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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基金会名称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3510000310547124X

宗旨
争取党政的重视支持，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募集资金，为本省困难劳模、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及其他弱势职工

群体提供帮扶和救助。在全社会倡导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业务范围 依法组织募捐、慈善帮扶救助、公益互助互援、交流合作、业务培训指导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其它 业务主管单位 四川省总工会

成立时间 2014-07-10 原始基金数额 400.00（万元）

是否慈善组

织
是 认定时间 2017-04-17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

是 取得证书时间 2017-04-17

基金会住所四川省青羊区方池街22号李家钰宅楼2楼

电子邮箱 knzgbf@163.com 传真 028-81718069

邮政编码 610015 网址 www.knzgbf.org

秘书长
姓名 陈思宇 固定电话 028-81718055

移动电话 13551005353 电子邮件 knzgbf@163.com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邵帅 固定电话 028-81718073

移动电话 17358627421 电子邮件 knzgbf@163.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范峻纶 固定电话 028-81718079

移动电话 18181951677 电子邮件 knzgbf@163.com

理事长 邹游 理事数 17

监事数 3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3

专职工作人

员数
5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

所名称
四川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9-03-08 报告编号 028201903006932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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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召开（ 一 ）届（ 九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03-30

会议地点 西昌市邛海宾馆会议室

会议议题

1、通报了《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2017年工作情况》2、审议《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2017年度

财务报告》3、审议《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2018年工作计划》4、审议《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出席理事名单
邹游、张海涛、陈思宇、曾祥斌、陈建、汤帮梅、张正平、郑蕾、彭时荣、刘双权、王学东、景洪伦、雷

江海、胡宪臣、陈玲、谭艳

未出席理事名单 邓晖

出席监事名单 魏锦、李梦晞

未出席监事名单 马欢

会议决议

1、通报了《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2017年工作情况》2、审议并通过《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2017年度财务报告》3、审议并通过《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2018年工作计划》4、审议并通过《四川

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备注 无

2、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一 ）届（ 十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10-25

会议地点 剑阁县剑门关国际温泉大酒店会议室

会议议题
1、通报了基金会《2018年1-9月工作情况》；2、审议《2018年下一阶段工作安排》3、审议《四川省困难

职工帮扶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捐赠管理办法》；

出席理事名单
邹游、张海涛、陈思宇、曾祥斌、陈建、汤帮梅、张正平、郑蕾、彭时荣、刘双权、王学东、景洪伦、雷

江海、胡宪臣、陈玲、谭艳

未出席理事名单 邓晖

出席监事名单 魏锦、马欢、李梦晞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通报了基金会《2018年1-9月工作情况》；2、审议并通过《2018年下一阶段工作安排》3、审议并通过

《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捐赠管理办法》；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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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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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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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邹游 女
1958-05-

21
中共党员 理事长

2014-06-

13

自2014-06-12

至2019-06-12
18,000.00

交通费、通讯

费
是 是

2 张海涛 男
1980-04-

24
中共党员 副理事长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22
0.00 无 否  

3 陈思宇 女
1987-06-

30
中共党员 秘书长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4 曾祥斌 男
1965-04-

11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10-

19

自2015-10-19

至2020-10-16
0.00 无 否  

5 陈建 男
1979-09-

17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6 汤帮梅 女
1965-07-

2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03

自2015-04-03

至2020-04-03
0.00 无 否  

7 张正平 男
1965-12-

23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8 郑蕾 女
1965-11-

28
中共党员 理事

2016-11-

10

自2016-11-10

至2021-11-10
0.00 无 否  

9 彭时荣 男
1964-02-

1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4-06-

13

自2014-06-12

至2019-06-12
0.00 无 否  

10 刘双权 男
1978-01-

30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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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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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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东 男
1960-02-

29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03

自2015-03-01

至2020-03-31
0.00 无 否  

12 景洪伦 男
1964-07-

24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13 雷江海 男
1958-11-

01
中共党员 理事

2014-06-

13

自2014-06-12

至2019-06-12
0.00 无 否  

14 邓晖 男
1968-05-

03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10-

19

自2015-10-16

至2020-10-16
0.00 无 否  

15 胡宪臣 男
1959-10-

29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03

自2015-03-31

至2020-03-31
0.00 无 否  

16 陈玲 女
1962-07-

24
中共党员 理事

2014-06-

13

自2014-06-12

至2019-06-12
0.00 无 否  

17 谭艳 女
1970-03-

18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10-

17

自2017-10-12

至2022-10-12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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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时

间(最近一

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金

会领取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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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魏锦 女 1970-10-07 中共党员 2014-06-13
自2014-06-12至

2019-06-12
0.00 无 否  

2 马欢 女 1968-01-31 中共党员 2014-06-13
自2014-06-12至

2019-06-12
0.00 无 否  

3 李梦晞 女 1984-08-03 中共党员 2017-03-30
自2017-03-30至

2022-03-30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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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5)位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邹游 女 中共党员 1958-05-21 本科 理事长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党委退休四支部

陈思宇 女 中共党员 1987-06-30 本科 秘书长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保障部支部

范峻纶 女 中共党员 1988-12-31 本科 项目部副部长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保障部支部

邵帅 男 群众 1987-06-27 本科 财务部副部长 无

张美雪 男 中共党员 1995-11-05 本科 综合部干事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保障部支部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年工资为：73176.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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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分支
 

（代表）机构、
 

持有股权的实体
 

机构管理、
 

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3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

数

失业保险 3 养老保险  3 医疗保险 3

工伤保险 3 生育保险 3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1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工行成都盐市口分行、工行成都盐市口分行西较场分理处、农行光华

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44029002309000123572、4402932019007670464、22804101040026191

外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无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邵帅 会计  是  否 会计师

张美雪 出纳  是  否 无

 是  否

 是  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临时救助办法、财务支出业务流程办法、内部控制办法、捐赠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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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党员总人数 4人

群团

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党建工作

指导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范峻纶 2881718079 四川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保障部支部

第8页



(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分支（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3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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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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帐户性质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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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符合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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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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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支（代表）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账户性质
开户银行和账号

开户银行 帐号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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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项目部 范峻纶 成都市方池街22号李家钰宅楼

2 综合部 张美雪 成都市方池街22号李家钰宅楼

3 财务部 邵帅 成都市方池街22号李家钰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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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30,263,936.74 6,969.00 30,270,905.74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30,263,936.74 6,969.00 30,270,905.7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7,201.00 0.00 107,201.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0,156,735.74 6,969.00 30,163,704.74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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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送温暖工程募资工作办公室 13,000,000.00 0.00
困难职工、农民工及其家庭

的帮扶救助

遂宁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0 遂宁市困难职工创业援助

合计 15,000,000.00 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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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01.00 0.00 113,701.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113,701.00 0.00 113,701.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0,701.00 0.00 100,701.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3,000.00 0.00 13,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2018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5,058,460.37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5,058,460.37

本年度总支出（自动求和） 27,636,155.81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7,029,272.20

管理费用 601,747.61

其他支出 5,136.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比例）   107.86 %  （综合三年131.31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18 %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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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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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基金会原始资金，由瑞程达注资后捐赠，起利息授予用于基金会自身运作及慈善项目开展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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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42 ）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 27,029,272.20 ）元

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全省“四大片区”劳模脱贫攻坚专项帮扶 四年行动计划-2018年帮扶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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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36,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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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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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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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为进一步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为使“四大片区”88个贫困县的困难劳模生活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开展全

省“四大片区”劳模脱贫攻坚专项帮扶 四年行动计划-2018年帮扶项目，项目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我省“四大片区”88个贫

困县的部分困难劳模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2 项目名称：创业扶持扶贫脱困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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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5,54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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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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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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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4月4日基金会发布创业扶持扶贫脱困项目，与当地工会合作，选择部分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及其子女大学毕业后

返乡创业项目（养殖种植、电子商务、个体经营等）给予资金或技术支持，变“输血”为“造血”，助其脱贫脱困，项目

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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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精准帮扶关爱农民工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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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16,747.5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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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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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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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4月4日基金会启动精准帮扶关爱农民工项目，其中包括爱心包计划、种养殖技术培训、烹饪技术培训、电子商务培

训、家政培训精准帮扶关爱农民工项目，项目帮助全省部分困难农民工进行再就业培训，也为困难农民工家庭学生赠送学

习用品和爱心校服，项目已实施完毕。
 

4 项目名称：心系马路天使关爱环卫工人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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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1,282.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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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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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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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7月3日基金会启动心系马路天使关爱环卫工人项目-爱心清凉包项目，为全省部分市区县环卫工送去劳保用品、药

品，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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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攀枝花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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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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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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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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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7月基金会启动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攀枝花，帮助了攀枝花地区部分困难职工家庭大学新生，项目已实施完毕

6 项目名称：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一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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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63,7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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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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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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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7月基金会启动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一，帮助了自贡、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等地区部分困难

职工家庭大学新生，项目已实施完毕、

第15页插页



7 项目名称：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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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41,8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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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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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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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7月基金会启动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二，帮助了资阳、眉山、雅安、巴中、达州、广安、宜宾、南充、乐山等

地区部分困难职工家庭大学新生，圆了他们的求学梦，项目已实施完毕。

8 项目名称：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三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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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32,205.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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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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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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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7月基金会启动圆梦金秋关爱大学生项目三，帮助了甘孜、凉山等地区部分困难职工家庭大学新生，圆了他们的求

学梦，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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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关癌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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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51,486.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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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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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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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11月基金会与各市州及产业工会合作开展关癌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项目针对我省困难职工档案中（全国级、省

级、市级/产业工会）部分患重大恶性肿瘤的困难职工、困难农民工本人给予一次性救助，帮扶1000人，帮扶标准10000

元/人，项目执行经费51486元，项目已实施完毕，非常成功。

10 项目名称：雪中送炭困难职工生活救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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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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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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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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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11月基金会启动雪中送炭困难职工生活救助项目，选择部分区县单位及产业的因家庭成员突患急危重病、子女教育

或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或遇突发性不可抗拒因素等，导致生活暂时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农民工家庭，给予一次性生活救

助，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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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精准帮扶关爱农民工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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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18,21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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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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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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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11月基金会发布精准帮扶关爱农民工的扶贫脱困精准帮扶项目，针对在各地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农民工家庭

因家庭成员下岗失业、子女教育、患重大疾病、遭遇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情况等造成家庭困难的，给予一次性生活救助，

项目已实施完毕。

12 项目名称：攀枝花市总工会2018“圆梦行动”助学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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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1,02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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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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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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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攀枝花市总工会联合开展2018“圆梦行动”圆梦行动助学项目，项目为24名困难职工家庭大学新生提供了

部分大学学费，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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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汉源农民工小学爱心食品捐赠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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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969.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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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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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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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汉源县总工会联合开展农民工小学爱心食品捐赠项目，项目为73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学生提供了爱

心食品，项目已实施完毕。

14 项目名称：甘洛县总工会劳模创新示范种养殖基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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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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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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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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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甘洛县总工会联合开展劳模创新示范种养殖基地，通过该劳模创新示范种养殖基地带动当地就业，改善了

1100名当地困难职工的生活环境，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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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泸定县加郡乡庄子村道路病害整治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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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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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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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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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泸定县加郡乡庄子村联合开展道路病害整治，通过道路病害整治方便了当地的出行，推动了当地的就业，

使当地105名困难职工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项目已实施完毕。

16 项目名称：特殊职工送清凉送关爱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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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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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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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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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在广元开展特殊职工送清凉送关爱，帮扶50名困难特殊职工，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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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目名称：情暖高寒山区贫困学子帮扶项目留守娃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8-10-11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3,701.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2,259.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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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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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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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10月基金会在轻松筹发起情暖高寒山区贫困学子帮扶项目留守娃项目，收到轻松筹平台爱心人士捐赠善款113701

元，计提项目管理费11442元。为康乐乡农民工子弟小学学生购买了衣服、运动鞋，为学校添置了学习用具、生活用具，

帮扶了73名困难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项目已实施完毕。

18 项目名称：沃柑产业扶持巴中市恩阳区总工会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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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94,877.4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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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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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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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巴中市恩阳区总工会开展沃柑产业扶持项目，项目通过扶持当地的沃柑产业，带动当地就业，帮助了当地

157名困难职工，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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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项目名称：五道箐乡采洛洛博村省级“四好村”创建及农民工素质提升培训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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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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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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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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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五道箐乡采洛洛博村开展省级“四好村”创建及农民工素质提升培训，对当地1231名职工、农民工进行了

素质提升培训，项目已实施完毕。

20 项目名称：普格县洛乌沟乡人民政府跃进村标准化绵羊圈舍建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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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68,5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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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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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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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普格县洛乌沟乡人民政府开展跃进村标准化绵羊圈舍建设，对家畜饲养环境进行改造，帮扶了当地354名

困难职工、农民工，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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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名称：昭觉县新城镇禁毒防艾工作标准化建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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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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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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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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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昭觉县新城镇人民政府开展昭觉县新城镇禁毒防艾工作标准化建设，使该县居民能够一定程度上远离毒

品，堵住造成贫困的因素，从而改善当地部分困难职工、农民工的生活环境，项目已实施完毕。

22 项目名称：游仙区总工会筑梦未来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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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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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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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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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游仙区总工会开展筑梦未来2018助学项目，为游仙区6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的大学新生提供了部分学

费，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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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名称：困难职工大病救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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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3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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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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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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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省电力工会、达州市总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大病救助项目，帮扶了电力系统的65名和达州市的2名困难职

工、农民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因患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24 项目名称：雷波县总工会困难农民工子女学费、生活费资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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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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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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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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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雷波县总工会开展困难农民工子女学费、生活费资助项目，为该区一名困难职工家庭的大学新生提供了部

分学费、生活费，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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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名称：坝底乡人民政府困难农民工帮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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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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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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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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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坝底乡人民政府开展困难农民工帮扶项目，为该区596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提供了部分帮扶资金，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26 项目名称：困难职工生活救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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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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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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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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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富士康科技集团（成都）科技工业园工会开展困难职工生活救助项目，为该企业100名困难职工提供了帮

扶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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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目名称：广安市总工会精准扶贫帮扶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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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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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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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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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广安市总工会开展精准扶贫帮扶项目，为该地区207名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帮扶资金，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28 项目名称：广安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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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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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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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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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广安市总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扶项目，为该地区24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帮扶资金，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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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项目名称：绵阳市惠民帮扶中心金秋助学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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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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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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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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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绵阳市惠民帮扶中心开展金秋助学帮扶项目，为该地区283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提供了助学资

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30 项目名称：自贡市总工会金秋助学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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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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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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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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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自贡市总工会开展金秋助学帮扶项目，为该地区30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提供了助学资金，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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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名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会金秋助学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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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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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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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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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会委员会开展金秋助学帮扶项目，为该地区26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提供了

助学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32 项目名称：金秋助学专项帮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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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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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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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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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开展金秋助学专项帮扶项目，为部分市州的76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家庭子女提供了助学资金，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第15页插页



33 项目名称：困难职工家庭医疗生活救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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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7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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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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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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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青川金辉石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医疗生活救助，为该县134名

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帮扶资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34 项目名称：青川县总工会困难职工生活救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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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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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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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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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青川县总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医疗生活救助，为该县100名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帮扶资金，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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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名称：成都市总工会关“癌”行动·重大疾病定项救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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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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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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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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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成都市总工会开展关“癌”行动·重大疾病定项救助，为成都市10名弭患癌症的困难职工提供了帮扶资

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36 项目名称：临时救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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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9,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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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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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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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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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项目名称：遂宁市创业帮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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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76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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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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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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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遂宁市总工会开展创业帮扶定项帮扶项目，为1016名遂宁市困难职工提供了创业培训和创业帮扶资金，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创业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38 项目名称：重大疾病救助一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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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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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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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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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攀枝花市总工会开展重大疾病救助帮扶项目，为部分攀枝花市患重病的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医疗救助

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治病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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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项目名称：重大疾病救助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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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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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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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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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宜宾市市总工会开展重大疾病救助帮扶项目，为20名宜宾市患重病的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医疗救助

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治病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40 项目名称：重大疾病关爱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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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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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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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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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内江市总工会开展重大疾病救助帮扶项目，为200名内江市患重病的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医疗救助

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治病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第15页插页



41 项目名称：重大疾病救助三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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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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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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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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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与广元市总工会开展重大疾病救助帮扶项目，为5名广元市患重病的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了医疗救助金，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治病的经济压力，项目已实施完毕。

42 项目名称：定项帮扶项目执行及志愿服务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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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670.3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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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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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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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

2018年基金会为专项帮扶项目运作、开展志愿服务时的执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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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备5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1个， 异地募捐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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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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本年度开展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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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项目名称： 扶贫脱困精准帮扶

项目支出： 人民币36,8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9户36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省  甘孜州市  炉霍县县 

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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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针对在炉霍县总工会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9户36名因个人或者家庭成员下岗失业、子女教育、患
重大疾病、遭遇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情况等造成的家庭困难的农民工，为引领贫困户依靠自身劳
动脱贫，为以上贫困户每户购买钢架蔬菜大棚1个。

2 、 项目名称： 农民工扶贫脱困精准帮扶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50,0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普格县县  特口乡

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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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凉山州普格县特口乡是整体移民搬迁乡镇，也是深度贫困乡镇。2018年仍有122户578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计划脱贫，脱贫奔康任务繁重。加之该乡农业成产用地极少，大部分群众依靠外出务工维
持生活，家庭负担重，急需帮扶救助，以帮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现计划从困难农民工家庭中选
取50户建档立卡特困户，给与每户1000元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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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9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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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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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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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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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癌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 0.00 10,000,000.00 0.00 0.00 51,486.00 0.00 10,051,486.00

合　　计 0.00 10,000,000.00 0.00 0.00 51,486.00 0.00 10,051,4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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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比

例
用途

关癌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

目

四川省各市州工会及企事业单位工

会
10,000,000.00 37%

重大疾病救助项

目

%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10,000,000.0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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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2018年度共开展了0项慈善信托，涉及领域，金额总计0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慈善信托名称 信托财务余额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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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四川省总工会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瑞程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遂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乐山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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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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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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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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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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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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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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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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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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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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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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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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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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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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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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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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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

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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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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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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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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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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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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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0 0

第26页



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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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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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9,667,671.5922,047,542.87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0.31 1,139,000.31

　应收款项 3 130,187.00 2,315,00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416.54 777.19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19,797,858.5924,362,542.87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416.85 1,139,777.5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80,147.00 98,284.00     

　减：累计折旧 32 55,403.71 71,958.7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24,743.29 26,325.3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416.85 1,139,777.5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24,743.29 26,325.3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5,822,185.0319,249,090.67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000,000.00 4,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19,822,185.0323,249,090.67

　资产总计 60 19,822,601.8824,388,868.1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9,822,601.8824,388,8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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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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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32,735.370.00 24,732,735.3730,270,905.740.00 30,270,905.74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325,725.00 0.00 325,725.00 792,155.71 0.00 792,155.71

　　收入合计 11 25,058,460.370.00 25,058,460.3731,063,061.450.00 31,063,061.45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0,403,620.200.00 20,403,620.2027,029,272.200.00 27,029,272.20

　（二）管理费用 21 539,650.26 0.00 539,650.26 601,747.61 0.00 601,747.61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5,909.40 0.00 5,909.40 5,136.00 0.00 5,136.00

费用合计 35 20,949,179.860.00 20,949,179.8627,636,155.810.00 27,636,155.8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4,109,280.51 0.00 4,109,280.51 3,426,905.64 0.00 3,426,9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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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8,086,092.7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792,155.71

现金流入小计 13 28,878,248.45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25,890,272.2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365,521.49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224,446.48

现金流出小计 23 26,480,240.17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398,008.2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8,137.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18,13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8,137.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379,8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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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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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以内 130187 0 130187 2315000 0 231500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130187 0 130187 2315000 0 23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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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青川县总工

会
100000 76.81% 0 0

2017-12-

31
应收捐赠款

2
广元市总工

会
30000 23.05% 0 0

2017-12-

31
应收捐赠款

3 职工 187 0.14% 0 0
2018-12-

31

2017年第四季度职工应付餐费个人部

分

4
乐山市总工

会
0 0 2000000 86.4%

2018-12-

31
应收捐赠款

5
游仙区总工

会
0 0 115000 5%

2018-10-

22
应收捐赠款

合 计 130187 231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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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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旺苍县总工会 0 0 50000 2.15% 2018-12-31 应收捐赠款

7 苍溪县总工会 0 0 50000 2.15% 2018-12-31 应收捐赠款

8 剑阁县总工会 0 0 50000 2.15% 2018-12-31 应收捐赠款

9 朝天区总工会 0 0 50000 2.15% 2018-12-31 应收捐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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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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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0 0 0 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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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例

1 无  

 

 

 

 

合 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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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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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宝开通 0.31 0 0 0.31 支付宝账户

关癌行动 0 300000 0 300000 眉山市总工会

关癌行动及其他 0 518600 498600 20000 乐山市总工会

关癌行动及其他 0 1355000 1295000 60000 遂宁市总工会

关癌行动及其他 0 410000 330000 80000 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会

关癌行动 0 100000 80000 20000 西南油气田工会

关癌行动 0 100000 90000 10000 中国电信四川工会

关癌行动 0 100000 0 100000 中国邮政公司工会四川委员会

雪中送炭及其他 0 102000 100000 2000 省经信委工会

脱贫扶困及其他 0 124000 50000 74000 大竹县总工会

雪中送炭 0 80000 70000 10000 省监狱管理局工会

关癌行动及其他 0 339000 109000 230000 凉山州总工会

关癌行动 0 40000 0 40000 中铁八局工会

关癌行动 0 60000 0 60000 机场集团工会

关癌行动 0 70000 0 70000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会

关癌行动 0 40000 30000 10000 财贸经化纺工会

雪中送炭 0 20000 18000 2000 第一建设工会

雪中送炭 0 20000 19000 1000 第一汽车工会

脱贫扶困 0 50000 0 50000 万源市总工会

合  计 0.31 3828600 2689600 11390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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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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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0 0 0 无

合  计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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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7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二)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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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有效期 自 17 年至 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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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优惠的时

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18-11-19
四川省民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四川

省财政厅

川财税【2018】

21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6-04-08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地税局
川财税【2016】

11号

其他：   

(四)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7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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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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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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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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投资资产
 

占基金会
 

总资产
 

的比例

与基金会
 

的关系
核算方法

1 无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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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

构

受托人是否具有资质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管理业

务

委托金

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方

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

额

无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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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委托投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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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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