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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赠收入简要分析 

截至 2019 年 9 月，我会捐赠收入 589,768,457.18 元，其中： 

（一） 按资助项目统计 

项目大类 本年度发生额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130,147,949.70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 70,595,883.25 

爱心包裹项目 40,932,182.78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 34,250,065.29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33,271,362.59 

百美村宿项目 31,500,000.00 

爱加餐项目 29,282,575.39 

人人公益项目 26,799,790.56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 24,068,945.02 

灾害救援项目 17,511,419.19 

加油计划项目 15,992,605.38 

大病救助项目 13,998,201.31 

未定项资金 12,378,218.57 

童伴妈妈项目 12,304,879.62 

电商扶贫项目 10,508,373.48 

乡村能力培训及职业教育项目 9,972,139.10 

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 9,809,945.40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9,600,000.00 

公益同行项目 9,568,221.92 

公益未来项目 8,819,794.31 

国际项目 7,670,479.52 

新长城大学生项目 7,374,368.02 

公益倡导项目 7,307,896.00  

乡村健康卫生项目 5,357,943.98 

阳光跑道项目 4,606,863.72 

美好学校联合公益项目 3,001,980.82 

养老项目 1,400,000.00 

溪桥工程项目 962,479.70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 474,6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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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乡村项目 299,249.56 

合计 589,768,457.18 

 

（二）2019 年 1-3 季度前十名捐赠者如下： 

 

序号 捐赠人姓名 捐赠金额 
占总捐赠收

入比重 
资助项目 

1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15.57%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700,000.00 15.41% 
电商扶贫项目、乡村教育发展及

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3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6,207,516.00 13.60% 百美村宿项目 

4 

北京天科佳豪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000,000.00 10.38%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5 唐信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38%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6 恒天万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38%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7 新湖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38%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8 重庆万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809,945.40 5.09% 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 

9 

CAPITALAND HOPE 

FOUNDATION 

9,085,206.82 4.71% 
爱心包裹项目、乡村教育发展等

项目 

10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7,909,708.31 4.10% 乡村健康卫生项目（物资捐赠） 

合计 192,712,376.5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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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简要分析 

截至 2019 年 9 月，我会业务活动成本总计 408,731,500.10 元。按

项目统计如下： 

项目大类 本年度发生额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99,260,000.00 

人人公益项目 36,931,373.52 

百美村宿项目 31,210,636.77 

爱心包裹项目 25,325,639.43 

公益同行项目 23,261,982.78 

灾害救援项目 21,512,093.30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保险项目 17,877,028.05 

乡村教育发展项目 15,707,047.72 

国际项目 13,661,615.08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2,531,171.27 

爱加餐项目 12,322,679.21 

乡村能力培训及职业教育项目 11,786,097.15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11,340,059.66 

童伴妈妈项目 10,633,224.39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 9,477,074.20 

经济林生态扶贫项目 9,392,990.55 

乡村健康卫生项目 8,380,382.86 

电商扶贫项目 7,739,134.73 

加油计划项目 7,624,122.26 

新长城大学生项目 6,464,095.06 

公益未来项目 5,137,727.31 

公益倡导项目 4,004,214.70 

美好学校联合公益项目 3,426,395.46 

溪桥工程项目 1,857,750.89 

阳光跑道项目 935,644.14 

美好乡村项目 550,015.80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复明项目 303,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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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项目 75,984.87 

大病救助项目 1,617.90 

合计 408,731,500.10 

 

三、关联交易 

交易时间 交易类型 关联关系 具体内容 
交易金额（单

位：元） 
交易对象 

2019/1/9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757,881.50  

成都中扶乡村

营造发展服务

中心 

2019/3/8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587,621.74  

雅安中扶养老

服务中心 

2019/4/3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845,131.64  

成都中扶乡村

营造发展服务

中心 

2019/6/4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265,306.74  

成都中扶乡村

营造发展服务

中心 

2019/6/20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1,301,808.48  

成都中扶乡村

营造发展服务

中心 

2019/6/26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其他 项目执行 

  

1,506,325.50  

北京慈幼儿童

福利研究中心 

2019/8/13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其他 项目执行 

    

480,000.00  

北京慈幼儿童

福利研究中心 

2019/9/29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其他 项目执行 

    

397,705.74  

北京慈幼儿童

福利研究中心 

2019/9/10 
与重要关联

方发生交易 

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

的个人或者组织 

项目执行 
    

194,701.63  

成都中扶乡村

营造发展服务

中心 

 

四、重大资产变动 

变动资产事项 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备注 

存货      21,791,074.15   新增捐赠物资入库 

合计      21,791,07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