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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理事
会职
务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民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1

12

13

14

15

16

17

朱晓东 男 1972-04-0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刘芳 女 1981-02-17 群众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马艳华 男 1981-09-27 中共党员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黄凤云 女 1965-01-09 中共党员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杨晓莉 女 1966-12-02 中共党员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秦正洪 男 1991-06-2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01-15
2019-01-15

~
2024-01-14

118714.31
全职职工

否 否

罗之 男 1973-03-10 群众 理事 2016-12-09
2016-12-09

~
2021-12-08

0
无

否 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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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2）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专职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 元

张煜 男 1969-01-15 中共党员 本科
秘书处，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

贵州省红十字救护培训指导中
心机关党支部

李绍方 男 1979-03-14 群众 本科
宣传部，部长 无

秦正洪 男 1991-06-25 中共党员 本科
项目部，部长 贵州省演讲与口才协会党支部

王良国 男 1972-11-08 群众 专科
基地管委会办公室，主
任

无

袁发丹 女 1996-11-17 共青团员 本科
秘书处、行政人事办公
室，秘书长助理兼行政
人事办公室主任

无

吴会兰 女 1968-12-03 群众 专科
计划财务部，部长 无

舒秋兰 女 1982-08-19 群众 专科
行政人事办公室，副主
任

无

万开发 男 1992-12-08 中共党员 本科
宣传部，副部长 无

张霞 女 1979-12-20 群众 本科
办公室，副主任 无

武雯 女 1991-12-20 中共党员 本科
办公室，科员 无

陈东东 男 1992-12-29 群众 专科
办公室，科员 无

文显宇 男 1996-08-30 群众 本科
项目部，科员 无

 

 

 

91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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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基本情
况

党组织名称 党组织类型

上级党组织名称 党员总人数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活动情
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
所

活动经费数额
活动经费来

源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群团工
作

是否建立工会 是否建立团组织
是否建立妇

联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是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党小组 其他

中共贵州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指导中心支部委员
会

6 人

柳昌洪 支部书记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办公会

李瑜琳 副秘书长 13985172716

是 元/年100.00 上级组织划拨

1 次 2 次 4 次 12 次

否 否 否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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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

序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负责人身份证号
（护照号码）

使用帐户性质

1

2

3

4

5

序号

是否
成立
专项
基金
管理
机构

专项基金管
理机构人数

本年召开会
议次数

募集资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
是否符合本
组织的管理
制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 信息公开的媒体

1

2

3

4

5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
米

2019-03-01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

公开募捐 袁发丹 5224231996111704
49

基金会基本账户

贵州红十字——东
方骨健康基金

2019-01-28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

公开募捐 袁发丹 5224231996111704
49

基金会基本账户

贵州红十字博爱黔
西桦晨医疗基金

2019-03-15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

公开募捐 袁发丹 5224231996111704
49

基金会基本账户

贵州红十字——夕 
阳康美基金

2019-07-16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

公开募捐 袁发丹 5224231996111704
49

基金会基本账户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
业（生态）扶贫基 
金

2019-08-15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

公开募捐 袁发丹 5224231996111704
49

基金会基本账户

是 3 4 公开捐赠 是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米 博爱云

是 3 4 公开捐赠 是
贵州红十字——东方骨健康基金 博爱云

是 3 4 公开捐赠 是
贵州红十字博爱黔西桦晨医疗基
金

博爱云

是 3 4 公开捐赠 是
贵州红十字——夕 
阳康美基金

博爱云

是 3 4 公开捐赠 是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生态）扶
贫基金

博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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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6095154.57 138530000.00 154625154.5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6095154.57 138530000.00 154625154.5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23574.8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154201579.77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0.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6000000.00 4053000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16095154.57 138530000.00 154625154.5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6095154.57 138530000.00 154625154.5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23574.8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54201579.77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2019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本年度总支出 153989931.4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管理费用

其他支出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的比例）  % (综合三年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

423574.8 0

15671579.77 138530000

0 0

0 0

东莞麦可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0 4550000 贵州红十字“博爱助医——安媛计划”项目

423574.8 0

15671579.77 138530000

0 0

0 0

是 否 是 否

119828989.83

119828989.83

151919949.08

1728845.61

341136.76

126.7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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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6000000.00 40530000.00

深圳市卡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 2980000
贵州红十字——安洤饮水计划（卡
尔冈）

贵州省人民医院 3000000 0
人体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人道救助
基金

贵州紫凡药品有限公司 500000 0

贵州红十字三线企业爱心医疗基
金、贵州红十字——振心基金、贵
州红十字——泌理基金、贵州红十
字——骨利基金

江苏乐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 33000000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米）

贵州泐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0 贵州红十字戒毒防治基金

云南和泽西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0 贵州红十字生命银行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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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0

无

0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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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24)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151919949.08)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米

是 否

2019-03-01

是 否

元33000000

元3300000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米 
“博爱云智慧校园”是《贵州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博爱助学”的重点项目之一。“博爱云智慧校园”依托于物联网和互联网应用
研发，提供云计算、大数据、大互联、大安全、大安防、物联网、边缘计算、人工智能、5G在内的一站式、全方位数字化平台，包含：智慧安全管理云平
台、学校3年服务费、学生证（白卡）、智能学生证、安全闸机、车辆识别、空中课堂（教学软、硬件）、一键报警、校园一卡通设备（食堂、超市、图书
室消费机）、教育局指挥中心等。 
通过“博爱云智慧校园”，可助力各中、小学，搭建集安全监护、亲情联络、名师网络教学、家校管理为一体的智能化校园管理系统，促进“资源、教学、
实训、服务”一体化，实现农村贫困儿童、留守儿童在精准安全防护、亲情交流、网络互动辅导（空中课堂）等方面的多维度大数据功能支持，让山区孩子
能够与城里孩子同步拥抱大数据、信息化时代，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山区孩子“保驾护航”。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助力贵州省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之下的“博爱助学”——精准教育扶贫，贵州省红十基金会联
合江苏乐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实施“贵州红十字——博爱云智慧校园大数据助教计划”，帮助贵州省城乡学校(特别是留守儿童占比
高的乡村学校)，实现区域性的智慧校园管理。 
项目执行计划 
一、筹募支撑“贵州红十字—博爱云智慧校园”实施的款、物、服务;为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子，筹募使用本系统的通话费、流量费。 
二、在全省范围内调查、核实需要帮助的乡、镇学校。 
三、向学校无偿捐赠教育管理系统平台、硬件设备及系统服务。 
四、项目实施后，监督项目实施效果。 
项目预算 
筹募100所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平台、硬件设备及系统服务费用，以每个学生帮扶1000元的智能化产品及综合服务，平均每校帮扶100万元（按1000人/校的标
准计算）的智能化产品计算，共计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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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博爱助医——安媛计划”项目

是 否

2017-08-16

是 否

元4550000

元456500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博爱助医——安媛计划”项目 
在全国贫困面最大的贵州贫困地区，传统的、科技含量较低的人流手术，已造成大量妇女继发不孕、子宫穿孔、羊水栓塞、宫腔粘连等术后严重病患，对妇
女生殖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有的甚至导致瘫痪、死亡，是贵州贫困地区妇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病源之一。 
为此，贵州省红十字会积极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秉承“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维护人的尊严”的宗旨，整合人道资源，与贵州省红十字基金
会、香港永成国际集团等爱心机构，于2017年7月28日共同发起“博爱助医——安媛计划”项目，拟从2017年7月至2020年底，分三个批次，向全省上百家
医院捐赠目前科技含量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由香港永成国际集团东莞麦可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独家研发的“直视人流系统”。为此，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配
套设立了贵州红十字“博爱助医——安媛基金”。 
项目预算 
计划到2020年底，筹募330台设备资金，保底让1000例妇女因“安媛计划”得到“看得到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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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东方骨健康基金

是 否

2019-01-28

是 否

元1164590.03

元689819.58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东方骨健康基金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民群众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国骨病发病率成逐年上升的趋势。骨关节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且女性多于男性。有关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中，有55%的人患有骨关节疾病，有56%的人患有骨质疏松症。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骨病患者已超1亿人。 
其中，风湿、类风湿、股骨头坏死、关节炎、骨质疏松等骨病在贵州最为常见，大量患者因为就医条件或经济困难等各类原因，无法进行规范检查、治疗，
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给自身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因此，作为《贵州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博爱助医”工作的一部分，贵州省红十字会、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贵阳东方骨科医
院、贵州林东总医院、贵州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实施“贵州红十字——东方骨健康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骨病的科普知识宣传
及疾病筛查，并在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设立“贵州红十字——东方骨健康基金”，为全省的贫困骨病患者提供基金救助。 
救助范围 
（1）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患者。 
（2）非贫困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患者。 
（3）残疾患者。 
（4）城市低保户等困难家庭患者。 
（5）城乡60周岁以上老龄患者。 
（6）城市下岗工人、企业职工患者。 
（7）转、复、退军人中的患者。 
（8）城、乡教师中的患者。 
（9）其他需救助、优抚的患者 
项目执行计划 
1、对各类骨伤病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进行筛查。 
2、为在救助范围内并在合作医院就诊的患者提供基金救助。 
项目预算 
从2019年2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筹募1000万元以上，对全省范围内符合公益援助条件的就诊患者，提供每人200元——50000元不等的基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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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博爱黔西桦晨医疗基金

是 否

2019-03-15

是 否

元300440

元50783.37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博爱黔西桦晨医疗基金 
为贯彻落实《贵州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博爱助医”的相关精神精准帮扶、救助贫困病患群众，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黔西桦
晨医院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贵州红十字博爱黔西桦晨医疗基金”。本基金欢迎更多爱心医疗机构、爱心人士参与进来，积极投入到红十
字的人道公益事业之中。 
“贵州红十字博爱黔西桦晨医疗基金”将整合优质的医疗爱心资源，通过进乡村、进社区筛查等活动，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各类型疾病患者进行救助，造福更
多群众。 
救助范围 
1、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患者。 
2、非贫困地区农村低收入家庭患者。 
3、残疾患者。 
4、城市低保、失业、无业人员中的患者。 
5、城乡50周岁以上高龄、老龄患者。 
6、城市困难企业职工患者。 
7、教师、学生及转、复、退军人中的患者。 
8、其他需救助、优抚的患者。 
项目执行计划 
开展各类型疾病科普教育，以人道公益救助为抓手，对城乡尤其是广大农村贫困患者进行免费筛查，提供基金救助，帮助更多患者得到科学、及时的治疗。 
项目执行预算 
2019年3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之间，每年拟救助500名以上符合条件的各类病症患者，原则上每例资助额度在500元至20000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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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生态）扶贫基金

是 否

2019-08-15

是 否

元500410

元399228.9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生态）扶贫基金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生态）扶贫基金”是一支以推进生态农业可持续化发展为目标，以绿色、安全、环保为宗旨的人道公益扶贫基金。 
贵州是全国贫困面最大的省份之一，“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任务艰巨。《贵州省红十字会事业（2016—2020）年发展规划》明确:在“十三五”期间，
启动“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扶贫计划”，以设立“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扶贫基金”为抓手，帮扶一批绿色生态农业产业龙头示范户。基于此，贵州省红十字
基金会整合珠海市清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贵州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四川崇州美丽乡村创新研究中心、宜昌市乡村振兴联盟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共同
发起  “贵州红十字智慧农业（生态）扶贫基金”，拟利用清宇公司在全国独家拥有的高科技生物专利技术，助力消除贵州水、土中的重金属、农药残留等
污染，同时为贵州发展绿色、有机、生态特色种植、养殖，开展环境治理、水土治理、生态修复的贫困山区农户、企业提供人道公益基金帮扶。 
帮扶范围： 
（1）具有潜力发展生态农业种植、养殖的地理区域水、土治理。 
（2）种植生态农作物，开展生态养殖的贫困户及需要支持的乡镇、企业、合作社。 
（3）进行生态农、牧产品深加工的贫困户及需要支持的企业与合作社。 
（4）进行生态农产品的跨境流通、互联网营销等活动，带动脱贫攻坚的个人、企业与合作社。 
（5）较大规模生态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项目执行计划： 
（1）对有潜力发展成为生态种植、养殖农业基地的土地、河流、湖泊、水库的运营主体，包括种植、养殖农户、农业合作社、村镇农场、农业企业等，提
供基金补助。 
（2）对有产业脱贫带动潜力的种植、养殖农户、企业、合作社，在博爱云平台，其它电商平台、新闻信息平台进行农产品售卖时，提供宣传补助。项目预
算： 
从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底，首批筹募100万元以上，在全省范围内扶持10个以上智慧农业（生态）扶贫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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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十字肿瘤筛查计划

是 否

2019-07-10

是 否

元81601476

元81601118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十字肿瘤筛查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爱全民健康、关注癌症防治的相关精神，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2020－2024年）》等，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秉承“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的宗旨，联合“无癌中
国我的梦”公益大行动组委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肿瘤防治委员会、吉林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共同发起了“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
十字肿瘤筛查计划”，并设立“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十字肿瘤筛查基金”，拟通过在全省开展进乡村、社区等活动，为16至74周岁的群众进行防癌抗癌科
普宣传、肿瘤筛查等活动，让患者早发现、早治疗。 
项目执行计划 
1、活动秉承红十字“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的宗旨，遵循公开、透明、有效准则，依靠社会力
量，催生社会效应；做到总体布局、捐赠人意愿、受助人需求相统一。 
2、筛查药具通过“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十字肿瘤筛查计划”贵州服务处，捐赠到相关地区和受助群众手中。 
3、本计划设立专项基金，并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开筹募肿瘤筛查检测平台服务卡费用；捐赠单位可以向定点扶贫地区、有业务往来地区及贫困群众定
向捐赠；捐赠人没有指定捐赠地区或群众的，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安排统一捐赠。 
4、活动实施过程中，基金管理委员会将捐赠信息及时、完整、准确地报告给捐赠人，并通过“博爱云”及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网站向社会公示，邀请捐赠
人参与和监督。 
项目预算 
“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红十字肿瘤筛查计划”肿瘤筛查药具为免费发放，通过审核的受助人每人可获得一套价值7960元的药具（可使用五年）。但筛查过程
中部分工作需要借助“肿瘤筛查监测平台”开展，期间会产生一定费用。为切实降低群众负担，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的健康，特动员广大爱心机构、爱心人
士，为接受筛查的人员捐赠“肿瘤筛查监测平台服务卡”（该服务卡含五年平台服务费，包括专家咨询服务、健康档案保存、筛查结果指导上传，筛查结果
监测、分析、提醒，20次药具的物流费用等），每人每张“肿瘤筛查监测平台服务卡”费用为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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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博爱助医·华夏老人康复基金

是 否

2017-03-01

是 否

元562903

元551367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博爱助医·华夏老人康复基金 
为支持以“人道、博爱、奉献”为宗旨的红十字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助力“老有所依”民生目标的实现，助力贵州省的脱贫攻坚工
作，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贵州华夏医院集团等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设立“博爱助医·华夏老人康复基金”。 
项目执行计划 
一、调查、了解、核实救助对象的年龄、收入等基本情况。 
二、针对贵州省范围内国家、省级贫困县的参保老人，非贫困县的离、退休贫困老人，确有困难、能提供困难证明的城镇参保居民中，患有颈、肩、手、
腰、腿、膝等骨科疾病的，在进行基本治疗时，实施基金补助。 
项目预算 
由基金管委会对接受救助的老人住院期间的基本医疗费用进行核算，扣除城镇医保报销后，如实对个人自付部分进行审核、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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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基金

是 否

2017-06-05

是 否

元2140351.7

元2716240.61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基金 
癫痫（俗称羊角风、羊癫疯、母猪风）是神经系统疾病中仅次于脑卒中的第二大疾病。由于癫痫病发病突然，发作形式多样，发作时的症状比其他疾病严 
重，所以，公众对癫痫病患者存有较大的偏见和歧视，造成癫痫病患者受到遗弃或过度保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1000万癫痫病患者，并且每年正以
40多万新增病人的速度递增，其中，青少年发病率较高。我国上千万的癫痫病患者中，约有600万是活动性癫痫病患者。贵州约有24万癫痫病患者，但就诊
率却不到40%，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癫痫病认识不足，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家庭无力进一步检查病情。为救助更多的癫痫病患者， 在2017年6月28日第十
一个国际癫痫关爱日，由贵州省红十字会主办，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贵阳颠康癫痫病医学研究院等机构承办的“银杏癫痫病康复计划”正式启动。根据计
划，“贵州红十字银杏叶志愿服务队”深入贵州贫困山区，持续开展癫痫病筛查及救助工作。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为此专门设立了“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基金”，配合“贵州省银杏癫痫病康复计划”，为全省患有癫痫病的贫困群众提供救助。
项目执行计划 
1、“银杏癫痫病康复计划”在全省展开癫痫病科普知识教育，并以“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基金”为平台，以人道公益救助的形式，帮助更多癫痫病
患者得到科学有效的治疗，恢复健康，融入社会。 
2、已成立“贵州红十字癫痫病患者康复基金”管理委员会，将调查、核实救助对象具体情况，向贵州省范围内贫困地区农村家庭、非贫困地区农村低收入
家庭、残疾人、城市低保户等困难家庭癫痫病患者提供医疗救助。 
项目预算 
符合公益援助条件的患者在治疗时，可获得1000元——5000元不等的救助金，用于支付在治疗期间所产生的城镇、农合医保之外的个人自费部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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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公益助力足球梦 足球知识进校园

是 否

2017-11-16

是 否

元580460.92

元1194612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公益助力足球梦 足球知识进校园 
在贵州贫困地区，目前还有很多中小学校没有足球装备，没有运动规范，更没有相关知识技巧，“踢足球”成了一种奢望。为此，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拟以
贵州省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为帮助对象，开展“公益助力足球梦，足球知识进校园”教育扶贫捐赠活动，培养贫困地区中小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及提高足球技术
水平，让足球成为教育、体育扶贫的工具。希望各单位及社会公益爱心人士，助力贵州青少年足球事业的发展，助力更多青少年圆“足球梦”。 
项目执行计划： 
由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发起专项募捐，捐款用于购买青少年教学训练专用足球（品牌:优诺，价格158元/个）、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足球》系列丛书 
（每组九本，价格178.20元/组），捐赠一套合计336.2元。按需求集中定点定向免费配发给全省贫困地区学校。 
项目预算： 
2020年底，计划筹募187万元，购买5556套书籍和足球，惠及5万名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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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共圆中国梦 守护安全行”

是 否

2018-04-15

是 否

元639267.2

元96465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共圆中国梦 守护安全行” 
由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贵州省红十字会救护培训指导中心、贵州省婚姻家庭建设协会共同发起，倡议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机构共同参与的“共圆中国
梦，守护安全行”安全防护书包捐赠活动在全省范围拉开序幕。 
此次活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维护人的尊严为宗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募集
善款，向中小学生捐赠安全防护书包、安全知识读本及医药应急包。 
一、活动目的 
捐赠活动以守护少年儿童上学路上的安全、提高孩子安全素质、减少意外事故发生、促进少年儿童安全健康成长、共建和谐贵州、共圆中国梦为目的。 
二、活动主题 
共圆中国梦 守护安全行 
三、受益对象 
全省少年儿童。侧重于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集中地区的中小学生。 
四、活动内容 
1、捐赠安全防护书包+《全民安全素质提升工程普及读本---少年儿童安全教育手册》丛书 + 应急包 
安全防护书包具有防交通意外、防溺水、紧急呼救、减轻磕碰伤害和保健护脊等功能，可以在孩子上学路上遇到危险时提供必要的防护。随赠《全民安全素
质提升工程普及读本---少年儿童安全教育手册》之《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卫生安全》《出行安全》《校园安全》《饮食安全》《居家安全》《着装
安全》《游戏安全》《危险自救》10本图书和具有清创消毒、止血包扎功能的安全应急包1个。每套295.0元。 
2、开展安全应急救护培训等活动 
本项活动除了赠送安全防护书包和安全图书外，还计划在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后，对孩子们进行安全应急救护培训，并将孩子们已经掌握的安全知识和技
能，通过游戏、竞赛、实操演练等形式进行展示，推广这一全新的、科学的、趣味化的安全教育实践体验，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会安全，在行动中掌握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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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奉腺基金

是 否

2018-12-01

是 否

元120

元6040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贵州红十字——奉腺基金 
作为《贵州省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博爱助医”工作的一部分，贵州省红十字会、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贵阳中医甲状腺医院等
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实施“贵州红十字——奉腺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甲状腺疾病的科普知识宣传及疾病筛查，并在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设立“贵州
红十字——奉腺基金”，为全省患有甲状腺疾病的贫困群众患者提供基金救助。 
项目执行计划： 
在全省展开甲状腺疾病科普知识教育，以人道公益救助为抓手，对全省城乡尤其是广大农村贫困患者进行免费筛查，提供基金救助，帮助更多甲状腺患者得
到科学、及时、有效的治疗。 
项目预算： 
对符合公益援助条件的就诊患者，提供1000元——5000元不等的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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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抗战老兵关怀计划

是 否

2019-08-30

是 否

元1918942.9

元1698279.41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2018年3月12日，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饱含深情地说:“必须做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该保障的要保障好，该落实的政策
必须落实，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民政部、财政部下发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中也提到：将向部分健在的抗战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5000
元，补助范围涵盖4类，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在乡复员军人和残疾军人；移交政府安置的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离休干部、无军籍职工；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
党军队服役，后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的在乡复员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后回乡务农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 
目前，我省健在的抗战老兵约有200多人，平均年龄90岁以上，许多生活在较为偏僻的农村。2015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抗战老兵的优抚政策，但因为
档案缺失及各地实施细则不同，仍有不少抗战老兵亟待关注。 
因此，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等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贵州红十字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集聚更多爱心机构、爱心
人士的力量，尽最大努力解决老兵实际生活问题，减轻他们衣食住行及医疗上的负担。同时，希望发动和感召更多人参与到关怀老兵的公益行动中，形成全
方位的慰问机制，让曾经的英雄们能够安享晚年。 
关怀对象 
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止的十四年抗战中，被编入战斗序列或其他军事单位投入战斗，从事文职、后勤、情报、医疗等
工作，并实际参与了包括前线、后方和沦陷区对日、伪直接或间接军事行动的幸存抗战老兵。 
2、享受离休待遇或退休金、民政优抚、政府援助金、相关公益机构固定资助的抗战老兵不纳入本项目对象范围。如重病或家庭贫困的抗战老兵，经申请通
过审核后可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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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爱尔光明基金

是 否

是 否

元0

元9783.01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目前我国近视人口超4.5亿，几乎平均每三人中就有一个是近视眼，大多伴有眼部疾病。 
贵州省约有37万视力残疾人，因视力残疾，给个人生活及个人身理和心理造成巨大的负担。 
本基金旨在对贫困患者实施医疗基金救助；同时，为促进我省眼角膜捐献人道事业，对眼角膜定点捐献志愿者困难家庭进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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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安洤饮水计划

是 否

2018-04-01

是 否

元3000000

元300989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水为万物之根、生命之源，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是健康生活的重要保证，饮水安全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广范关注的问题。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社会
中，由于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等，日趋加剧了水质污染的现况，已对人类的生存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成为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
大障碍。据世界卫生组织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人类疾病已有80%的比例是因为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导致的。由国际自来水协会统计，全球每年因饮用
不卫生的水造成全球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因此，水污染被称作"世界头号杀手"。 
项目预算： 
计划筹募3376.9万，惠及贵州省域7538贫困户。 
项目执行计划：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拟分5个批次，3年时间，对7538贫困户进行捐赠，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饮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在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设立的“贵
州红十字——安洤饮水基金”为平台，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家庭、医疗站、敬老院、学校、“博爱家园”项目点免费赠送净水设备，并提供设备安装、演示等
服务；对符合补助条件的群众提供“安洤饮水基金”申报、补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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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博爱法援·人道法律援助基金”

是 否

2017-11-19

是 否

元400000

元20000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博爱法援——人道法律援助基金”由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贵州省青年法学会、贵州省建设工程房地产法学研究会、贵州金融法学研究中心、贵州钝初
律师事务所共同设立，旨在帮助贫困群众、困难企业解决涉法问题，维护自身权益，防止“因诉致贫、因诉返贫”。  
项目执行计划 
一、调查、核实求助对象具体情况。 
二、接收救助对象涉诉材料。 
三、对接法律专家团队进行法务咨询。 
项目预算 
计划救助500例个人或单位，为每例提供价值2000元的省内知名法律专家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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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贵州红十字“博爱心语”少儿心理学口才学师资培训

是 否

2017-10-19

是 否

元0

元48970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由于师资力量欠缺，交流渠道狭窄，亲情关爱缺失等等原因，贵州贫困山区贫困家庭孩子拙于表达、自卑感强、心理自闭的情况较为普遍，他们往往难以向
外人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与同龄人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显性与隐性的现实差距，自己的压抑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内心容易产生严重的自卑感和受挫情绪。亲
情呵护的缺位、表达能力的欠缺、自卑导致的自闭，使在缺乏温情的状态下长大的孩子，不懂得去享受爱，去关爱别人；心理疏导的缺失，孩子缺乏应有的
鼓励和肯定，导致对生活、学习自信心严重不足。为此，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华语演讲口才协会联盟、贵州省演讲与口才协会、贵州省婚姻家庭建设协
会共同发起贵州红十字“博爱心语”少儿心理学口才学师资培训，拟筹募100万元资金，为贫困山区幼儿、小学教师提供30场以上口才学、心理学培训，确
保受益教师200人以上，受益儿童达到1万人。 
项目执行计划 
一、调查、了解、核实救助对象具体情况。 
二、组织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深入贵州贫困山区，为当地教师、学生进行培训。 
三、通过项目实施，培养贫困家庭孩子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语言沟通、心理调适、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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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
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博爱云

是 否

是 否

元0

元1240964.1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博爱云”是贵州省红十字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信息化建设的相关精神，根据贵州省委、省政府“大扶贫、大数据”战略，以提高红十字会人道资源动
员能力，打造红十字会品牌影响力，提升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增强红十字会核心业务信息化支撑能力为目标，搭建的人道公益大数据综合服务SAAS云平
台。是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红十字会人道资源动员模式的积极举措，是对新时期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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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本年度开展了（0）项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受益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简述：

是 否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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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他
组织资助给受益

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务
和实施慈善项目
发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贴
和保险

使用房屋、设
备、物资发生的

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

计、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33000000.00

4565000.00

81601118.00

合计 119151476.00 119150000.00 0.00 0.00 16118.00 0.00 119166118.00

博爱云智慧校园·骆米 33000000 33000000 0 0 0 0

贵州红十字“博爱助医
——安媛计划”项目

4550000 4550000 0 0 15000 0

 无癌中国我的梦·贵州
红十字肿瘤筛查计划

81601476 81600000 0 0 11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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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的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

（七）由慈善组织(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2019年度共参与 单慈善信托。其中，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 单慈善信托，作为委托人设立 单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名称 慈善信托目的 委托人 共同受托人（如有） 监察人（如有） 2019年总支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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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慈善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的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
慈善信托名

称
慈善信托目

的
截至2019年底慈善信托
实际到账总金额（元）

2019年慈善信托实
际到账金额（元）

2019年本慈善组织委托慈善
信托资金到账金额（元）

其他委托人
（如有）

受托人（如有多个受
托人，均需要列出）

监察人（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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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贵州省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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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计

其他应收款：

合计

无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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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合计

其他应付款：

合计

无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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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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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单位：人民币

项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18820570.39 154625154.

会费收入 2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100000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其他收入 9 8419.44 19852.12

收入合计 11 3276969.97 116552019.86 119828989.83 1510367.99 153134638.70 154645006.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17024253.60 151919949.

（二）管理费用 21 1231427.31 1728845.6

（三）筹资费用 24 217422.02 341136.76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4862921.47 113610181.46 118473102.93 3046253.50 150943677.95 15398993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资产 4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1355886.90 655075.24

3268550.53 115552019.86 1490515.87 153134638.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00000 0 0

0 0 0 0

8419.44 0 19852.12 0

3414072.14 113610181.46 976271.13 150943677.95

1231427.31 0 1728845.61 0

217422.02 0 341136.76 0

0 0 0 0

0 0 0 0

-1585951.5 2941838.4 -1535885.51 21909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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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账款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一年以
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应收款项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合计 0.00 0.00 0.0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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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

（六）应付账款及客户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合计 6627.07 13932.95 9850.00 10710.02 --

计提的工会会费 6627.07 13932.95 9850 10710.02 计提的工会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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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机关在2018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过

2、已通过评估 ，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年到 年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二)评估情况

(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其他

(四)行政处罚情况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是 否

4A 2017 2022

是 2020-01-19
贵州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贵州省税务局、贵州省民
政厅

黔财税〔2020〕4号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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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实体名称 设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工商登记类
型

被投资
实体注
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组织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投资资产
占本组织
总资产比

例

与本组织的
关系

核算方法

1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无 2020-06-19 无 其它 0 0 0 0 0 非控制 成本法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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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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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王元林

贵州省红十字基金会在2019年度工作中按照规章制度正常开展工作。

2020-06-19

第40页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