计互联文

化艺术基金会 

深圳市设计互联文化艺术基金会扎根海上世界文

化艺术中心，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开展各类培训

及公益项目，通过培育居民自组织营造社区文化

艺术氛围，把多元的文化艺术带进社区千家万户。

2019 年文化艺术基金会重点组织社区特殊儿童

（自闭症等）公益戏剧演出、文化艺术公共教育、

志愿者培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32 
招商蛇口-中国青少年围棋文化资助

项目 
 1,010,000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

会 

该项目由中国围棋协会与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合

作举办，具体内容包括：（一）在全国 20个城市

举办“蛇口杯”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以下简称“蛇

口杯”），并将该赛事作为 2019 年中国围棋大会

主赛事之一；（二）设置优秀棋手奖金，对在“蛇

口杯”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选手给予奖金激励，

鼓励其继续提升围棋技艺，为传承围棋文化积蓄

力量；（三）举办公益性围棋文化交流活动，促

进围棋爱好者与专业棋手相互交流。 

33 
招商工业-江苏海门农民工就业技能

培训项目 
 210,000  

海门市总工会职工

学校 

支持海门市总工会职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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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项目计划培训 240位青年农民工。  

34 招商工业-招商邮轮工匠班  810,000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

学院 

为进一步激发这些青年学子的专业热情，同时，

培养国家邮轮建造行业的“大国工匠”，武汉船

舶职业技术学院拟在校内开设四个“招商邮轮工



匠班”，选拔出 109 名有志于从事国家邮轮建造

事业的年轻学子进行深度培养。基金会你资助 80

万元，用于资助学生学费、社会实践活动费用及

实践费用。 

35 
招商港口-深圳南山关爱留守儿童亲

子夏令营项目 
 805,000  南山区慈善会 

 延续性项目，资助南山区慈善会联合招商港口

C-Blue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亲子夏令

营项目活动。 

36 
招商漳州-福建漳州社区基金会公益

支持项目 
 2,020,000  

漳州开发区社区基

金会 
支持漳州开发区社区基金会在地开展社区公益。 

37 
招商局上海党委-上海贫困村结对帮

扶计划 
 200,000  

上海奉贤金汇镇行

前村村委会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行前村村委会于 2019 年向

我基金会申请结对帮扶资金 20 万元，用于建设行

前村“生活驿站”服务中心，服务广大群众文化

活动需要；对村困难户进行帮扶慰问，解决生活

需要；同时开展帮扶交流系列活动，助推美丽乡

村建设。  



38 
招商平安资产-向南山区慈善会捐赠

项目 
 200,000  南山区慈善会 

支持南山区慈善会面向全国各地区开展扶贫等领

域的公益事业。  

39 
长航集团-湖北黄冈团风县叶家冲村

机耕桥项目 
 158,000  叶家冲村村委会 

帮助湖北黄冈团风县叶家冲村建设机耕桥，促进

当地农业生产，助力脱贫。  

40 
长航集团-安徽安庆宿松县黄大村茶

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16,000  黄大村村委会 

帮助安徽安庆宿松县黄大村结合该村的茶叶种植

优势，建设茶叶生产基地，助力脱贫。  

41 
招商仁和保险-“7.8”儿童关爱成长

项目 
 240,000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成

立了“中国保险行业 7.8 扶贫公益基金”，我基

金会拟对该基金进行捐赠，聚焦教育扶贫，为贫

困地区中小学生提供成长与成才支持。 

42 招商局奖学金  4,330,000  各相关高校 

“招商局奖学金”项目 2019年拟覆盖 20所学校，

多采用“专项奖励+配套活动”的形式，通过企业

参访、专题调研等配套活动支持青年教师和学子

开拓视野，鼓励青年积极向上、投身专业领域。 



43 招商局助学金  1,500,000  

各相关高职院校、

社会组织、地方慈

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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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灾害响应  3,080,000  壹基金等 

对国内外重大灾害进行支援；对国内专业救灾机

构行动提供“灾急送”公益应急物流运输和仓储

支援。 

45 招商局志愿者行动计划 2019  3,100,000  
相关支持性社会组

织、能力建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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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合作计划  750,000  
北京基业长青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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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合作计划  230,000  
北京方寸至简咨询

有限公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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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与同行共同探讨问题和策略。另一方面，还充

分借助 CDR的专业协助者角色，推动“活力乡村”

网络工作。 



48 中国好公益平台合作项目  230,000  南都公益基金会 

持续透过好公益平台对社会组织乃至行业发展进

行赋能，建设健康公益生态。支持好公益平台探

索形成评估通识性知识，协助社会组织建立项目

自评估体系，在评估方法论层面给行业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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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幸福家园”乡村社区支持

计划  
 5,150,000  

成都蜀光社区发展

能力建设中心、贵

州田野环境与发展

研究中心、成都城

市河流研究会等十

余家社会组织 

以社区共同体培育为核心，主要开展三部分工作： 

一是持续支持一批能够实施参与式工作方法的社

会组织开展社区发展工作，关注项目经验梳理并

输出优秀的社区治理项目模式。二是关注行业可

持续发展，资助专业支持性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

能力辅导及知识输出。三是资助具体社会服务议

题项目，探索社区参与、自组织培育在解决公共

议题中的广阔空间和有效方式，并输出典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