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工作报告
（2010 年度）
2010 年，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下称基金会）正式进入初创期，
逐渐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完善了相关审批流程，并正式展开各
项战略自主项目。截止 12 月 31 日发生公益费用人民币 14,716,165.29
元，管理成本人民币 99,927 元，召开理事会 3 次（含 1 次通讯会议），
召开投资评审委员会会议 2 次。
以下对年度工作做具体报告:
一、 关注民生，扶贫济困
1. 情系民生，倾力赈灾
基金会截止 10 月 30 日共支出 550 万元救灾资金。其中，向中国
红十字会“抗旱救灾春雨行动‧中央企业抗旱救灾专项资金”捐赠人
民币 200 万元，用于减缓自 2009 年入秋以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生的
严峻旱情和由此引发的生产困难；向国资委发起的“情系玉树，大爱
无疆”活动所指定的中国红十字会账号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帮助今
年 4 月 14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强烈地震中的受灾群众渡
过难关，重建家园。
“十一”黄金周期间，海南省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给国家和人
民的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受灾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我基
金会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将人民币 100 万元的救灾款汇入海南省
民政厅提供账户，支持海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应对灾害。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基金会还向国家贫困县贵州省威宁县捐赠
了人民币 50 万元的抗旱资金，并利用这一资金与当地政府共同策划
并完成了牛棚镇雨朵片区和红岩片区的饮水工程，收益人口分别达到
2500 及 3200 人。
1

以上赈灾资金在本基金会公益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 30%。
2. 理性公益，鼓励创新
2010 年 7 月 16 日，我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共同启动了
旨在鼓励中国扶贫领域积极创新，推广优秀社会扶贫项目，发掘扶贫
领域社会组织潜力的“招商局扶贫创新奖”。
至 10 月 10 日提案申请阶段结束，该活动共进行了为期近三个月
的方案征集，期间得到了国内广大扶贫发展机构的支持，共计收到
181 个机构提交的 276 个提案。这些机构在地域上覆盖了中国的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了海南省和天津市之外，国内其他省份均
有机构参选。在 171 个机构中，已注册的社会组织、民非及工商注册
的非营利公益机构三部分构成，总计占到 69%。所提交的案例分别涉
及制度促进（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生计发展（小额信贷、公平
贸易等）、妇女发展、教育/就业发展、灾后重建及发展、医疗/卫生
等，已经实施 1-3 年的项目比重最大，达到 63%。通过这次活动，我
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扶贫力量的成长。我们认为活动所征集到的案例
在
1). 代表性、多样性等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准。如小额信贷方面，既有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这样的行业组织，也有国内代表性的仪陇县乡
村发展协会、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等基层实践组织，还有益农贷
这样的新兴网络 P2P 小额信贷提交方案，比较全面；
2). 创新性方面，很多项目在较为传统的领域中有所创新，比如上面
提到的 P2P 小额信贷平台，通过公平贸易保存优秀的本土文化，
如羌绣项目，以及残疾人就业拓展出的社会企业项目，如郑卫宁
基金会的项目，以及将妇女发展与小额信贷结合，或妇女发展、
残疾人就业与当地生态或文化保护结合起来的生计项目，都在传
统领域取得了一定创新。此外，在流动人口、农民工等比较新的
领域，也有不少机构从就业、维权、教育、精神关怀等多个角度
给予支持，拓展了扶贫的内涵和外延；
3). 项目可持续性方面，几乎所有的扶贫项目都注重了资源整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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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与政府的合作，与其他资助机构的合作等。部分项目对于受益
人参与及项目自主营利模式进行设计，增强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活动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300 万元整，已发生 106 万余元，在本基
金会公益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 8%。
3. 继续做好中央企业定点扶贫工作
我基金会成立后，继续在国务院指定的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威
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2010 年，我基金会投资
人民币 255 万余元，在当地新建小学 4 所并为之前修建的小学添置教
学设施、在当地发放助学、助教奖金等。
此项支出在公益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为 18%。
4. 关爱困难员工
根据《章程》，我基金会把“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对因遭遇恶性疾
病或突发意外等造成生活严重困难的员工进行扶助”看作业务范围之
一。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原则：
1). 员工特指“招商局集团全资、控股的企业中试用期满并正式签订
劳动合同的员工”。
2). 申请单位应主动关爱困难员工，对其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并充
分倡导员工之间的互助和友爱精神，发动员工自愿对困难同事伸
出援助之手。
3). 基金会在困难员工享受到社会福利、企业关怀和同事友爱的基础
上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扶助，扶助金额比照企业补助和员工捐款总
和的 1-2 倍，且不超过人民币十万元整。
根据以上原则，我基金会对集团总部及招商物流两位因病去世并
因此造成家庭严重生活困难的员工（家属）进行了扶助，扶助金额为
人民币 11 万元，约占总支出的 1%。
二、 热心公益，和谐发展
1. 资助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接受手术治疗
3

2010 年，我基金会与“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合作成立“爱佑童心
招商局专项基金”，资助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接受手术治疗。
截止 12 月 31 日，该基金已支出人民币 158.2 万元，为云南、贵州、
江西、湖南等地 157 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9 个月至 14 岁的贫困家
庭儿童提供了手术资金，手术成功率 100%。
专项基金目前尚余留人民币 341.8 万元，我基金会本年度对该专
项基金的投入占总支出的 24%。
2. 其他公益资助
我基金会本着热心公益的原则，对其他公益机构和项目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捐助。其中包括对苏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预防性病
艾滋病基金会等，并为福建省漳州市南炮台捐赠仿古大炮一枚，支持
当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这部分支出共计人民币 93.2 万元，在总支出中占比 7%。
3. 倡建志愿者队伍
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在自愿的、不计报酬或收入条件下参与推动人
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我基金会非常看重志
愿者精神的倡导和志愿者行为的规范引导。结合招商局集团员工的特
点和业务专长，倡导组建了四支不同类别的灾难应急状态下的专业志
愿者队伍，包括以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人员为主的交通大队，负责为
保障突发灾难状态下公路及隧道等的畅通提供专业咨询志愿服务；以
招商局物流集团为主的物流大队，负责在突发灾难状态下组织专业物
流志愿服务；以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房屋大队，负责在
突发灾难状态下提供活动房屋专业装卸志愿服务；以漳州开发区为主
的突击大队，负责在突发灾难状态下提供专业公共保障志愿服务。
以上四支队伍均为针对突发自然灾害状态下的应急需求而组建
的。作为专业人员，他们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业务优势，在灾难来临时，
作为核心力量，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展开志愿工作，更好地将招
商局志愿者的专业力量与志愿者精神相结合。今后，以专业志愿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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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我基金会将逐渐推开普通志愿者队伍的组建工作，实现不同情
况和条件下志愿者活动的完善和互补。
以上一项 2010 年共投入资金人民币 3 万元整。
三、 完善制度，依法依规办好基金会
年内，基金会本着严谨、简便、有效的原则建立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和基本流程，包括《基金使用办法》、《财务会计制度》、项目
申报流程、项目审批流程等，制定了《实物捐赠管理办法》，并将在
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持续进行制度建设，完善流程。
综上，2010 年，我基金会的工作依然注重“打基础”和“立规矩”，
为基金会的长远发展考虑，严格做到事事有章可循，有流程可以规范。
另外，也正与社会各界一道逐步探索“理性公益”的道路，努力实现公
益项目的科学运作，提高公益资金的使用效率。2011 年，基金会将
继续打好基础，做好几项重点工作：
一、 继续做好国务院指定的定点扶贫工作
国务院指定贵州省威宁县的扶贫工作仍然是 2011 年基金会关注
的重点，这项工作将在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加强与当地政府的沟通与合
作，注重实施效果，在现有基础上持续做出成绩。
二、 巩固已实施项目的良好效果
已实施的包括“爱佑童心”等在内的项目流程合理、易于监控、
且形成了不错的社会效益，2011 年这类项目将继续保持。
“爱佑童心”
项目将进一步加强在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多发病区的落地和推广，
增强实施效果。
三、持续探索理性慈善项目
2010 年 12 月基金会与部分“招商局扶贫创新奖”的获奖项目签
订了合作意向书，意向中的合作方包括致力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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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小母牛”中国本土机构“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从事农村
扶贫小额信贷的“陕西省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提供乡村多媒体教
室及推广乡村儿童素质教育的“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以及以消费
促积累，为农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三项基金保障的“吉林省四平
市梨树县胜利果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项目或者拥有优秀的管理
团队，或者形成了良好的运作机制，或者代表了扶贫事业新的发展方
向，借助对它们的资助和过程中的跟踪和监控，基金会将进一步提高
公益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瞄准性，逐步清晰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
实现理性公益的目标。
四、 协助各单位用好公益资金
2010 制定的资金使用流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证明是合理可
行的。2011 年将继续根据这一流程实行各公司的年度公益预算和突
发项目的管理。希望各公司能继续加强公益项目的计划性，可以预见
的项目进入年度预算，基金会也将配合各公司制定合理的资金拨付和
项目实施计划，实现项目的效益最大化。
五、 加强应急反应、启动应急机制、全面开展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
2011 年基金会将制定颁布《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重大灾害应急预
案》，对灾害状态下的应急反应和运作机制作明确规定。对已成立的
应急志愿者队伍将在相关硬件和人员培训方面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同
时开展普通志愿者队伍的倡建工作。
六、加强组织建设
基金会运作了一段时间，同步开展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兼职的工
作人员已不敷使用。2011 年秘书处拟招聘一位专职工作人员，负责
协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同时招聘数名志愿者身份的“慈善大使”
（议
案单独讨论），对进行中的项目进行实地跟踪和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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