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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

“慈幼共创·首届慈善拍卖会”成功举办 P02

【特别关注】 救助皓皓 P08

本简报由澳大利亚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赞助出品



集合爱心集合爱心集合爱心集合爱心 慈幼济婴慈幼济婴慈幼济婴慈幼济婴

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是重庆市注册的第四家公募基金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和重庆市辖区内公募资质。

我们以“集合爱心、慈幼济婴”为核心理念，奉行“生命互助、温暖照人”的会训，发扬“永续传

递爱心，自觉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心全意服务困境儿童。下设七彩环志愿者中心，200 多名注册志愿者

参与到各项公益活动中来。我们围绕“尊重、和谐、复原”，通过用心耕耘，逐步形成组织架构日趋科学、

内部治理不断完善、项目运作更加规范的慈善模式，先后获得重庆市第一届基金会评估 3A 等级，全市先

进社会组织荣誉称号。

四大公益项目（即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帮扶计划、奶粉补贴计划、孤残儿童助养工程、慈幼共创·助

医工程），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1）“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帮扶计划”主要为福利机构提供专业

人员培训，新院建设资助，医疗紧急救助，项目开展 6 年间为福利机构捐赠 4000 余万元，惠及 2000 余

名弃婴和孤儿。（2）2010 年 6 月，携手迈高乳业共同设计“奶粉补贴计划”，使我市 18 个福利机构以 30

元/盒的价格，购买到市场价一百多元的优质进口奶粉，为孤残儿童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孤

残儿童助养工程” 以结对子的方式，为 22 个社会爱心家庭和孤残儿童实现爱心缔结。（4）“慈幼共创·

助医工程”启动于 2011 年 6 月，主要为贫困家庭患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缺陷、肢体残疾、手足伤残的

孩子提供资金帮助。截止目前，该项目已使 130 个孩子重获健康。

近年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儿童福利事业，在国内外募集儿童慈善资金 5000 余万元。组织的小天

使志愿者抗震救灾演出，被中央电视台报道；与重庆电视台合作举办“儿童嘉年华”慈善拍卖活动；促

成财信地产、融侨地产、迈高乳业、长城医院等企业捐赠；与美国国际中华基金会、美国爱心无国界基

金会、西班牙爱儿协会、澳大利亚慈善救助服务公司等国际组织开展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我们希望透过努力让本会成为困境儿童走向未来的起点，让他们能够享有妥善的家庭照顾、安全的

身心保障、健康的成长环境、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快乐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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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爱儿协会会长布兰卡

（左一图）与工作人员玛丽亚

（左二图）到市福利院慰问孤

残儿童

热心市民正

在向 LED 多媒体机上的本会爱心募捐箱捐款

本本本本 季季季季 要要要要 闻闻闻闻

2012.5 美国生命线儿童服务中心执行总裁赫比·诺尔先生、国际部主

任大卫·伍德先生以及中国地区负责人邱扬女士一行赴渝考察，并就今后为重庆福

利机构孤残儿童提供牙齿及视力矫正、康复训练等医疗项目，与本会达成合作意向。

2012.5 西班牙爱儿协会会长布兰卡及其中国代表余小虎抵渝访问，商

谈资助市福利院严重先心病儿童赴西班牙治疗事宜。

2012.5 发展第二支志愿者服务小队——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向日葵

义工志愿者协会。

2012.7 与广西天地和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合

作开展 LED 多媒体机项目。该项目将作为本会公益理念和慈善信息的传递平台，开

拓新的捐赠渠道，也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方便参与慈善的新途径。

01010101



小朋友积极参加慈善竞拍

竞拍成功的小朋友获颁《爱心天使证书》

热心市民正在爱心捐款

公公公公 益益益益 活活活活 动动动动

“慈幼共创•首届慈善拍卖会” 圆满举行

6 月 1 日，由本会与重庆汇源拍卖有限公司、儿童故事品牌管理机构共

同举办的“慈幼共创•首届慈善拍卖会” 在南坪万达广场隆重举行。30 件由

爱心组织捐赠的拍品共拍得 6468 元，所募善款全部用于福利机构孤残儿童

图书室建设。

此次拍卖会上，本会还为参加爱心竞拍的小朋友首次颁发“爱心天使证

书”，鼓励和培养孩子们从小养成参与公益、关爱他人的美好品德。重庆日

报、重庆晚报、重庆时报、大渝网等多家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02020202



参加全国助残日

大型公益活动

03030303

5 月 18 日，本会作为特邀支

持单位参加“爱在蓝天下——与

特殊儿童牵手”2012 年全国助残

日大型公益活动，开展义卖及募

捐，在短短两个小时内筹集善款

914.7 元，连同本会专项拨付的

2000 元善款一起捐赠给巴南区

乐一融合幼儿园，用于帮助自闭

症儿童康复治疗。

组织开展“守望的天空”

公益宣传活动

6 月 24 日，本会在万达百货开展

“守望的天空”宣传活动。近十名小

小志愿者及其父母参加活动，向社会

大众积极宣传“参与慈善、传递爱心”

的公益理念。

孤残儿童参观科技馆

爱心活动启动

4月 7日，“孩好，有爱”——

孤残儿童参观科技馆爱心活动启动。

来自重庆市爱心庄园的 20名小朋

友，在社会招募的爱心家庭陪伴下，

参观重庆科技馆，体验科技魅力、感

受人文关怀，度过了特别的一天。



孤残儿童助养工程

该项目目标群体是福利机构无法回归

家庭的大龄、特需儿童。希望通过该项目，搭建起社会爱心人士和助养儿童

的沟通桥梁，使爱心人士可以从物质帮助、精神关怀等各个层面关爱助养儿

童。

本季度增加助养家庭 4 个，5 名孤残儿童接受爱心人士助养。

目前，奉节县儿童福利院还有十余名儿童亟待接受爱心人士助养。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进进进进 展展展展

本季度，持续开展四大公益项目：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帮扶计划、孤残儿

童助养工程、奶粉补贴计划、慈幼共创•助医工程。此外，新开展“慈幼共

创•爱心护航”计划第一个子项目——“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残儿童社会工

作介入辅导”，第二个子项目“散居孤儿社会工作帮扶项目”进入筹备阶段。

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帮扶计划

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帮扶计划主要为福利机构提供专业人员培训、新院建

设资助、医疗紧急救助等方面帮助，改善孤残儿童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

本季度共支持垫江福利院、江津福利院及重庆市儿童福利院等3家福利机构，

金额总计 7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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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使用爱心奶粉的福利院孤残儿童

受助患儿李浩宇一家向本会赠送锦旗

奶 粉 补 贴 计 划

通过和知名奶粉商家“迈高乳业”合作，本会提供奶粉补贴，福利院仅

需花费 30 元就能买到市场价 103 元的优质奶粉。通过该项目，福利机构的孩

子既能得到良好的营养保障，福利机构的负担

亦大大减轻。

本季度开县儿童福利院、万州社会福利院、

涪陵区社会福利院、重庆市儿童爱心庄园 4 家

福利机构共计申请奶粉 1357 盒， 148 名婴幼儿

受益。

慈幼共创•助医工程

针对贫困家庭患儿开展先天性心脏病 4 个

病种、新生儿缺陷 7 个病种、手足伤残疾病进行

医疗救助，其中先天性心脏病配合合作医疗保险

开展补充救助，新生儿缺陷配合重庆市卫生局新

生儿出生缺陷保险开展补充救助，手足伤残疾病

联合重庆长城医院开展免费救助。

本季度，助医工程共计救助患儿 42 名，手

术 43 例。其中先天性心脏病 35 名，新生儿缺陷

4 名，特殊救助 1 名（2 例），手足伤残患者 2 名，

累计救助金额 28987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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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专家针对爱心庄园老师开展

“爱与管教的平衡”讲座

项目组专家通过游戏与爱心庄园儿童沟通

“慈幼共创•爱心护航”计划

—— 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残儿童社会工作介入辅导

为帮助福利机构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本会启动“慈幼共创•爱心护航”

---福利机构集中供养孤残儿童社会工作介入辅导。该项目以重庆市爱心庄

园 160 余名 6-16 岁学龄儿童为服务对象，以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

依托本会长期从事孤残儿童帮扶的经验以及儿童教育专业团队技术优势，从

爱心庄园、孩子就读学校、教职工队伍、儿童个体四方面入手，形成全面、

系统的帮扶模式，帮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树立生活信心、修复成长伤害、

培养社会化能力，加快社会融入。

06060606



本会领导（左二）在永川区与困境儿童家长沟通

调研人员走访永川区散居孤儿家庭

“慈幼共创•爱心护航”计划

——“散居孤儿社会工作帮扶项目”进入调研筹备阶段

07070707

马正其副市长在2012年全市民政暨残疾人老龄工作会议上指出：“目前政

府对孤残儿童在经费上给予了有力保障，但孤儿的健康发展，不仅仅是钱能解

决的，还需要我们发动社会力量，为他们提供支撑系统，使其身心得到全面发

展。”

为贯彻落实马市长的要求，在市局组织人事处及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处的

指导下，本会逐步探索开展“慈幼共创•爱心护航”计划——散居困境儿童社

会工作帮扶项目。4月9日、6月13日，本会领导先后两次赴永川区调研，并分

组走访了十余个困境儿童家庭，收集了详实资料，为下一步项目实施打下了坚

实基础。



救助皓皓倡议书

08080808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特别关注····救助皓皓救助皓皓救助皓皓救助皓皓

皓皓是一个来自重庆垫江偏远

山区的可爱小男孩，出生后不久即

被检查出患有全身结核、严重肠梗

塞，由于进食困难导致营养极度不

良，年满 3 岁体重却不到 18 斤。为

給皓皓治病，全家积蓄耗尽还欠下

不少外债，却仍然难以支付后续治

疗费用，孩子甚至面临被迫出院的

危险。本会通过媒体了解到皓皓的

病情以及家庭情况后，立即启动“慈

幼共创·助医工程”特殊病种救助

项目，不仅先期拨付 1 万元用于皓

皓治疗，还多次组织专项募捐活动，

为皓皓公开募集善款 4800 余元。 皓皓父亲代表全家向本会赠送锦旗

通过本会的广泛呼吁和宣传，社会爱心企业先后为皓皓捐款 4 万元。

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怀和援助下，皓皓的医疗费用基本解决，健

康状况恢复良好，进食量从以前的 300 毫升增加到 600 毫升，体重也在不

断增加，目前已经出院调养。6月 29 日，皓皓的父亲专程代表全家向本会

赠送了题有“情系人民，扶危帮困”的锦旗。在此，我们也祝福皓皓早日

康复，祝福这历经艰辛却始终坚持的一家人平安幸福。



本会自成立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支持与鼓励，自 2011 年 1 月起向我们

累计捐款 14 次的周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不断支持鼓励并感动我们的人。在此，我们发起“寻找

爱心天使”的活动，希望找到周老师，向他/她深深表达我们的谢意。同时，我们更希望藉由

这个活动将周老师的爱心与善意传递给社会上更多的人，让世界充满爱。

寻寻寻寻 找找找找 爱爱爱爱 心心心心 天天天天 使使使使

致周老师的一封感谢信致周老师的一封感谢信致周老师的一封感谢信致周老师的一封感谢信

尊敬的周老师：

您好！

感谢您自 2011 年 1 月起向本会捐款，至今已累积捐款 14 次，捐款金额

总计 3900 元（附后）。对您坚持不懈的慷慨善举，我们深表谢意与钦佩！

周老师，我们或许从未见过您，也不知道您的性别、年龄、身份、职业，

但是从您静默无言却如涓涓细流般温暖的捐助行为中，我们看到您那颗充满

了爱的金子般的心灵，感受到您对孤残儿童、困境儿童的无私大爱！正是因

为您这样的爱心人士的帮助，许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获得新生，许多

被遗弃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许多困境家庭儿童的命运得以改变；正是因

为有了您以及其他无数用行为默默支持我们的爱心人士的关注与鼓励，我们

才有信心和动力去实现“集合爱心、慈幼济婴、生命互助、温暖照人”的美

好愿景！

在此，我们真心希望周老师能在看到这封感谢信之后和我们联系，以

便我们及时告知您基金会的各项活动及善款使用情况。让我们携手努力，共

同为孩子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再次向您的无私大爱以及慈善义举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9090909



周老师捐款明细

捐赠时间 捐赠金额

2011-1-20 500元
2011-2-7 500元
2011-4-29 100元
2011-7-15 200元
2011-8-11 500元
2011-9-23 300元
2011-10-26 200元
2011-12-8 200元
2011-12-20 200元
2012-1-29 200元
2012-3-19 200元
2012-4-10 200元
2012-5-15 300元
2012-6-8 300元
合计 3900390039003900元

备注：捐款明细统计截至 2012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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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笔试 实操考试

4 月 11 日至 13 日，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蒙延儒赴天津参加孤残儿

童护理员培训暨“彩虹桥”项目工作会议。

4 月至 7 月，秘书长曹京、事业发展部干事龚燕、项目管理部副

部长蒙延儒先后赴上海参加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举办的“领导力”、“战略

规划和资金发展”、“业务模式、项目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源与员工发展”三

大模块培训，与全国公益同行交流经验，并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方面得到发

展与提升。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蒙延儒赴北京参加“孤

残儿童护理员考评员培训”。

6月 12 日至 28日，本会领导及相关人员参加民间组织管理局举办

的“市级社会组织人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刘韵秋亲

自作“关于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的讲座，为公益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1111111

交交交交 流流流流 培培培培 训训训训

鉴鉴鉴鉴 定定定定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6 月 21 日，在民政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与重庆市民政局指导下，

民政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第091 站（筹）严格按照考评程序和标准，组织了

孤残儿童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五级鉴定考试。来自市内各儿童福利院的 40

名孤残儿童护理人员参加了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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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报由澳大利亚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

重庆万达百货有限公司赞助出品



孩子们会感悟，孩子们会奉献孩子们会感悟，孩子们会奉献孩子们会感悟，孩子们会奉献孩子们会感悟，孩子们会奉献

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欢迎您以以下任何方式支持我们：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欢迎您以以下任何方式支持我们：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欢迎您以以下任何方式支持我们：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欢迎您以以下任何方式支持我们：

◎如果您是个人，可以加入我们成为志愿者，您可在官网招募板块申请加入，我们将诚邀您

参与活动或项目志愿服务；

◎如果您是公司或机构，可以加入我们成为企业（团体）志愿者，我们将和贵企业一起为儿

童慈善做更多贡献；

◎资助或捐赠物资支持我们发展，我们的捐赠帐号：开户行交通银行重庆江北支行，帐号：

500111013018010035906；

◎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www.cqcaf.org以及新浪微博；

◎向您认识的朋友推荐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转发本会工作简报。

支支支支 持持持持 我我我我 们们们们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 9999号同聚远景大厦 14141414楼
邮编：400021400021400021400021
热线：023-67872717023-67872717023-67872717023-67872717 15320268554153202685541532026855415320268554
网址：www.cqcaf.orgwww.cqcaf.orgwww.cqcaf.orgwww.cqcaf.org
微博：儿童救助基金会（新浪）

邮件：cqcaf2005@126.comcqcaf2005@126.comcqcaf2005@126.comcqcaf2005@126.com

http://www.cqca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