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公示

（2016 年度）

根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决定，2016 年度计划实施公益项目 36项，现予以公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合作方 项目预算 项目内容

1
招商局帮扶干部培训

（威宁班）
威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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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广大干部更新观

念、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2 威宁乡村支教计划
北京为华而教公益发展

中心、威宁县教育局
800,000

本项目选拔、输送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威宁县师资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小学校支教两年，以改

善合作学校的师资和提升教学质量。

3
“招商局·成长小剧

场”公益支持计划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关爱

青少年协会
500,000

基金会工作团队在梳理过往“草海生态教育（草海夏/冬令营）”项目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

了项目框架并进行品牌升级，更名为“招商局∙成长小剧场”。旨在探索为贫困山区小学阶段儿

童提供体验式公益教育课程服务，组织教师及家长开展教学交流活动和亲子工作坊，全方位营

造良好的支持环境，促进乡村儿童心智健康成长；同时为集团员工及其家属参与志愿服务提供

一个持续性平台。

4 威宁精准扶贫项目
贵州省威宁自治县人民

政府
10,000,000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本项目以“修(起)房子、

美寨子、增票子、出学子、强身子”为方向，帮助威宁实现精准脱贫目标。

5 蕲春长江码头项目 蕲春县人民政府 14,000,000
蕲春拥有 32 公里的优质长江岸线，但是尚无等级标准的长江码头。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蕲春实

施长江经济战略，以建设长江码头为龙头，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加快脱贫步伐。

6
招商局帮扶干部培训

（蕲春班）

蕲春县人民政府扶贫开

发办公室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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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蕲春广大干部更新观

念、开阔视野、拓展思路。



7
幸福新村农副产品交

易市场

蕲春县青石镇人民政

府、青石镇大屋村村民

委员会

4,620,000

湖北蕲春县大别山区搬迁扶贫始于 2013 年，当年捐赠资金 460 万元，资助青石镇大屋村

建设、安置贫困户 126 户，于 2014 年 5 月建成。蕲春幸福新村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项目是

在大屋幸福新村项目基础上，加大帮扶力度，进一步探索扶贫新模式，希望通过扶贫资金

折股量化的方式，探索资产性收益扶持制度。

8
蕲春小母牛乡村社区

综合发展
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 1,000,000

本项目以发展畜牧业改良农村贫困人口生计和建立互助小组提高社区凝聚力为重点，为蕲春县

4个项目村的 1020 户贫困农户提供礼品牲畜和技术培训，帮助其增收脱贫，实现社区可持续发

展。

9 蕲春新希望幼儿班
互满爱-人与人云南办

事处
500,000

项目在蕲春贫困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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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还强调社区自治，幼儿班由家长委员会参与管理，教师由互满爱提供培训。

10 蕲春劳动力转移 黄冈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500,000
蕲春劳动力转移以校企合作的形式开展，在黄冈第二高级技工学校设立“招商局物业冠名班”，

培养物业管理工程专业适用型人才。

11 龙海市四村扶贫项目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社会发展局
1,248,000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石坑、店地、白沙、大径、凌波五个社区。其中，前四个社区

居民基本上为原住民，这四个社区中一些低保户的贫困问题较为突出，其生活远远低于一般社

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通过本项目，对开发区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户进行生活救助，改善其生

活水平。

12 感动华园 华南理工大学 200,000
本项目通过在校园里开展“寻找身边的感动”活动，广泛征集感动人物/事迹。再经过集体讨论、

民主投票表决的方式，最终确定当年度十大感动校园大学生年度人物，以传播社会正能量。

13 绿色建筑设计竞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 200,000

“绿色建筑暨第五届太阳能建筑设计大赛”是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单位主办的专业性设计大

赛，大赛主要对象包括国内外各高校在校学生、国内外相关科研、咨询和设计单位。绿色建筑

设计大赛秉承的宗旨是在建筑学科教育体系，培养和激励学生在绿色、可持续建筑方面的创新

设计能力。



14 国际青年气候峰会
广州市越秀区科莱美特

环境保护交流中心
200,000

“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International Youth Summit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简称：IYSECC）”是由一群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能源发展、气候变化议题的中国青年人

联合发起，探讨青年一代如何更好地迎接全球绿色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峰会旨在完善青

年人的价值体系，引导服务社会、积极行动的价值观，激发青年的社会责任感，鼓励青年在全

球化的环境问题面前有所作为，为青年在绿色变革中取得的成果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促进

国际、国内青年的交流与合作。

15
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

支持计划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

基金会
300,000 支持深圳市南山蛇口社区公益活动。

16
上海奉贤金汇镇结对

帮扶第三轮

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行

前村村民委员会
150,000

上海奉贤金汇镇结对帮扶项目主要帮助行前村村民委员会开展党建活动、困难群体慰问、村级

基础设施建设及援建水果基地等内容。

17
共铸蓝色梦想-关爱留

守儿童亲子夏令营
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 400,000

资助深圳市南山区慈善会，与深圳蛇口港口运营中心合作，在暑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亲子夏

令营活动”，邀请港口员工子女来深圳参加亲子夏令营活动，并借此机会让员工子女及家属了

解码头工作环境和情况，体验深圳海滨旅游城市的魅力。

18
“乡邻互助之家”公益

行动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社会发展局
190,000

该项目以漳州开发区白沙社区为试点，以社区内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孤寡、重病老

人，失亲、留守儿童。通过成立“乡邻互助之家”，培育社区自助互助机制，体现家庭自助、

乡邻互助、志愿行动，贴身关怀，为弱势群体提供社区支援服务和义工服务，进一步构筑和谐

社区。

19
漳州开发区“亦乐之

星”评选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教育卫生局、厦门

大学附属中学

150,000
本项目通过评选活动，发掘学校具有突出优点的学生，旨在鼓励先进，产生示范效应，营造人

人向上的良好风气。

20
瑞昌偏远山村卫生计

生服务室建设

瑞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550,0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江西省瑞昌市境内的建坪村、麦良村、瓜山村分别捐建 1处卫生计生服务

室，以帮助村庄村民改善就医环境。



21
雷山县开屯小学教学

楼（尾款）
贵州省雷山县教育局 300,000 帮助贵州省雷山县开屯小学新建教学楼一栋，以改善开屯小学教学条件，保障教学安全。

22 招商局奖学金

江苏科技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天津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等

600,000

“招商局奖学金”以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等专业为奖励方向，在江

苏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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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投身船舶与海工事业的热情；

23
帮扶育才二小“双困

生”

深圳市学习困难关爱

协会
200,000

深圳市学习困难关爱协会是一个学习困难领域支持性社会团体。本项目从筛查学困生、个案调

研与咨询、建立档案、开展注意力训练及读写训练、沙盘游戏治疗、团体咨询、教师培训、家

长培训（如何识别学困儿童，学习策略指导，情绪管理，沟通管理）等方面，为老师、家长和

学生提供支持。

24 招商轮船奖学金

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集美大学、江

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等

600,000

在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集美大学和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设立“招商轮船奖

学金”，以激励航海类专业里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立志航海事业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鼓

励其积极地投身到航运事业中。

25 亿滋希望厨房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80,000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捐助“亿滋希望厨房”公益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改善农村学童

的膳食营养水平，并提高农村教师和厨房工作人员的儿童营养健康知识和食品安全操作能力。

26 高露洁慈善公益项目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100,000

本项目计划在目标地区幼儿园和学校开展儿童口腔健康教育，提升儿童及家长口腔卫生知识水

平，促使儿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并在目标地区开展免费儿童口腔健康检查，促进早期

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并开展局部涂氟防龋措施，为龋病高危儿童进行涂氟防龋。项目结

束后，希望在当地能形成常规的持续的儿童口腔健康促进项目。

27
招商交科爱心助学行

动计划

重庆市武隆县教育委员

会、重庆市武隆中学
396,000

“招商交科爱心助学行动计划”是与重庆市武隆县教育委员会及重庆市武隆中学共同合作开展

的助学项目，项目计划资助武隆中学 180 名贫困高中生完成高中学业，保证受助学生不会因家

庭经济困难辍学，帮助学生圆大学梦，

28
100+ 招商幸福梦想教

室

上海真爱梦想教育基金

会
1,000,000

与上海真爱梦想教育基金会合作开展“真爱梦想”乡村儿童素质教育计划，在捐建梦想中心硬

件建设。



29
“招商局·幸福家园”

乡村社区支持计划
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组织 2,000,000

该计划支持中国农村社区的村民和基层组织，以互助协商的方式，分析、解决本社区的公益需

求，并在这一过程中聚焦于多元参与和协作。在回应社区具体需求的同时，推动、促进农村社

区治理结构的优化。

30
“招商局·幸福田野”

乡村人才支持计划

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流

溪河生态保护中心、

梁漱溟乡建中心（弘农

书院）

1,000,000

本计划是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禾力计划”、“芬芳研习营”、“田野营”等过往项目基础上，

从资助领域、资助流程等方面进行全新设计的资助计划，以回应乡村社区发展一线工作者在理

论学习、能力提升等综合素质方面的需求。

31
“招商局·幸福学堂”

乡村教育支持计划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吉

木乃县教育局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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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吉木乃山村幼儿园计划”在吉木乃县村庄设置山村幼儿园，招募志愿者以“走教”方式

为贫困山村孩子就近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

32
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

坛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等

基金会等

100,000

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由中国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和行业发展的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发起

设立的非正式网络。宗旨是加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间沟通与合作，促进行业发展。2012 年，我

基金会成为组委会成员单位。

33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
北京方寸至简咨询有限

公司
100,000

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是中国资助机构的朋辈学习、支持和合作网络，通过建立和运营一个规范、

开放、可持续的平台，探索有效资助的思维、方法、规则与文化，帮助会员乃至中国资助机构

提升自身能力，推动社会问题解决。

34
招商局志愿者支持计

划
—— 500,000 支持招商局员工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35
其他响应政府倡导项

目
—— 500,000 响应政府倡导类项目。

36
重大自然灾害捐赠（招

商局“灾急送”）
—— 2,000,000 参与国内重大自然灾害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