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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About Us

美好愿景/ Bright Future

服务对象/Service Objects

慈善理念/Charity Concept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成立于2012年，是经

河北省民政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属全省性公

募基金会。

慈理智心 善真爱果 联善行人 合众资源

搭建社会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沟通渠道；

推动社会责任的公民化进程；

架起公益慈善、弱势群体及公民参与社会

责任的爱心桥梁。

遭受疾苦、面对社会资源缺乏竞争力却积

极面对人生的弱势群体；

社会转型中寻求社会参与和倡导公益的志

愿团体；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和个体。

慈于心 善于行

神圣使命/Sacred Mission



4年≈2200万元

截止2016年底，

累计筹措资金和物资22267591.69元，受益总人口（助学、助

老、助残、助医、扶贫、救援）达9000人次以上。

受益人口 9000 次以上

一路有爱  一起前行



温
暖

2016，我们以最温暖的服务

交上爱的答卷，接受大家善意的检

验！

从物资捐助到心灵关怀、从

紧急救援到授之以渔 、从康复治

疗到创业就业……一批批留守儿童

收到“贴心妈妈梦想包”，一个个

空巢老人有了“爱的戏匣子”陪

伴，一位位勇士在7•19河北洪灾

时十天九次深入一线，一例例大病

患者得到为生命续航的救助款，一

次次练习圆了脑瘫宝贝们创业就业

的梦……

还有我们成长路上， 那些可

敬的始终携手相伴的人们，他们谱

写了2016最美的故事，成为2016 

最 美 的 公 益 人 物  ， 是 他 们 的 爱

心，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OU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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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0 %

5.10% 3.23%

0.80%

腾讯公益：397.83万元

新浪微公益：37.46万元

支付宝公益：73.14万元

指间公益：0.14万元

活动直接筹款：659.25万元

现金筹款：65.56万元

物资筹集：41.48万元

其他：10.28万元

3.34% 4.34%
2.10%

27.25%

43.82%

6.24%

2.15%
4.84%

3.69%

2.24%

助学：42.18万元

助老：54.86万元

助残：26.55万元

助医：344.39万元

扶贫：553.82万元

救灾：78.81万元

线下活动：27.21万元

项目执行成本：61.15万元

行政管理费用：46.67万元

其他：28.31万元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2016年全年总收入为1285.14万元，其中捐赠收入1274.86万元（包括物资捐赠价值41.48万元）,其

他收入10.28万元。

2016年全年总收入按来源分析

◆2016年全年总支出为1263.93万元，其中公益业务支出1217.26万元，行政管理费用支出46.67万元。

2016年全年总支出按项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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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妈妈梦想包”隶属于“真爱护航”助学

项目。我们在走访调研了大量困境儿童的基础上，

根据他们的需求设计了两季的“贴心妈妈梦想

包”。

开学季“贴心妈妈梦想包”里包含文具套盒、

笔记本、书包、护眼灯、成长手册、防灾害手册、

书架、笔筒、爱心公仔、宝贝手信、爱心卡。

新年季“贴心妈妈梦想包”里包含棉马甲、围

巾、棉靴、保温杯、成长手册、防灾害手册、爱心

公仔、宝贝手信、爱心卡。

“真爱护航”助学项目发起于2011年10月16日，旨在关注困境儿童和特困准大学生的成长和教育，通过梦

想礼包、助学基金、心灵塑造等形式，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条件、学习环境和精神需求。到目前为

止，共资助困境儿童2000余名，特困准大学生140余名。

真爱护航/Love Escort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

03

贴心妈妈梦想包

图1：“贴心妈妈梦想包”走进灵寿

          县九岭小学

图2：收集到平山县、灵寿县十余所

         小学500余名贫困学生的心愿

图3：吉祥物蝶小萌为学生们送去新

          年季“贴心妈妈梦想包”

01/我们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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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2016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05

快乐成长，安全校园

“快乐成长，安全校园”项目

旨在为贫困地区的小学筹集基础体

育器材，以丰富小学生的课余生

活；为特殊学校的学生加餐，改善

他们的营养条件和生活质量；通过

更换门窗、硬化操场、修建厕所、

整修围墙等方式为学生们提供一个

安全的校园环境。

图1 7所小学收到羽毛球、呼啦圈、足

         球、 乒乓球、跳绳、沙包等体育器材

图2：赵县西罗村小学校园环境对比图

图3：为平乡孟杰盲人学校的学生们加餐

图4：灵寿县九岭小学校园环境对比图

：

九岭小学是灵寿县山区的一所贫困小学。志愿者们驱车两个小时才从石家庄来到了这座大山山底，然后就是

半个小时尘土飞扬的盘山之路，看着车外的那万丈深渊，志愿者不禁为去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捏把汗，若是遇到

雷雨天气，他们可曾害怕过？

因为山里食材不好购买，这里的老师一周回家一次，采购这一星期的食材。离家近的孩子每天可以回家，太

远的也只能跟着老师吃饭或者自己带饭。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老师们对孩子都很用心，特意为每个班取了不

一样的名字，希望孩子们能够体会其中的意味，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努力奋斗，走出大山，实现梦想。

因为学校建在半山腰，所有房屋都因山势而起，厕所也不例外。学生们下课去厕所还需跑出学校，通过一条

没有护栏、依山而建的水泥路才能到达。老师一脸无奈的告诉我们：“厕所本应建在校内的，但是因为没有经

费，现在只能让孩子们靠边儿走，先凑合着。”

厕所修建起来后，孩子们活动方便了许多，就连雨雪天气也十分安全。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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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戏匣子

“爱的戏匣子”一个用爱发声的陪伴，通过将老年

人熟悉的、喜欢的歌曲戏剧拷录到爱的戏匣子中，以此

来丰富“空巢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缓解空巢老人郁

郁寡欢的现状。

“让爱帮你住新房”通过为极其贫困的空巢孤寡老

人修葺危房的形式，让他们生命无忧且安度晚年生活。

让爱帮你住新房

“爱心食堂”为村里年满65岁的贫困孤寡老人提供三餐，目前

井陉县滴水岸村有22位老人每天在爱心食堂里就餐。爱心食堂不

仅成了老人们吃饭的地方，也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场所，目前，共有

“爱心食堂”三所。

爱心食堂

 有“爱的戏匣子”陪伴的空巢老人

邯郸大名县5位孤寡老人的新旧房屋概貌

滴水岸爱心食堂的老人们一起吃饭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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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温暖空巢/ Warm Empty Nester

关注空巢老人生活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巢老人”现象尤其引人关注。2013年8月22日“温

暖空巢”助老项目应运而生。通过“孝心儿女陪伴包”和“流动养老院”温暖基金两种方式对空巢的老年群体进

行精神物质双重关爱。

2016年，“温暖空巢”系列公益活动继续在河北省各地市开展，为近千名空巢老人送去温暖。



生命树/ Life Tree

帮助脑瘫患儿走上自强之路

“生命树”贫困脑瘫救助项目设立于2012年10月，以贫困脑瘫患童为救助对象。针对脑瘫患儿病情的特殊

性及对社会造成的直接影响，不断开展调研、走访和审核工作，陆续尝试以治疗基金、康复器械、学习补助、托

养教育等形式对贫困脑瘫患童实施帮扶。3年间，一对一救助贫困脑瘫患童152名，为脑瘫患童提供康复平台的

同时，给予孩子们接受教育，融入集体的机会。

2016年初，在石家庄设立

了“生命树”天使之家托养中

心 （ 后 更 名 为 “ 慢 天 使 创 业

坊”），对符合条件的脑瘫患

童进行免费的教育托养、创业

培训。目前所设四门课程：糕

点烘焙、计算机课程、植物栽

培、手工品制作。让脑瘫患童

既有家可依又能主动创收，不

仅限于身体康复，更能够通过

就业培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

价值。

图1：志愿者教慢天使们手工品制作

图2：青年画家刘帅教慢天使们作画

图3：慢天使王晨芳和刘圣凯烘焙曲奇

图4：理事长陈秀芳给“慢天使创业坊”的宝贝们

         送去了新衣、新鞋

图5：慢天使们的手工作品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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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慢天使创业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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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烧伤女童冀依诺在姑姑的陪伴下为基金会送来锦旗 神经母细胞瘤患童吴毅哲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和腾讯大燕网河北新闻

中心总监石杰前往北京看望罕见肿瘤患者王东,并送去首批善款8万元

1211

SOS救助站/SOS Rescue Station

紧急救助，帮扶急症患者

“SOS救助站”助医项目是伴随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一起成长起来的范围较宽泛的一个慈善援助项目，对象

是家庭特殊困难的急症患者或突发灾难人群，旨在减少因意外所引起的突发事件造成的对社会及家庭的伤害。通

过线上捐款和线下劝募为受助群体筹集善款。截止至2016年底，一对一救助大病患者1000余人。

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2013年初，可爱的吴毅哲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需要长期化疗，输用大量的血小板，每次费用都不低。一

次偶然的机会，父亲吴伟光听同病房家属说，直系亲属无偿献血一次，孩子就能免费输血一次。“大家都说献血小

板合适，孩子输一次血小板，检查费什么的都算下来是1600元，我献一次就可以报销1400元，相当于孩子免费输

一次。”吴伟光说，实在拿不出钱的他又看到了希望。

       《父亲献血17次救儿》的事迹感动了众多的爱心网友，得知消息后，河北文韵公益联盟、石家庄美女会、

玫瑰公益等草根志愿者组织开展了义卖苹果、玫瑰花、金瓜、手工艺品等一系列为小哲哲义卖筹款的公益活

动，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2016年小哲哲进行了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这个坚强的小伙子正在

慢慢康复中，希望他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健康成长。

生命续航计划



13

2016年 ， “ 益 品

工坊”开设了同名的网

络平台，义卖灾区的滞

销玉米、慢天使的手工

曲奇、尿毒症创业者成

军伟的赞皇核桃、贫困

蜂农郭大爷的益民蜂蜜

等，为弱势群体拓宽了

新的义卖渠道。

图1：尿毒症创业者成军伟的赞皇核桃

图2：慢天使王晨芳制作的手工曲奇

图3：平山灾区大米峪村民农产品义卖活动

图4：贫困蜂农郭大爷的益民蜂蜜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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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品工坊/Charitable product workshop

爱心扶贫，授之以渔

“益品工坊”扶贫项目以“授之以渔”的方式，来缓解农村贫困、弱势群体无法就业的现状，助力贫困农

民、弱势群体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让受助人获得长期的自我救助并反哺社会。

    

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河北“7.19暴雨天气”致使河北多地受灾，石家

庄、邯郸、邢台、保定等市的西部山区出现不同程度的

山洪和地质灾害，受灾严重。20日，河北慈善联合基金

会第一时间在腾讯公益发起“河北多地遭暴雨袭击”公

益筹款项目，为灾区同胞筹集救援物资。

“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更是十天九次深入灾区一

线，除了参与到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之外，还

参与了物资救济、心理疏导和灾后重建工作。

图1：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

         深入一线了解情况

图2：专业的心理干预小组

         为灾区学生进行心理

         疏导

图3：为灾区送去应急生活

         箱及消杀用品

图4：平山县大米峪村的断

          桥正在重建中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1

2 3

4

15 16

慈联救援/Charity Joint rescue

与灾区同胞同舟共济

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其前身是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于2012年4月雅安地震发生后组织的紧急救援队，多

年来一直进行着各种灾害救援工作。2016年7月正式更名为“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成为河北省独立的专业

性民间志愿公益救援机构。

慈善援助项目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图1：第四季“为爱奔走6小时”在世纪公园正

          式启动

图2：各高校志愿者爱奔小分队准备出发

图3：河北科大建工学院的志愿者们

图4：志愿者认真为市民讲解“生命树”情况

图5：暖心阿姨热心支持公益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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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奔走6小时”为长期、大型的公益宣传劝募活动，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各界及大学生、社会团体用奔走

的方式奉献爱心，为“生命树”贫困脑瘫患童提供帮扶。也让广大青年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这样一种方式，传递

爱心，弘扬社会责任感。进一步传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

为爱奔走6小时/Six-hours Walking For Love

天之骄子 为爱不停歇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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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公益传递小领袖奔跑在大街小巷，为灾区募集善款，与同龄的脑瘫儿童和留守儿童成为伙伴，推广

“指间公益”爱心APP……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图1：公益传递小领袖为平山灾区义卖玉米

图2：小领袖们细心搀扶脑瘫儿童参加活动

图3：领到装备准备出发的小领袖们

图4：向路人推广“指间公益”爱心APP

图5：城乡小伙伴参加公益露营体验生活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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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传递小领袖/
小领袖 大能量

公益传递小领袖，倡导全国6~15岁青少年义务承担起公益传递的责任。小领袖们穿上志愿者服、佩戴工作

证、背上小布袋，到学校、社区、商场、游乐场等地义务传播公益理念和爱心义卖，在有趣、充满未知和挑战的

公益活动中，锻炼应变、沟通能力，学会承担责任。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Small leader transfer 
public welfare



2016年10月，由河北慈善

联合基金会、石家庄音乐广播

102.4联合主办的“荧光益跑”

活动在石家庄院落美宅“国大御

汤 墅 二 期 国 粹 ” 成 功 举 办 。

500名 夜 跑 达 人 、 30家 优 质 企

业、11家知名媒体为爱集结，火

热开跑。

图1：

图2：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爱心 

          大使团团长白岚领跑

图3：荧光侠们跃跃欲试

图4：

荧光侠们公益体验环节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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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荧光益跑/
荧光侠们的爱心之战

“荧光益跑”活动是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连续开展三年的趣味健跑系列公益活动，暨 “2013•为爱暴

走”、 “2014•为爱骑行”、 “2015•荧光夜跑”活动的创新与延续，“2016• 荧光益跑”旨在为更多热衷公

益与运动的人群提供活动平台，传递快乐公益的理念。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石

家庄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总监罗兰、国大御汤墅总

经理陈英为为获奖的荧光

侠颁发证书和奖牌

Fluorescence public
 welfare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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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边发吉

图2：著名歌唱家于文华老师

图3：著名歌唱家刘和刚老师

1 2

3

2016公益春晚/

 2016年1月9日，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主办， 腾讯大燕网、石家庄交通广播

946、慈善家俱乐部联合主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爱心支持的“2016让爱回家•河北首届公益春晚”在河北电视

台演播厅完成录制。

让爱回家，河北首届公益春晚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2016 Spring Festival Gala 
Evening of public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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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暖心歌手金池《大女人》

图5：内地唱作人赖伟锋《无心快语》

图6：街舞怪才王一鸣《这就是我》

图7：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现场说《四大名著》

图8：戏曲新秀刘冰和小童星邓鸣璐师徒二人演绎

          京豫版《穆桂英挂帅》

图9：新生代魔术师范龙翔表演惊心动魄的魔术

       《火龙穿人》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4

6 7

8

图10:书法大家旭宇现场捐赠书法作品

       《宿云门寺阁》

图11:“2015善行力量·最具爱心影响

          力”获奖代表

图12:著名歌唱家于文华捐赠10册《国

          学唱歌集》并带来中国书画大家

          爱新觉罗·焘健先生捐赠的书法

          作品《择善而行》

图13:习三内画传人付国顺捐赠内画作

         品《雨后》

图1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中国河北第三代剪纸艺术宗传人

         周淑英展示剪纸的魅力
12

13 14

2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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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公益春晚/
让爱改变•河北第二届公益春晚

2017年1月9日，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倾情打造，腾讯大燕网联合主办、河北IPTV战略支持的2017让爱改

变•河北第二届公益春晚暨“最美公益人物”颁奖盛典在石家庄勒泰购物中心五楼红太阳大剧院完成录制。华美的

舞台，群星汇聚的演出，共同打造了一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

秦勇被正式聘为河北慈善联合
基金会公益形象大使

周艳泓被正式聘为河北慈善联合
基金会公益形象大使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刘冰被正式聘为河北慈善联合
基金会爱心大使

28

2017 Spring Festival Gala 
Evening of public welfare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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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著名相声艺术家侯耀文、刘文亨先生的弟子刘际、马云路先生亲自编排相声《笑在河北》    

图2:摇滚慈父秦勇携儿子大珍珠温情演唱

图3:音乐才女周艳泓献唱《暖春》呼吁大家关注留守儿童

图4:爱心大使团白岚、任滟俐、江泉、付哲温情朗诵《以爱的名誉》

图5:国宝级戏曲大师马金凤的得意弟子、北京凤兰剧社社长刘冰携春晚小明星邓鸣璐等带来《戏曲联唱》

图6:出彩中国人翔云兄弟带来原创杂技《翔云圈》

图7:刘湘贵老人、肖洪荣女士来到现场观看晚会

图8: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理事长陈秀芳、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侯志奎为“河北十大公益人物”颁奖

图9:萤火虫计划 、 冀商公益基金 、银发幸福城启动，开启“2017全民善时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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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巷

到场的游客关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微信公众号领取爱心护照，成为爱心家人，参与公益小镇展区各慈善项目互动，体验快

乐公益!

Shopping巷

温暖巷

以照片墙的形式展示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近年来

的部分救助对象及爱心伙伴。

2017让爱改变•河北第二届公益春晚暨“最美公益人

物”颁奖盛典录制现场。

01/我们的2016 Our2016

为倡导“快乐公益”的理念，此次公益盛会以“公益小镇”的形式展现，分为快乐巷（公益体验）、

shopping巷（善品义卖）、温暖巷（救助展示）、善行巷（春晚颁奖）5大区域。让人们在参加公益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快乐。

爱心巷（物品捐赠）、

善行巷

公益倡导行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爱心巷

接受八成新的儿童书籍和玩具的

捐赠，让城市孩子的闲置物品可以在山

村孩子手中继续发挥价值。

31

将脑瘫群体“慢天使”手工制作的爱心曲奇和饼干、贫困农户郭大爷自酿的“益民蜂蜜”、励志病友成军伟制作的串珠工

艺品等进行义卖，以授之以渔的方式帮助他们以创业形式更有尊严地生活和自救！



33 34

此次春晚还评选出“最美公益人物”100人，并为他们颁奖。他们中有企业家、有媒体人、有普普通通的老百

姓......他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递爱心,传播慈善，为河北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是（按姓氏

字母先后顺序排列）：

“河北十大公益人物”
善行企业家(23人)

陈英(河北英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飞(修正集团修修爱事业部河北省公司总经理)

黄志钢(恒安集团河北区总经理)

李东(晨阳水漆河北区总经理)

刘利民(保定华仁皮肤病医院院长)

刘延云(千喜鹤集团董事长)

鲁豫(石家庄麦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志刚(国爱传媒董事长)

孟杰(河北平治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明(天和房地产董事长)

宋福如(邯郸硅谷科技园董事长)

四建雯(36524便利店企划部执行总监)

草根英雄(6人)

成军伟、庞涛、石龙杰、王亚力、许福中、杨璐瑶

大爱媒体人(3人)

褚珈岐、王立鹏、王伟倩

公益组织创始人(10人)

 白瑞、崔凯、郭红星、姬建辉、江建利、李文艳、梁长秋、孙国收、严爱国、张根兴

志愿者(43人)

白家豪、曹军军、陈松义、董贤、冯丽春、高真、郭小丽、扈洪恺、卢朝晖、罗刚、李佳隽、李少博、李媛、

李子木、廖邢一忱、刘世雄、刘文苏、刘艳华、刘昱西、刘志明、吕换英、马伊飞、马伊  毛彩月、齐梦丹、宋丁

丁、盛涛、孙二梦、孙茜茜、石红梦、王会丽、王玉勤、王月芳、王占良、吴兆恒、谢林希、熊雄、许增良、杨旭、

赵建芹、周涛、张路欣、张雁凯

善行企业家(23人)

陈英(河北英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飞(修正集团修修爱事业部河北省公司总经理)

黄志钢(恒安集团河北区总经理)

李东(晨阳水漆河北区总经理)

刘利民(保定华仁皮肤病医院院长)

刘延云(千喜鹤集团董事长)

鲁豫(石家庄麦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志刚(国爱传媒董事长)

孟杰(河北平治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明(天和房地产董事长)

宋福如(邯郸硅谷科技园董事长)

四建雯(36524便利店企划部执行总监)

草根英雄(6人)

成军伟、庞涛、石龙杰、王亚力、许福中、杨璐瑶

大爱媒体人(3人)

褚珈岐、王立鹏、王伟倩

公益组织创始人(10人)

 白瑞、崔凯、郭红星、姬建辉、江建利、李文艳、梁长秋、孙国收、严爱国、张根兴

志愿者(43人)

白家豪、曹军军、陈松义、董贤、冯丽春、高真、郭小丽、扈洪恺、卢朝晖、罗刚、李佳隽、李少博、李媛、

李子木、廖邢一忱、刘世雄、刘文苏、刘艳华、刘昱西、刘志明、吕换英、马伊飞、马伊  毛彩月、齐梦丹、宋丁

丁、盛涛、孙二梦、孙茜茜、石红梦、王会丽、王玉勤、王月芳、王占良、吴兆恒、谢林希、熊雄、许增良、杨旭、

赵建芹、周涛、张路欣、张雁凯

、

爱心大使白岚、最美记者褚珈岐、草根英雄成军伟、慈孝榜样郭朋勃、厚德典范刘湘贵、善企楷模刘延云、公

益少年李子木、尚德良医隋芳、仁爱侠士王云龙、大爱母亲肖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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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君(石家庄市盛世长安小学校长)

　　谢海燕(石家庄幸福西饼总经理)

　　徐海鹏(河北全峰快递总经理)

　　王强(河北敬业集团锶泉涌饮用天然水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云龙(普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雪华(邢台凤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景芬(河北洽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凡(恒安集团华北大区总经理)

　　易波(劲牌酒业总经理)

　　张衡(石家庄科迪药业部门经理)

　　朱立秋(河北鹏远集团董事长)

公益大使15人

白岚、段聪丽、郭春东、郭朋勃、贾宏博、刘湘贵、马夫天、马力、任滟俐、隋芳、王新江、武周彤、肖洪荣、

赵娜、张志彬



1.张文英专项慈善基金

2.华仁•祛白天使爱心专项基金

2016年4月16日，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华

仁•祛白天使”爱心专项基金在河北保定秀兰山庄

启动。该基金以保定华仁白癜风医院名字命名，以

倡导关爱贫困青少年白癜风患者为目的，主要资助

河北省内贫困青少年白癜风患者，预计每年将爱心

帮扶省内60余名贫困白癜风患者。帮助他们早日摆

脱疾病折磨，开启崭新人生。

华仁•祛白天使爱心基金首批援助款发放暨全

国首个白癜风心理康复门诊启动仪式在保定举行，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为受

助人发放善款。

2016年1月24日，张文英专项慈善基金启动成立，该基金是由国爱传媒集团董事长、河北籍资深传媒人、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爱心大使马志刚(又名：大刚)先生倡导发起，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名下设立的公益专项基金。该基

金以马志刚先生已故母亲张文英女士的名字命名，以倡导关爱母亲为目的，主要资助河北省内因病致贫、孤苦无依的

弱势母亲为对象，以“母亲”的伟大榜样感染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为我省的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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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不仅对弱势群体提供物质帮扶和精神关爱，为爱心人士打造奉献平台，也为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的企业家提供广阔舞台。我们深知企业运营的压力和参与公益的困惑，所以，我们不但愿意接受企业的单纯

捐赠，更愿意与企业一起构建多维度慈善体系。 设立 “爱心基金”、参与“为爱承诺”、独创“公益产品 ”、成

为“社会企业”， 我们致力推动公益事业实现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从使命到市场、从制度保障到内容拓展的

历史转变。

NGO发展合作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NGO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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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援助项目

服务项目                 关爱对象                           资助标准                     执行时间

贴心妈妈梦想包

爱的戏匣子

生命续航计划

  慢天使创业坊

益品工坊

慈联救援

 困境留守儿童 

 每人紧急治疗款单次不超过3万元  

1000元/月/人

平台支持费/10000元/年/人

应急生活箱/300元/次/人  

善桥修建/60万元/座/村

165元/人/开学季礼包       

200元/人/新年季礼包

100元/人/爱的戏匣子   

300元/人/中秋或重阳/孝心礼包
每年9、12月

全年不间断

开学季 6月

新年季 12月

每年3月

随时可申请

灾区百姓

贫困农户

贫困脑瘫群体

大病急症患者 

贫困空巢老人

根据灾情

3.冀商公益基金

冀商公益基金是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和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联合成立，全称为“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冀商

公益基金”，成立该基金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河北公益慈善、扶贫济困事业的发展，为冀商搭建公益事业平台。

4、普尚爱心基金

2016年7月31日，“普尚管道”

爱心基金在石家庄开发区弘谷酒店启

动，该基金专项用于灾后重建及贫困学

子、孤寡老人的救助。

普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是河北省知

名企业，在关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一直在公益路上默默前行，常年资助

贫困准大学生，为他们发放助学金。河

北7.19水灾发生后，普尚管道科技有限

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向河北慈善联合基

金会捐赠20万元的善款和救援物资。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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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发展合作

合作领域              呈现形式                                    参与标准                        合作时间

企业或团队署名爱心专项基金

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公益平台捐赠1元即可设立

的署名微爱基金，年累计捐赠365元或以上将

获得定制版荣誉证书及爱心礼物

捐赠2万元起可在公益明信片展示企业品牌

起始捐赠不低于人民币拾万元，后续基金可

由活动劝募、销售比例或其他合法捐赠形成

起始捐赠不低于人民币拾万元，后续基金可由

房产、物资、债券、股权等其他合法捐赠形成

全年

爱心基金

社会企业        根据各地市实际情况制定

企业以一年为期限，承诺将企业销售额的一定比

例或每售出一件商品即向基金会捐赠一定比例善

款进行承诺捐赠 ，年捐赠不低于人民币拾万元

开卡及消费捐赠、持卡人捐赠、爱心积分

企业捐赠 5000 元即可在爱心游戏中

加入企业logo或产品元素，和用户零距离互动。

公益倡导活动

活动名称                  参与对象                            救助群体                    开展时间

高校大学生

中小学生

运动达人

爱心企业

爱心明星

为爱奔走6小时   

公益传递小领袖 

荧光益跑  

中秋慈善之夜      

公益春晚 

贫困脑瘫群体

困境留守儿童

大病急症人群 

符合我会章程的所有弱势人群

每年6-8月  

每年8-9月

每年中秋节

春节前夕

每年3-5月 

每次6期

“银发幸福城”养老实体项目

爱心游戏

公益明信片

慈善信用卡

公益标签

“萤火虫”微爱基金

家族或个人署名爱心专项基金

为爱承诺

公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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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7

由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石家庄邮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联合

主办的“衣旧邮情，为爱储蓄”大型公益捐赠活动在平山县寨北乡

寨北小学落下帷幕。

在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盛事之一—第五届中国公益

节上，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在众多公益组织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5年度公益组织奖”。

街舞天才王一鸣（小宝）加入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爱心大使

团，担任爱心大使。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主办，多家媒

体联合主办的“2016让爱回家•河北首届公益春晚”在河北电视

台演播厅完成录制。

2016.01.21

2016.01.09

2016.01.09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受邀出席国爱传

媒集团年会，并在年会上与国爱传媒集团董事长马志刚（又名：大

刚）共同启动张文英专项慈善基金。

2016.01.24

2016.01.27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温暖空巢”助老项目组走访了石家庄市

井陉县滴水岸村爱心食堂，为那里20余名空巢老人带去了新春温

暖礼包、爱心小药箱、食用油等过年物资。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温暖空巢”助老项目组携手石家庄交通

广播946帮帮团“爱在行动”公益组织以及近10名志愿者驱车

300余公里赶往石家庄最为偏远的贫困县贫困村——九岭村，顺利

完成对九岭村19户贫困家庭的走访摸底工作。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主办，省内多

家媒体和企业联合主办的“2016让爱回家•河北首届公益春晚”

在河北电视台影视剧频道、腾讯新闻客户端同步播放。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SOS救助站”助医项目专员和志愿者

一起来到了省儿童医院重症一科看望格林巴利综合征患者刘权硕，

并为硕硕送去爱心善款17347元。

2016.02.18

2016.02.10

2016.01.28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发起的“山里娃的开学礼物”淘宝众筹

项目以209%的筹款率成功结束，共筹得善款20960元，有10所贫

困小学的900余名学生受益。

20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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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24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项目部工作人员与爱心志愿者容士彦一同

赶赴井陉、平山看望5户贫困家庭，为他们送去了生活慰问金。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发起一项旨在为贫困边远山区百人以下的

乡村小学筹集体育活动器材的公益众筹项目——给山里萌娃的新年

开学礼物。并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为山村儿童发放体育器材的持续

活动。

再障女孩杨佳琪的父亲和姑姑为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送来了锦

旗，并表达了感谢。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志愿者走访了邢台广宗县榜样母亲张巧

芝。志愿者还代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为张妈妈送上了慰问金。

2016.03.01

2016.02.29

2016.02.24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和腾讯大燕网河

北新闻中心总监石杰前往北京看望正在住院的王东，并将爱心网友

通过腾讯乐捐平台捐助的八万元善款送到了王东及家属手中。

2016.03.15

2016.03.19

2016年“为爱奔走6小时”公益倡导行动在石家庄世纪公园开

启。大学生志愿者在公共场所以奔走宣传的形式呼吁广大市民关爱

脑瘫患童。

初选出来的21名脑瘫孩子分三批前往鹿泉华康医院进行免费

体检，体检结束后“生命树”助残项目工作人员带着脑瘫孩子及家

长参观了正在完善的天使之家。

由振鹏实业有限公司捐赠的感统训练的器材在“生命树”助残

项目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搬入了天使之家。这些器材用于训练脑瘫

孩子的手脚协调性，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同时开发脑瘫孩子智

力。

贝画美术学校的五名老师来到天使之家，为天使之家的内墙作

画。5名老师从早上开始，一直画到晚上五点半，用小小的画笔为

脑瘫孩子一笔一笔勾勒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2016.04.14

2016.04.11

2016.03.23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奉献爱心家园联合主办，众多爱心团

体共同协力开展的“献血捐髓，父救子”空中花园义卖义演救助活

动在石家庄联邦空中花园前广场举行，活动为邯郸邱县白血病患儿

赵永治筹集善款14341.8元。

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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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6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华仁•祛白天使”爱心专项基金在河北

保定秀兰山庄爱心启动，该基金由保定华仁白癜风医院捐赠成立。

河北省直工委原书记、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蒋繁忠厅

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出席启动仪式。

慢天使•也有家“生命树”天使之家托养创业中心入住仪式在

石家庄鹿泉区南杜村举行，河北省直工委原书记、河北慈善联合基

金会常务副理事长蒋繁忠厅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宋静华，爱心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和学生志愿者共50余人参

与此家庭聚会。

在第47个世界地球日当天，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石家庄

市网信办、石家庄市环保局与腾讯大燕网联合主办的石家庄“互联

网+精准扶贫”爱心蓄水池捐赠暨开工仪式，在井陉县冶里村举

行。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出席了爱心蓄水

池开工剪彩仪式。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贴心妈妈梦想包”走进沧州孟村，为那

里的贫困中小学生送去关怀与温暖。

2016.04.23

2016.04.22

2016.04.21

白血病患者王辰彬的母亲给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送来用她用一

年时间亲手缝制的十字绣作品《马到成功》，不善言辞的她用实际

行动来表达对爱心人士的感谢和祝福。

2016.05.05

2016.05.12

精准扶贫•慈善助力-邯郸市大名县“为困境老人修葺房屋遮

风挡雨”公益项目动工仪式在大名县张铁集乡中张村举行。大名县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建方，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宋静华，北京兰凤少儿明星艺术团团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名誉理事邓庆华，以及多个县乡相关部门参与此次动工仪式。

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理事长陈秀芳（副

省级），河北省直工委原书记、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蒋繁忠厅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参加河

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知恩公益爱心基金”启动仪式。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携“温暖空巢”

助老项目组赶赴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滴水岸村，为那里的爱心

食堂送去10000元的食堂补贴款，并为爱心食堂授予河北慈善联合

基金会“爱心帮扶基地”的爱心牌匾。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北京兰凤剧社

明星少儿艺术团团长、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名誉理事邓庆华出席由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主办、临西县民政局协办的“曾经你保家为

国，今天我给你幸福生活”主题慈善文艺晚会暨“善居工程”扶贫

项目临西站启动仪式。

2016.05.28

2016.05.19

2016.05.13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理事长陈秀芳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

给天使之家的慢天使带去了新衣服和新鞋子。临走时，孩子们还拉

着陈主席和宋秘书长拍了一张全家福。

201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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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1

在儿童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真爱护

航”助学项目组走进了灵寿县山区小学----九岭小学，为大山里

的孩子送去节日的祝福和120个“贴心妈妈梦想包”。

拾圆微公益爱心群为“生命树”天使之家托养创业中心的宝贝

们送来了电饼铛、压面机、米面粮油、衣柜、电扇、夏凉被、新衣

服等日常用品。

“华仁·祛白天使”爱心基金组委会和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

《老三热线》节目组一起前往白癜风患者茹盼家，看望茹盼并送去

8700元爱心善款。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温暖空巢•让爱帮你住新房”公益扶贫

项目大名站启动仪式在大名县首批帮扶对象吴心华老人家举行，活

动现场为首批帮扶代表3名贫困空巢老人授牌。时值端午节前夕，

志愿者还为现场的老人们煮粽子，一起陪老人们过端午。

2016.06.18

2016.06.15

2016.06.08

在中国儿童慈善日当天，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和修正药业修修

爱河北省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日常的药物、米面粮油、文具套盒、

水果零食等物品来看望天使之家的慢天使们。

2016.06.22

2016.07.10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真爱护航”助学项目组走进了赵县西罗

村小学，给学校换上崭新的铝合金门窗。学校之前的门窗因为年久

失修，好多玻璃已经破碎掉落或残缺不全，冬天只能用硬纸片或塑

料布封上，来抵御寒风。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救援队数十次深入石家庄市井陉、平山

县、邯郸涉县、武安县、邢台临城等重灾区为“7.19暴雨天气”中

受灾的同胞筹集救援物资，并开展救援行动，除了参与到抢救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之外，还参与了物资救济、心理疏导、灾后重

建工作。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在赵县志愿者团队和谐之家爱心公益的协

助下走访了十几户孤寡老人。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受邀到河北省秦

皇岛市昌黎县参加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举办的“基金会（慈善组

织）负责人专题培训班”。

2016.07.20-21

2016.07.15

2016.07.13-15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联合石家庄交通广播946、石家庄勒泰中

心、河北全峰快递在石家庄勒泰中心开展了“情暖燕赵，情系灾

区”大型抗洪救灾募捐义卖活动，共为灾区募得6103.7元善款和

30万余元的救援物资。

2015.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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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3-29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静华受河北省社会促

进会邀请赴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学习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的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

7.19特大水灾后，为了关注灾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及时成立了心理救援小组，来到平山县岗南镇西岗

南学校为受灾的家庭和孩子做心理疏导工作，并为这里的贫困孩子

送去了由兄弟伊兰企业捐赠的70个“贴心妈妈梦想包”。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和普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普尚

管道”爱心基金在石家庄开发区弘谷酒店启动。该基金将专项用于

灾后重建、贫困学子及孤寡老人的救助。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携手爱心企业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司在

石家庄平山县武家庄村成功举办了“指间传大爱•公益进万家”慈

善精准扶贫战略合作爱心药品捐赠暨武家庄村农产品发布会爱心公

益活动。

2016.08.11

2016.07.31

2016.07.29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燕赵晚报和平山县大米峪村联合主

办，北国商城承办，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河北善诺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河北善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爱心支持的“公益传递小领

袖关注灾区在行动-平山灾区大米峪村民农产品义卖募捐活动”在

北国商城正门口顺利举行。

2016.08.13

2016.08.18

“慈善流动养老院”暨关爱灾区空巢老人行动走进井陉。河北

慈善联合基金会、河北慈善联合救援队以及心理救援小组一同前往

井陉县辛庄乡辛庄村为灾区群众发放了最后一批救灾物资并对灾区

群众进行了心理疏导。

2016“我的大学梦”励志大学生资助项目（西藏站）如期开

展，当地志愿者对符合条件的大学生进行实地走访。

“善桥行动”灾后援建项目开工仪式在平山县大米峪村隆重举

行。自此，“善桥行动”的第一座援建桥梁项目重建正式开工。

70岁的刘湘贵老人手提10万元爱心款，专程来到河北慈善联

合基金会，支援平山县大米峪村的“善桥行动”。

2016.08.26

2016.08.26

2016.08.18

公益传递小领袖在人民广场集合，开展“指间公益”APP线

下推广活动。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工作人员为每个参加活动小领袖

发放了荧光装备，便于小领袖们夜晚活动。小领袖们手持荧光装

备，在人民广场向游客推广“指间公益”App,传递爱心和公益。

20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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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04-06

经河北省民政厅推荐，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出席参加了推动

京津冀三地慈善事业协同发展的慈善展会，并以专业的慈善项目、

新颖的公益设计和灾害应急救援能力获得民政部及三地民政部门领

导的认可。图为民政部党组成员詹成付莅临展位并指导。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真爱护航”助学项目组协同爱心企业来

到了位于井陉县的辛庄小学，为这里的孩子们送去了60个“贴心

妈妈梦想包”以及篮球、跳绳、羽毛球等体育用品。

为了让空巢老人摆脱孤独、喜迎中秋佳节，河北慈善联合基金

会在邯郸市大名县张集乡举办了“中秋之夜•情暖空巢活动”。深

入贫困村为空巢老人发放“孝心儿女礼包”和节日慰问金。

赶在中秋节之前，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助学项目组回访邢台平

乡县孟杰盲人学校，将三个月的加餐费，共计51300元，送到学校

负责人手中。

2016.09.19

2016.09.14

2016.09.06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组织的“苹果树下”的约定小领袖公益

露营活动在石家庄市“苹果树下儿童见学农乐园”举行。

2016.09.24

2016.09.23-25

第五届中国慈展会在深圳举办。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参加了此

次盛会。并且凭借其别具匠心的展位设计、独具特色的五大项目和

生动温情的路演引起了现场国内外伙伴的广泛关注。

河北科技大学建工学院的志愿者们来到慢天使创业坊，为孩子

们教授计算机课程，零基础的孩子们学得有点吃力，却十分认真。

重阳节当天，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知恩公益爱心基金理事长、

河北省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隋芳，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石家庄知恩爱心社创始人、经理张素锐及二十余名志愿者一

起来到贫困村、革命老区井陉县三峪村，开展了“重阳节助老孝老

敬亲”爱心捐助活动。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心理救援小组来到了河北赞皇县南马峪小

学和长沙村小学，为这里的孩子们讲述自我保护的防御知识，并教

孩子们正确认识自我优点，学会接纳自己。

2016.10.16

2016.10.09

2016.09.30

由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发起，石家庄音乐广播106.7小木屋联

合主办，国大御汤墅二期国粹冠名支持的“为爱挑战•2016荧光

益跑活动”在石家庄院落美宅国大御汤墅二期国粹成功举办。

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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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5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去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刘湘贵老人，老人

依然心系着平山县大米峪村的“善桥”，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又向

“善桥行动”捐出了50000元善款。

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及公益传递小领袖的支

持下，“这个冬天，特别温暖”活动在北国超市（简良店）成功举

行。

河北普尚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龙为“贴心妈妈梦想

包”项目捐赠棉袜六箱，共计1000双。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为重症病毒性脑炎儿童彭铠洲在线上发起

筹款，并在四天内为小洲洲筹集了100222.33元。

2016.11.27

2016.11.22

2016.11.21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韩立芳受邀参加省属社会组织

党组织组建攻坚推进会。

2016.12.09

2016.12.13

美女志愿者刘思思来到慢天使创业坊，教慢天使们制作曲奇饼

干，孩子们都学得有模有样。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志愿者带着“爱的戏匣子”及20000元善

款来到井陉县滴水岸村爱心食堂进行慰问。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在线上为因爆炸致伤的张凯翔一家三口发

起了筹款。并在短时间内筹得善款40余万元。

2016.12.29

2016.12.13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真爱护航”助学项目组为平山县洪子店

小学12位贫困学生送去了新年季“贴心妈妈梦想包”。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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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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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2016年12月31日         会民非01表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应收款项

预付账款

存 货

待摊费用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总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5,150,823.36 

4,838.00 

205,883.00 

 185,760.57 

5,547,304.93 

109,927.00 

44,882.15 

65,044.85 

65,044.85 

5,612,349.78 

 5,079,430.78 

15,093.28 

469,716.00 

 177,647.83 

5,741,887.89 

200,179.40 

73,569.59 

126,609.81 

126,609.81 

5,868,497.70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款项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预收账款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净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2,720.00 

2,720.00 

2,720.00 

5,552,650.58 

 56,979.20 

5,609,629.78 

5,612,349.78 

48,070.00 

48,070.00 

48,070.00

 

5,763,448.50 

 56,979.20 

5,820,427.70

 

5,868,497.70 

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2016年12月31日         会民非01表                           单位：元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二）管理费用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费用合计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1

2

3

4

5

6

9

11

9

10

14

15

16

17

19

项  目

18

 5,868,414.00 

 200,000.00 

 21,409.65 

 6,089,823.65 

 4,550,401.99 

 4,550,401.99 

 254,951.63 

 

 

 82,243.63 

 4,805,353.62 

 1,284,470.03 

 5,868,414.00 

 200,000.00 

 -   

 -   

 21,409.65 

 6,089,823.65 

 4,550,401.99 

 4,550,401.99 

 254,951.63 

 

 82,243.63 

 -   

 4,805,353.62 

 1,284,470.03 

 7218880.38

 3,486.99 

  7,222,367.37

 6,691,884.07 

 6,691,884.07

 447,669.58 

 

 

 12,847,951.40 

 -   

 -   

 3,486.99 

 12,851,438.39

 12,172,670.47 

 12,172,670.47

 447,669.58 

 

 

 

 

行
次

上年数 下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   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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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08.00 172,708.00

行次

 5629071.02

 3,486.99 

  5,629,071.02

 5,480,786.40 

 5,480,786.40 

 

 216,761.20 

 

230,908.38 

 20300.42

  7,159,854.07 

 148,284.62 

  210,797.92 

 5,480,786.40 

 -148,284.62 

 -0.00 

 216,761.20 

230,908.38 

 20,300.42 

 12,640,640.47 

 210,797.92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2016年12月31日         会民非01表                           单位：元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2016年报  Hebei  Charitable  Joint  Foundation 审计报告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12,847,951.40 

 3,486.99 

 12,851,438.39 

 12,157,462.96 

 230,908.38 

 274,918.26 

 166,458.97 

 12,829,748.57 

 21,689.82 

 93,082.40 

 93,082.40 

 -93,082.40 

 -71,392.58 

1

2

3

4

5

8

13

14

15

16

19

23

24

25

26

27

30

34

35

36

39

43

44

45

48

50

51

52

55

58

59

60

61

6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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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叶连松（河北省委原书记）     

吕传赞（河北省政协原主席）

赵世居（河北省委原副书记、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

郭世昌（河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赵渭忠（河北省军区原副政委）

刘建生（河北省委原副省长）

俞定海（河北省公安厅原厅长、省长助理）

万书君（河北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

白   石（河北省委原宣传部副部长、河北省文明办原主任）

李纯勇（河北省工商联副主席）

名誉理事长

名誉副理事长

党支部书记

理事

名誉理事

葛素梅（河北省教育厅原巡视员）

（

刘延云（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千喜鹤集团董事长）

朱立秋（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鹏远企业董事长、河北

            省总商会副会长、河北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2014年度河北省十大经济风云人物、河北省十

            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陶  利（河北正清和投资有限公司、 保定商会副会长）

邓庆华（北京兰凤少儿明星艺术团团长）

刘湘贵 感动省城十大人物 ）

秘书处  

综合办公室 

宣传联络部 

事业发展部 

志愿者中心  

项目管理部

活动执行部   

部门设置

理事长

常务副理事长

副理事长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秀芳（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

蒋繁忠（河北省直工委原巡视员）

王钰青（河北省编办原副主任、河北省人事厅原副厅长、

             河北省政协原参事）

曲   明（河北天和房地产董事长、中昌投资董事长）

宋静华（河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副会长、关爱农民子

            女圆梦行动发起人、真爱护航行动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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