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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会简介
（一）背景及宗旨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于 1987 年，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民政部注册，接受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业务指导，具有独立法
人地位的全国公募非营利公益组织。
基金会首届名誉会长是前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会长是前全国政
协副主席王首道；第二届会长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全国政协副主席
谷牧；第三届会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常务副会长是
国家人口计生委原副主任吴景春，副会长兼秘书长苗霞。
2004 年 11 月 19 日，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章程》
和基金会组织程序，顺利进行了第四届理事会的换届工作。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为第四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苗霞任理事长兼
秘书长，高静山、于德惠任副理事长。
法人代表：苗

霞。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宗旨：争取国内外关心中国人口福利事业
的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捐助，动员社会资源兴办有利于解决人口问题
的社会公益项目和活动；关注人口与发展进程中的扶贫开发、人口素
质以及伴随城市化、老龄化等重大社会问题带来的家庭及个人风险，
增进人口福利与家庭幸福，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工作内容：
（1）向贫困地区的妇女特别是育龄妇女提供小额资助，使她们
在生活、生产、生殖健康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得到改善，并通过
她们自身的努力，逐步摆脱贫困；
（2）奖励和表彰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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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杰出人士和团体；
（3）根据社会发展和人口领域的社会需求，兴办计划生育、性
和生殖健康、老龄人口福利等方面的服务项目；
（4）参与计划生育家庭救助体系的建立及实施；
（5）开展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国外友好团体和人士
以及国际组织的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合作。

（二）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由我会与中国计生协、中
国人口报社于 1995 年共同创立实施，并组成了由王光美任主任的幸
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该项目主要以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贫困
母亲为救助对象，围绕“治穷、治愚、治病”，采取“小额资助、直
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
（每户给予 1000—3000
元）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启动十年来，按照理事会的
战略设想和规划开展工作，在王光美主任的带领下，在国家人口计生
委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发起单位的通力合作下，幸福工程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截止 2004 年 10 月，幸福工程已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设
立了项目点，
累计投入资金 2.6 亿元，累计救助贫困母亲 14 万人
（户），
惠及家庭人口 65 万，扶贫效果明显。据清华大学课题组对有代表性
的六个幸福工程项目点的调查，结果显示，救助前人均年收入 840.5
元，救助后最近一年人均收入提高到 1931.1 元，增加收入 1090.6 元，
增长了两倍多。脱贫率达到 89.5%。次外，还对贫困母亲做健康检查
50 万人次；治疗妇科病 15 万余人；举办各类培训班 7519 期；培训
58 万人次；免费下发治疗妇科病的药品和器材价值约 131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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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幸福工程的项目点和人均投入都
相应加大。每个项目点的资助投入由前期的 10—12 万元增加到现在
的 28—100 万元；人均资助由前期的 1000—3000 元（有些项目点人
均只有 500 元），增加到现在的 3000—5000 元（有些项目点人均达到
8000—10000 元）
。
随着资金和项目规模的扩大，为提高幸福工程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加强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特别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改变了
管理权过于集中的状况，建立了从全国组委会到省、县各级责权明晰
的三级管理网络。在基金管理使用方面，改变了所有权和管理使用权
都归全国组委会的状况，全国组委会将下拨资金和各省募集资金合
并，一次性框定为地方专项基金，交由省级组委会根据有关规定统一
管理使用。截止 2004 年 10 月，共建立了 7280.95 万元的地方基金。
这些措施，为幸福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幸福工程的调查评估报告显示，“幸福
工程立项合理适当，切入点准确，项目救助效果显著，资金使用效益
高。作为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发起实施的社会工程，在实施幸福工程
的地区，不仅干群关系明显改善，而且群众的生育观念也有了很大改
变，妇女地位大大提高。幸福工程已经对这些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主要包括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性别与发展问题的
影响等。幸福工程已经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
近几年来，幸福工程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更加积极广泛
的社会影响。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文（1997 年）推广幸福
工程的经验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也相继发文，对幸福工程的多方面意义给予肯定。近年来中共
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农村
扶贫开发》白皮书，都提到幸福工程并给予了积极评价。

４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年报文本

（三）中华人口奖
中华人口奖设立于 1993 年，是我国人口领域的最高奖项，也是
一个跨部门的综合性奖项。在设奖宗旨、授奖范围以及具体奖项的设
计上，突出体现了动员全社会力量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基本方针。中
华人口奖分设“工作奖”、
“科学技术奖”和“荣誉奖”三个基本奖项。
“工作奖”的授奖对象，不仅包括人口计生部门的杰出工作者，还包
括在人口问题综合治理各项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以及在促
进本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方面有重大建树
的党政领导干部。“科学技术奖”的授奖对象是在人口计生领域以及
相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成果显著的科学技术人员。“荣誉奖”
的授奖对象是已不再担任公职或离退休、曾对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
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鼎力支持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事业的国外知名人士。此外，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以
及一些特殊情况，中华人口奖还增设了“特别荣誉奖”
、
“国际合作荣
誉奖”、
“特别贡献奖”和“贡献奖”等奖项。马寅初先生、宋平同志
和彭珮云同志曾先后获得“特别荣誉奖”称号；原联合国人口基金执
行主任萨迪克女士等 4 位外国人士曾获“国际合作荣誉奖”
；香港陈
君实先生曾获“特别贡献奖”
；还有 4 家企业曾获“贡献奖”。中华人
口奖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有 60 余位个人和单位先后获奖。
中华人口奖举办 12 年来，在唤起全社会对人口问题高度重视方
面、在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
实，随着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拓创新，中华人口奖将发挥
更加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003 年是中华人口奖设立 10 周年，遵照基金会何鲁丽会长、国
家人口计生委张维庆主任等领导关于要加强中华人口奖后续宣传的
指示精神，我会组织编写了《功在千秋——中华人口奖十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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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由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词，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题
写书名。

（四）其它项目

1、幸福工程——救助艾滋病患者家庭及艾滋孤儿行动
防治艾滋病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也是关系我国社会稳定和人口安全的大事。2003 年，我会争取到美
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与河南省计生协、上蔡县政府一道开展了“幸
福工程——救助 HIV/AIDS 家庭”项目。该项目以生殖健康为切入点，
开展社会关爱和宣传教育活动，并借鉴幸福工程的救助模式，对艾滋
病患者中的 65 户贫困家庭给予每户 2000 元资助，
帮助他们生产自救，
振作精神和生活的勇气。
面对因艾滋病父母双亡，缺少家庭温暖和应有的教育的孤儿和单
亲家庭的数百名孩子，为了让这些无辜的孩子重新获得正常生活的权
利，得到社会的关爱，我们继续争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开展了“幸
福工程——救助艾滋孤儿行动”，首批救助了 93 名孤儿。向孩子们提
供上学的书本费资助，并在学校设立了“爱心辅导站”，聘请辅导员
专门负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进行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此项活动得
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河南省计生委、河南省计生协等部门的大力支
持。国家人口计生委团委组织团员青年捐款捐物共计 3639 元，为 93
个被救助的孩子每人买了一个书包、一套学习文具；河南省计划生育
协会向孤儿捐赠小学生字典、小学生词典 600 套。这次活动还为 2 个
辅导站购买了书架、桌椅、电视机、VCD 等教学用品。
2004 年的“六一儿童节”期间，我们从德国拜耳公司得到资助，
组织孩子们到北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夏令营”活动，使这些孩子感
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为日后健康成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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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幸福工程——幸福微笑活动
2002 年，我会与美国容德国际共同发起和组织了旨在为贫困地
区唇腭裂患儿实施免费手术的“幸福微笑”活动。美国容德国际组织
成立于 1992 年，是一个依靠基金开展活动、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家优势，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的医疗援助，
主要为贫困地区唇腭裂患者进行免费修复手术。该活动已在江西省九
江地区和四川省成都等四个地区，为 262 名唇腭裂患者、13 名眼睛
斜视患者提供了免费整形和矫正手术。

3、幸福工程——关爱福利院孤残儿童的模拟家庭教育活动
为了让生活在福利院的孤残儿童感受到家庭式的温暖和教育，我
会联合有关组织与美国半边天基金会合作，从 2000 年 8 月起，在部
分福利院开展了包括“婴幼儿祖母抚爱计划”
、
“小姐妹学前教育计划”
和“大姐妹助学计划”的系列关爱教育活动。截止目前，已在我国 7
个省（市）的 13 个福利院开展了这项活动。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为项
目投入资金约 1000 万元人民币，直接受惠儿童 2000 余名。
4、幸福工程——“资助农村贫困女生奖学金”活动
在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国合司的支持下，我会与日本“为了未来的
孩子和地球 2050”组织在贵州省合作开展了资助贫困女生的奖学金
项目。到 2003 年底，有 74 名女学生得到了资助。
5、幸福工程——关爱生殖健康项目
“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疾病普查及科普知识宣传活动”是我会
与西安健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经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
司批准实施，针对育龄妇女免费进行乳腺疾病普查与科普知识宣传教
育。该公益活动已在重庆、四川、陕西、河北的 50 个区县 280 多个

７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年报文本

乡镇开展，进行乳腺疾病普查 68.9 人次，组织科普知识讲座 1270 场
次，培训基层计生服务站技术干部 1000 余人次，发放乳腺疾病健康
知识宣传品 120 余万册，VCD 科教光盘 10 万余张，累计投入资金物
品 212 万元。

6、幸福工程——生殖健康培训活动
我会生殖健康专委会组织有关专家，为中西部地区基层计划生育
干部和服务人员举办了多期专业培训班。为了吸收新的理念和技巧，
又与香港家计会合作开展了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训活动。该项培训
活动已组织了四次，参加培训的主要是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人
员。

7、幸福工程——“爱心捐助工程”
“爱心捐助工程”是我会与江苏科诺医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合
作，支持西部地区卫生事业，改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设备状况的一项
公益活动，几年来为甘肃、广西、河南、山西、内蒙古、云南等地的
基层卫生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共捐赠了价值 2200 万元的医疗设
备。

8、幸福工程——“萌芽工程”
是我会少数民族人口福利基金发出倡议，由北京多家医院的医护
人员组成医疗队赴贫困地区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的义诊活动。针对一
些地区的多发病、常见病，在为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检查和治疗的同时，
义诊医疗队还为当地医生开展医学讲座，为群众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捐献药品。义诊活动已举办了两次，分赴云南、贵州和西藏的十几个
少数民族地区，诊治近万人次，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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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举办“米非司酮临床应用十年十城市巡回学术研讨会”
我会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展的这项科研活动，通过总结十年来临床
应用经验，讨论米非司酮临床新用途，为保证用药的安全性进一步强
化了用药的规范。该项活动约有 3000 人参加，受到科技人员的一致
好评。

我会还组织、参与了其它相关活动及调研工作。如：我会少数民
族专业委员会与北京市对外友协共同发起了名为“萌芽工程”的西部
地区义诊活动；我会与其它机构共同承办“全国女性刑释、解教人员
安置帮教工作研讨会”；参与对中国内地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进行
的问卷调查等。

除上述活动外，我会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五省（区）开展
了有关农村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我国全面推行计划
生育几十年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功效显著。同时也必须
看到，在我国经济还不发达，特别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
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广大群众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号召，在个人和
家庭的实际利益上做出了很多牺牲。尽管多年来国家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推出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但仍有不少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如
一些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因子女遭受病残、死亡等意
外伤害而陷入困境，问题更为突出。对于这些与计划生育有关联的困
难家庭国家有责任给予扶助。而要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解决问题，
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供政府决策。这正是我会
下决心开展这项调研工作的基本动因。为此，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支
持下，2002 年，我会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甘
肃、宁夏、四川、湖南和浙江等农村地区，对 3 万多个计划生育农户
做了全面摸底调查，对 200 多个乡镇的 10 万余户独生子女家庭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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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统计，并在 12 个乡镇深入 70 余户进行了专访。从最突出的问题
入手，写出了《遭遇意外风险的计划生育家庭亟需社会救助》的调研
报告。国家人口计生领导对这项调研高度重视，张维庆主任、赵炳礼
副主任当即做出批示。该报告经国家人口计生委《送阅件》
、新华社
动态清样和《人民日报》内参编发后，得到国家有关领导人的重视。
为促进问题的解决，我们还向有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在
2003 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宏规、谢明道等和政协委员潘贵
玉就此问题分别提交了建议案，对有关提案财政部做出了积极的答
复。特别是在 2003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
“目前一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
别是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病残、死亡等原因，生活遇到困难，养
老缺乏保障，这些问题要妥善解决，抓紧建立社会救助机制”。令人
欣喜的是，2004 年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一项重点对农
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进行奖励、对因独生子女伤残和死亡等造成的
困难家庭进行扶助的重大举措，即“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制度”
，由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联合推出，有关问题得到了部分
解决。
在 2004 年 9 月７日发布的《中国人口与发展国家报告》中提到，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以及
开展的“计划生育和扶贫帮困”调查与干预活动，直接促成了政府“农
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
家庭养儿防老的问题。目前仍在积极推动独生子女特困家庭救助、建
立公益基金以及老年关怀和家庭幸福等新项目计划的落实。

二、财务报告
按照《会计法》、
《预算法》
、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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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的财务管理和运作过程中，我会注重维护基金会的公益形象，
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定期对基金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接受社会监督。
2002 年，我会通过了外汇管理局，委托天同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我会
2000 年、2001 年外币账户进行的专项审计。还接受了由财政部、审
计署、监察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检查组对我会进行的银行账户的
管理及使用情况的再次检查。专项审计和检查都获通过。
面对国家金融管理体制发生的变化，我们积极转变观念，开阔思
想，在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的基础上，加强管理，拓展渠道，在合理
规避风险的前提下，采取分散投资、集中管理等方式，保证了基金的
保值和增值。
截止 2004 年底，收入和支出情况如表一所示：
表一：
序号

科目

人民币

1

基金会收入总额为

8070.76 万元

2

支出总额为

5814.54 万元

3

收支结余

2256.22 万元

截止到 2004 年 12 月，我会各项目收入、支出情况如表二所示：
表二：
序号

科目

人民币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基金会收入
幸福工程捐款收入
人口奖收入
其它收入
利息收入
财政部、国家人口计生委资助专项经费
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艾滋病项目
美国半边天基金会项目投入（不确定）
瑞士国际流动人口健康中心专项调查工作经费

559.2 万元
5213.59 万元
457.7 万元
452.31 万元
636.96 万元
80 万元
103 万元
564 万元
4 万元
8070.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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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序号

科目

人民币

1
2
3
4
5
6
7
合计
余额

幸福工程资助支出
“公益基金”“关爱女孩”项目支出
爱滋病项目支出
中华人口奖项目支出
美国半边天基金会项目支出（不确定）
人员办公经费支出合计
瑞士国际流动人口健康中心专项调查工作经费

3887.92 万元
78 万元
55.28 万元
312.32 万元
564 万元
913.02 万元
4 万元
5814.54 万元
2256.22 万元

三、大事记
（一）2000 年大事记
2000 年 3 月 25 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成
立。
2000 年 6 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开始合作，开展关爱社会福利院中女童的“小姐妹”和
“老祖母”项目。
2000 年 10 月，在京召开“幸福工程五年成果汇报暨表彰大会”。
颁发了“突出贡献奖”，
“优秀工作奖”
，
“十大脱贫状元”
，
“百佳脱贫
母亲奖”
，
“十佳项目县奖”和“先进工作者奖”
。
2000 年 10 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香港家计会达成协议，由
香港家计会提供技术支持，为大陆地区分批培训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
服务人员。

（二）2001 年大事记
2001 年 5 月至 7 月，由世界宣明会出资，全国组委会组织，分
别在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首次对幸福工程管理人员分三批进行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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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理论培训。
2001 年 12 月，第四届中华人口奖活动举行，共有 15 位海内外
人士获奖。其中，曾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的宋平获得“特别荣誉
奖”；白玛、谷长春、王夫棠、王维滨、叶立慧、刘芝兰、曹景椿、
谢明道、朱楚珠、查瑞传、李瑞麟等获得“工作奖”；香港实用货仓
有限公司的陈君实先生获得“特别贡献奖”；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萨迪
克女士和福特基金会的苏珊女士获得“国际合作荣誉奖”
；《人之初》
杂志社和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获得“贡献奖”
。

（三）2002 年大事记
2002 年 1 月，由日本利民工程资助的中国人口福利网开通仪式
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何
鲁丽、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吴景春、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苗霞、日本
驻华大使馆公使目贺田周一郎、驻华大使馆经济部藤田洋子及民科伟
业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中华等出席了开通仪式。
2002 年 3 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钓鱼台国宾馆邀见了“幸福
工程”组委会主任王光美。并以个人名义向幸福工程捐献一万美元，
成为第一位向幸福工程捐款的外国元首。
2002 年 5 月，母亲节期间，与香港“爱心行动”和妇女协进会
配合，推出港区“关注贫困妈妈”的宣传劝募活动；在北京《大众影
廊》举办了“母亲——西部纪实”摄影展。
2002 年 5 月，秘书长苗霞陪同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出访英国、
法国，参加国际计生联 50 周年活动和访问世界家庭组织。
2002 年 6 月，由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邓国胜博士等一行三人组
成的“幸福工程”评估小组，对贵州省普定县幸福工程项目点进行了
为期 5 天的项目评估工作。
2002 年，基金会将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基金”的课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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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日程。6 月至 8 月，副会长兼秘书长苗霞组织带领有关人员到
甘肃、宁夏、四川、湖南和浙江 5 个省（区）的 12 个乡（镇），对独
生子女夭折、病残以及独生子女父母死亡、实行计划生育人员手术并
发症等遭遇意外风险的家庭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对 70 余个家庭进
行了入户专访。调查报告《遭遇意外风险的计划生育困难家庭亟需社
会救助》
，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对策和建议。经《国家计生委送阅件》、
《新华社动态清样》和《人民日报内参》编发后，得到国家有关领导
人的重视。
2002 年推出“幸福工程管理年活动”，并于 9 月，在宁夏银川市
召开了全国幸福工程项目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动了幸福工程项目管理
工作。
2002 年 9 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与河南省上蔡县计生委联合组团，到泰国考察学习了社区艾滋病防
治以及对艾滋病病人进行关爱的项目。并与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
（PDA）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2002 年 10 月，开始与美国容德国际组织（国际扶轮社的分支机
构）合作开展了“幸福微笑”活动，在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我们为 113 名唇腭裂患儿以及 13 名斜视患儿进行了免费整形和矫正
手术。徐州市圣普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还向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捐赠了
价值 15 万元的医疗设备。
2002 年 10 月，与西安健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关
爱女性健康——乳腺疾病普查及科普知识宣传活动”
。
2002 年 10 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杭州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
计划生育系统基金会研讨会。通过研讨会，达到了互相学习借鉴、共
同谋求发展的目的。

（四）2003 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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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 月，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在河南省上蔡县开展了
救助艾滋病母亲活动。
2003 年 3 月“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李宏规和政协委员潘贵玉
等在“两会”上分别提交了我会代起草的《关于设立“农村独生子女
家庭风险基金”》的建议和《采取切实措施救助农村计划生育贫困户》
的提案。引起了两会代表和财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门做了“积
极予以支持的答复意见”
。
2003 年 3 月，日本 2050 组织会长北谷胜秀先生应国家人口计生
委邀请率团访华。我会开始接手日本 2050 组织在贵州省进行的帮助
贫困女生的奖学金项目。并与日本 2050 组织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2003 年 4 月，我会与瑞士国际流动人口健康中心合作，对中国
内地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北京舞蹈学校、爱莲
舞蹈学校和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支持下，按时完成了合作项目。
2003 年 4 月，
“非典”期间，我会联合中华慈善总会等 10 家非
营利组织共同发出倡议，动员社会各界为“非典”患者和战斗在抗击
“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捐款捐物。
2003 年 4 月，我会与江苏科诺公司共同推出了“抗非典、献爱
心”向疫区资助医疗设备活动。为 21 家基层防治“非典”的定点医
疗单位资助了总价值 136 万元的监护仪器 28 台。
2003 年 7 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联合国家人口计生
委以及我会等单位赴江西、安徽两省农村进行“帮助农村计划生育贫
困家庭”专题调研，形成了《关于扶助农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的调查
和建议》的报告，进一步引起各级领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2003 年 9 月，我会争取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好邻居项目提供的 3
万美元的资助，在河南省上蔡县开展了“幸福工程——救助孤儿行动”
项目。首批救助了 93 名孤儿，并在 2 所小学建立了“爱心辅导站”
，
聘请 2 名富有爱心的老师作为辅导员专门负责和管理失去父母、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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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艾滋病孤儿，使他们得以重返校园。
2003 年 9 月，
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苗霞应日本 2050 组织的邀请，
赴日本东京参加了“关于贫困与艾滋病的南—南高级决策者研讨会”，
并在大会上发言。
2003 年 9 月，我会与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在山东省德州市召
开了“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救助活动”现场座谈会。
2003 年 10 月，我会组织内地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技术人员赴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进行了考察、培训、交流活动。
2003 年 11 月，我会与美国半边天基金会、中国社工协会一起，
在河南省合肥市联合召开了《半边天基金会成立五周年暨中国福利院
教育项目成果汇报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美国参
议院领养委员会主席为大会发来了贺信。
2003 年 11 月，我会少数民族专业委员会与北京市对外友协共同
发起了名为“萌芽工程”的西部地区义诊活动。
2003 年 11 月，由我会主办，陕西省回归研究会、西安市刑释/
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公室、西安市妇女问题研究会共同承办的
“全国女性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2003 年 12 月，应我会的邀请，以秘书长塔瓦猜先生为团长的泰
国人口社区发展协会一行 6 人对北京、黑龙江等地进行了友好访问。
2003 年 12 月，我会在北京举行了《功在千秋——中华人口奖十
年》一书首发仪式。国家人口计生委张维庆等主要领导同志出席。

（五）2004 年大事记
2004 年 1 月日 16 日，我会和中国三峡画院共同的举办“首都书
画界新春团拜会暨关爱艾滋孤儿捐献书画倡议活动”，得到了一百多
位在京书画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捐献出 100 幅书画作品。全国
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中国计生协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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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吴景春等到会并向中国三峡
画院和书画家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证书。
2004 年 4 月 7 日，第三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何鲁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
话。刘汉彬、苗霞、刘宝顺等 18 位常务理事出席了会议，基金会法
律顾问王遂起列席会议。会议由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吴景春主持。
2004 年 6 月，根据新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精神和民政
部的要求，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章程》。新的章程在宗
旨和业务范围的表述上定位更加准确，既较为全面又突出重点。
2004 年 6 月，
“六一儿童节”期间，从得到德国拜耳公司资助，
在北京组织开展了“幸福工程——艾滋孤儿夏令营”活动。使这些孩
子感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爱，为日后健康成长留下了美好的记
忆。
2004 年 10 月，制订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战略规划》
，由我
会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对我会的发展做出了适应新形式的
战略规划，明确了长期和分阶段的发展目标。
2004 年 11 月 19 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三届六次常务理事会
暨第四届理事会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中国人口
福利基金会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四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及有关人员
共 60 余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会长何
鲁丽，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常务副会长
吴景春和李赣骝、刘汉彬、李秋芳等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
对包括 2004 年在内的三届理事会期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顺利
完成了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04 年 12 月，第五届中华人口奖遴选活动筹备并启动。
2004 年 12 月，根据三届六次常务理事会的工作建议和四届一次
理事会的工作安排，基金会进行了内部机构改革，设国内发展部、国
１７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年报文本

际合作部、企业合作部和管理部。

（六）历史大事记
1987 年 4 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组建了第一届
基金会理事会，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为基金会会长，前全国政协
主席邓颖超为基金会名誉会长。
1993 年 8 月 19 日，首届中华人口奖遴选活动揭晓，马寅初、叶
文志、刘铮、严仁英、吴阶平、张知远、张德玮、周海珍、赵志浩、
徐爱光、崔培华等 11 人获奖。
1994 年 3 月 24 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在京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谷牧为会长的新一届领导机构。
1995 年 2 月 28 日，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创立暨捐
赠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天津绿天使有限公司率先捐赠了
100 万元，幸福工程正式启动。
1995 年，第二届中华人口奖活动举行，田雪原、邬沧萍、许行
贯、杜宜瑾、李顺强、肖碧莲、罗秋月、赵玉茹、秦振华、董殿华等
10 人获奖；王志勇、孙兢新、李瑞麟、和志强、崔兴亭等获“提名
奖”
。山东大西苑集团公司获“贡献奖”
。
1998 年，第三届中华人口奖活动举行，于景元、王光美、李翰
章、张中伟、张纯元、张敏才、宋育文、姜淑琴、栗秀真、黄明等
10 人获奖。日本家族计划协力财团会长加藤静枝女士、泰国人口与
社区发展协会主席米柴先生获得“国际合作荣誉奖”。杰士邦（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烟台正海·依奎诺克斯净化水设备有限公司获得“贡
献奖”
。
1999 年 4 月 16 日，为了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设立了“少数民族专项基金”
。
1999 年 12 月 27 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三届理事大会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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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上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为会长。

四、联系我们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 号 2444 信箱，邮编 100081

电话：

86 10 6217 9002

传真：

86 10 6217 3494

网址：

www.cpwf.org.cn

电子邮箱：

cpwf@sohu.com

人民币开户行：

北京工商银行新街口支行新街口分理处

人民币帐户名称：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人民币帐号：

0200002909014407253

外币开户行：

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外币帐户名称：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外币帐号：

00039508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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