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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总结 

及 2015 年工作要点 

 

在 2014 年，基金会在省、市残联的重视和正确的领导下，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有关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下，本着弘扬人道，

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精

神，围绕改善残疾人生活、增进残疾人福祉、大力宣传残疾人事业，

积极开展各项慈善公益活动，今年我会为残疾人福利事业共筹得人

民币 312 多万元（含实物折价），物资 1.5 万件，用于残疾人康复、

教育、宣传、福利等方面共 352.8 万元。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募捐情况 

（一）筹集捐款情况 

1、“两岸情 天使心”助残活动的开展。在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等单位共

同举办了“两岸情 天使心”助残募捐活动，筹得善款成立“天使心”

助残基金在 2015-2016 年帮助有身心障碍的儿童和家庭。本次活动

我会共收到捐款 351 万元（其中 2013 年收到捐款 132 万元，2014

年 219.6 万元），在 2014 年，在“天使心助残基金”拨出 90 万元开

展了“身心障碍家庭相见欢”、“身心障碍家庭父母成长讲座”等活

动，服务了残疾孩子及家长 1000 多人次，扶持了 300 个家庭 ，并

培育 300 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参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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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助广州市慈善项目推介会的平台，为广州康复实验学校脑

瘫儿童设计项目。在 6 月份，我会参加了第二届广州市慈善项目推

介会，借助这个平台，我会为广州康复实验学校设计“完善广州康

复实验学校脑瘫儿童 ST 语言治疗训练室项目”，并在推介会专场主

题活动、台资企业举办的“天使心”慈善活动上进行推介和展示，

获得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万元捐赠，为该校脑瘫和各类

肢体智力障碍学生提供了语言沟通和肢体运动训练的支持。 

3、做好中介服务，对于有特殊困难残疾人，寻求社会热心人士

对他们进行帮助。我们联系了丛海燕、崔超凡、郑先生及广州通用

自学考试辅导学校等热心人士捐赠 4.4 万元，以“一对一”、“一

对多”的形式定向帮助残疾孩子和残疾人家庭子女读书生活费共 132

人次。 

 (二) 筹集物资情况 

在 2014 年，我会共募集物资 1.5 万件。在助残日、传统佳节期

间，联系了旺旺集团合共捐赠 6000 箱价值 34.7 万元的食品；在中

秋、国庆节来临之际，联系广东粤微食用菌技术有限公司捐赠 4,154

个价值 62,310 元的月饼；联系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

云山制药总厂捐赠了价值 45,396 元的药品给广州市残疾妇女协会；

联系电装集团捐赠 40 台价值 52,416 万元的轮椅给我市的肢体残疾

人； 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爱心企业共同合作开展“经颅磁

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目”，项目采取定向捐赠与配套资金相结合 1:1

的方式，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我会捐赠家庭儿童型 RTMS 经颅磁

（脑病）治疗仪 20 台，价值 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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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物资使用情况 

（一）资金使用情况 

我会募集的基金使用一贯坚持按照《基金管理办法》遵守执行，

本着取之民，用之于残疾人的原则，专款专用，并接受有关部门和

社会监督。今年我会共拨出 352 万元（其中捐款 287 万元，实物折

价约 65 万元）用于残疾人就业、扶贫、体育、宣传等方面（详见 2014

年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收支情况）。主要支出如下： 

1、 资助广州市残疾人专门协会公益项目。我会在 2014 年再投

入 30 万元，结合 2013 年该项目结余资金 3.7 万元， 合计约支出约

33.7 万元资助广州市盲人、聋人、肢残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精

神残疾人及亲友、残疾妇女协会等开展与协会宗旨相符的各类残疾

人公益项目，共服务帮助残疾人约 3300 人次，其中残疾妇女协会举

办了残疾人家庭亲子分享会和拉力带体操课程等 5 个项目，服务帮

助残疾妇女约 600 人次；聋人协会开展聋人手语培训班和拍摄聋人

微电影等 3 个项目，服务帮助聋人约 800 人次；盲人协会举办盲人

歌咏及体育运动会等公益活动，服务帮助盲人约 260 人次；智协组

织残疾人参观动物公园、学习环保知识等 3 个活动，服务帮助智力

残疾人及其亲友共约 1000 人次；精协举办了精神障碍患者及亲友才

艺作品展览等 3 个活动，服务帮助精神残疾人及亲友约 500 人次；

肢残人协会举办关爱尿失禁重度残疾人护理专家在身边等2个项目，

服务帮助肢体残疾人约 400 人次，以上这些项目设计反映了残疾人

的需求，具创新性，既丰富了残疾人的文化生活，也推动残疾人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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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翅南天碧空 点亮幸福之梦”专项基金帮扶残疾儿童及

残疾儿童困难家庭。在 2013 年，我会举办“展翅南天碧空 点亮幸

福之梦”筹款活动，共筹得捐款约人民币 48 万元。根据该活动制定

的资金使用计划和比例及 2014 年度工作计划，支出 33.6 万元，其

中资助在三九脑科医院治疗的 10 名重症残疾儿童；资助广州市海珠

区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组织 150 位志愿者以一对一帮助 135 户残疾

儿童家庭；资助广州市人人社会服务中心开展“为折翼的天使插上

翅膀—治疗师一对一帮扶贫困残疾儿童智力康复治疗公益项目”；资

助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展翅计划—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治疗公益项目和

为残疾儿童及家长提供心理支持项目; 以及资助26名广州市各区贫

困残疾儿童读书生活费用。 

3、在 2013 年省福利彩票公益金及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捐赠中，资助广州康复实验学校完善脑瘫儿童 OT、PT、ST 治疗

室公益项目 20 万元。 

4、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及爱心企业共同合作开展“经颅

磁脑瘫儿童康复救助项目”，项目采取定向捐赠与配套资金相结合

1:1 方式，基金会配套出资 9万元人民币配套 20 台经颅磁治疗仪。 

5、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对口援藏工作的指示

精神，以及广州市协作办“关于商请捐赠残疾人器材有关事宜的函”

的要求，我会与市残联共同开展支援西藏对口帮扶波密县残疾人项

目，向波密县残疾人捐赠一批残疾人辅助器材，项目总费用约 24 万

元。 



 5

6、根据《广州市残联帮扶五华县华城镇新兴村“规划到户责任

到人”扶贫开发 2013-2016 年工作规划》（穗残联〔2013〕162 号）

的工作安排及五华县华城镇新兴村民委员会提交的扶贫项目，我会

在2014年帮扶资助该村2014-2015年度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助学金

和贫困残疾人家庭住房改造，资助金额合计约 20 万元。 

7、资助残疾人杂志《广州 D视角》，全年办刊费用约 20 万元。 

（二）物资使用情况（见下表） 

我会继续以帮助困难残疾人为目的，募集残疾人所需的生活物

资，并根据需要作及时转送。一年来，我会共将募集所得的物资约

1.5 万件，实物折价约 65 万元全部捐赠给残疾人及残疾人福利机构。

（详细见下表） 

捐赠物品单位 
捐赠物品

名称 
数量 

单

位 

实物折价

(元) 
受赠单位 

广州市方心服装有

限公司 
围巾 1300 条 36,400.00 

广州市春节慰问残疾人家庭、广州市康智

乐务中心、广州市残疾人专门协会、广州

市人人社会服务中心等 

赵悦利 轮椅 21 辆 1,050.00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专为残疾

人设置）、扶贫慰问（河口村）残疾

人等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白

云山制药总厂 

阿莫西林

胶囊 
1500 盒 18,900.00 广州市残疾妇女协会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白

云山制药总厂 

头孢丙烯

分散片 
720 盒 26,496.00 广州市残疾妇女协会 

广州市大旺食品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食品 2767.5 箱 133,629.28 

广州市残疾人安养院、广州市康宁农

场、广州市残疾体育运动中心、广州

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心、广州市利康

家属资源中心等 

大卫老师与众学生 轮椅 30 辆 8,250.00  广州市肢残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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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大旺食品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食品 1251 箱 125,042.91 

扶贫慰问新兴村、黄屋村、广州市残

疾人展能中心、广州市康复实验学校、

广州市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广州市

残疾人专门协会等 

广东粤微食用菌技

术有限公司 
月饼 4154 个 62,310.00 

广州市残疾人安养院、广州市康宁农

场、广州市康宁果场、广州市残疾人

专门协会、广州市康园工疗站服务中

心、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等 

热心人士 
移动数码

音响 
261 台 7,830.00  广州市盲人协会 

广州市大旺食品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食品（仙

贝物语） 
847 箱 38,104.00 从化市残联 

力德教育机构家长 书籍 74 套 972.20 广州康复实验学校 

电装集团 轮椅 40 辆 52,416.00 广州市残疾妇女协会 

广州德馥行贸易有

限公司 

无纺环保

袋 
1000 个 3510.00 

“爱心满花城”—广州市助残服务周

及春节慰问 

广州市大旺食品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食品 1233 箱 50203.35 “爱心满花城”—广州市助残服务周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 

RTMS 经颅

磁家庭实

用型治疗

仪 

20 台 90000.00 
广州市各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广州市

残疾人安养院、广州市康复实验学校

三、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我会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设立信息员专人负

责信息工作，把我会财务、募捐活动、接受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及

日常动态等信息真实、准确、及时、有效地在基金会网站上进行披

露。在今年 9 月我会接受了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考查

和监督，市慈监委认为我会近年来的捐赠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符

合公益事业捐赠的有关法规，做到了信息及时公开、数据清晰明确。 

四、存在不足 

目前我会存在公益项目设计创新不够，推广慈善、募捐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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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社会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提高的不足。今后我会需要加强工

作人员业务创新能力和慈善营销能力的培训，提升我会的竞争力。 

五、2015 年工作要点 

（一）做好 2015 年春节慰问、扶贫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及广州市

残疾人服务机构的工作。 

（二）在 3月完成基金会年检工作。 

（三）在 3 月接受澳大利亚魏基成先生为听力障碍者免费赠送

模拟式助听器。 

（三）在 4月举办“资助 2015 年广州市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公益

项目”评审会。 

（四）在 4 月至 9 月，设计推出基金会助残项目，举办“集善

广州 情系残疾人”助残募捐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热心企业认捐，

争取更多社会资助资金。 

（五）在助残日、传统佳节期间，联系企业捐赠物资给我市残

疾人。 

（六）实施 2015 年天使心公益项目。 

（七）资助和监督各残疾人专门协会公益项目实施。 

（八）与残联共同做好对口扶贫工作。 

 

二〇一五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