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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 以 此 册

献 给 所 有 关 心 和 支 持 慈 善 事 业 的 人 们

卷前语

　　2016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我国第一部《慈善法》正式

颁布并开始实施；一系列与慈善法配套的法规和规章制度出台，使各项慈善活动有了

法律的规范。中国慈善组织逐步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效，

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和方式，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慈善

（philanthropy）这个词解释为“爱人类”。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

意思，"善"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互助，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慈善是仁爱与善

行的统一。

　　不要因为自己的弱小，就失去帮助别人之心。我们应该让自己心中的爱，如一粒

种子，自在逍遥的游弋于善的天地，随风所至，落地生根，成长为茂密的善之森林。

让整个世界，因为你善意的付出变得五彩缤纷；让你的心，从世界的善意回馈之中，

变得强大无比。这是慈善的本义，也是每个人生命终极的追求。

　　我想，我们大约要先成为一个充满善意的人，才会甘心去做充满善意的事情。于

是，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善意的微笑，一次善意的出手相助，一个去资助贫困学子

上学的陌生人，一件由点滴爱心汇聚起来的新衣，一次传递真情给孤寡老人的慰问。

许许多多善意逐渐涌现出来，以愿意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你我他……

　　这世界，就更美好了！

成 立 四 周 年

2013-2017

浙 江 省 和 平 慈 善 基 金 会

谨以此册献给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的您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愿景

善行天下   共享和平 

给弱势群体带去信心和希望

核心价值观

和谐  敬业  诚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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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7-65108292

支付宝：13353321066开户行：  浙江省瑞安农商银行莘塍支行

账　户：   201 0001 0923 6848 

户　名：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Bank  Of  Deposit

Account  Number

Account  Name

Alipay

 Contact Person

爱心捐赠
Contribution

        由涂新弟会长带领几十位热爱公益的温籍企业家发起，在2013年2月15日筹备，于当年

6月5日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致力于关心孤老、帮困助学、救灾扶贫、倡导公益等慈善爱心

活动。目前，会员和理事500多名，截止到2016年底，累计支出14698931.85元，受益群众

约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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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6
　　 2016年是社会组织很重要的一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

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慈善法》等重要法律文件，推动了公益慈善的规范化，法制化发展。2016年，

对于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也是稳中求进的一年。全体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众志成城，

奋发前进。我们严于律己，不断规范工作流程，完善内部管理。

       我们坚持倡导精准扶贫，明确谁是贫困人口，把握好投入的扶贫资源在“最后一公里”精准的转变

成贫困人口可持续的脱贫资源。因此，在解决贫困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时，让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项目的开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投入不同的资源，与贫困地区和

困难群众一起创新，脱贫攻坚。

　　2016年，和平无忧助学项目资助了89名学生；和平食物银行项目资助了173位孤寡老人；和平新年

新衣发放至全国12个省份36个县市；和平急难救助看望慰问17个病人。四大主要项目受益人群已达5万

多人。获得政协河南省滑县委员会，中共旬邑县办等单位的表彰。

　　基金会透明指数在基金会中心网中基透明指数FTI评选中，仍然保持100分满分，并列全国第一。

       外圆为红色表示基金会同仁爱心凝聚、激情满怀；

心形为绿色意味着我们用心做事，热爱公益；飞翔的鸽

子象征和平，代表基金会要善行天下，共享和平；和平

鸽带领我们前进。

基金会会标意义
Symbolic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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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和平食物银行

第一季

5.30-6.8
信华公司

八宝粥义卖

2.28
新春联谊会

7.15
和平新衣

河南新乡站

8.17
三周年庆典

暨爱心结对晚会

7.21-7.22
九九重阳节

慰问老人

4.7
急难救助

为宝宝留住妈妈

11.5
和平新衣四川凉山站

7.18-7.20
学生品格

软实力成长营

7.21-7.22
泰顺翁山希望小学

品格成长营

9.9
9.9公益日活动

9.21
塘下助学走访

9.29
平阳水头救灾

2016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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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条件与标准

1、品学兼优 2 家庭年收入≤10000元、

3 年满8~26周岁并且是温州户籍（三区、两市、七县）的学校在读贫困学生、

助学内容   

1、借助金：中小学2000元，高中生3000元，大学生3000元，大学生无息贷款5000-6000元

2、每年可参与夏令营、冬令营                       4、定期走访关怀

3、可获励志奖学金                                         5 、推荐就业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当今的社会中可能会得到很多质疑，因为大家觉得行行出

状元。但是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如果不借助读书这一条路，可能连大山都走不出来。

我们希望通过助学，让这种资助从“输血的过程”产生“造血的功能”，让这些孩子

你能够通过学习，走出大山，从而帮助和改变这个家庭的贫困。

项目介绍

和平无忧助学

学生走访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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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加强与结对学生的沟通和

交流，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我们

除了定期举办营会外，还会在平时

进行走访，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

和学习状况。

　　当我们来到他们家或是进到学

校，坐下来和他们交谈时，我们可

以深深体会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无

助感。慈善不仅仅是给予物质的帮

助，更重要的心灵的慰藉和陪伴。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走访慰问，可以

给他们带去更多的关爱，让他们知

道，我们永远是他们爱的避风港。



小学生
"让爱走动"品格成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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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为了使受助的学生获得美好的品格，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我们如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

2017“让爱走动”品格成长营，参加营会的学生们在老师和

辅导员的带领下，开始了这段快乐的旅程。此次活动主要针

对泰顺县筱村镇第二小学四到六年级的留守和单亲家庭的学

生。这次夏令营希望通过娱乐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度过一个

美好的假期，更能在活动中学习到十二个品格，更好的在生

活学习中实践出来。夏令营开营仪式在筱村二小会议室举

行。泰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主任、慈善老人吴宏

达，和平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夏悯稳出席仪式。吴主任对参加

营会的学生表示欢迎，对和平慈善基金会关心泰顺县精准扶

贫工作的大力支持，关注孩子品格培养和健康成长表示感

谢。随后，学生们就进入互相了解的环节和各种游戏。营会

第一天，学生们欢歌笑语，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建立关系。

透过团队合作，认识到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此次营会的圆

满开展，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家庭的关

心，让这些学生充分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人生的

道路上虽会经历诸多坎坷，愿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大学生
"爱的传承"品格成长营

　　“让爱走动”小学生品格成长营结束后，我们紧接着又举办了“爱的传承”品格成长营，这次

营会主要针对大学生和高中生。我们特别邀请了Mark老师，去年他生动的教学，在学生中获得了很

好的反响。今年他独特的上课方式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学生。此次营会为期三天（2017.7.11-13），

主要开展七个有关习惯领域的读书会和讲解团队建设应有的品格。强调如何在生活和学习中养成良好

的习惯，好的习惯将受益一生。通过一些游戏和小组活动，让学生们主动的去发现，作为团队中的一

员，应当具备哪些良好的品格，如何发挥自己的特长去服务这个团队。另外我们还请老师为即将步入

大学和对自己未来择业方向感到迷茫的学生做了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对自己的将来有一个清

晰的规划。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学生们还沉浸在这从未经历过的、独特的生活和学习氛围中，

享受着不一样的团队，不一样的教学方式，觉得还有好多要学习的东西时，一转眼三天就结束了，带

着不舍的告别，期待美好品格的种子在他们心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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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资料：

受助者将得到：

和平食物银行
申请要求：

1、关于房产：不能有第二套房产

2、无购置车（除电动车外）

3、家庭收入低于低保的1.5倍

（例：瑞安低保500元/月，月收入750元以下）

4、温州户籍（包括交过社保的新温州人）

1、基金会申请表及村委会盖章

2、身份证复印件

3、户口本复印件

4、患病者需医疗证明复印件

5、残疾者需要残疾证复印件

6、详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备注：推荐人签名、电话）

一年6次的慰问，每次300元营养食品和200元慰问金

       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

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人

们对爱的渴望，比饥饿的人对面包的渴望更加强烈。

      当我们沉浸在和家人欢聚的天伦之乐时，当我们享

受着约三两个朋友吃饭唠嗑时，当我们可以晨起打太极

晚间跳广场舞时，在贫困的农村有这样一群孤寡老人，

他们辛劳一生，老来落下一身伤病；他们没有亲人相伴，

一盏微灯陪伴每一个夜晚。天天数算着日子，不知何时

是个尽头。他们日出而坐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没有任何盼望，有的是永无止尽的孤独。老年人是社会

的弱势群体，孤寡老人则是这个弱势群体中最需要被关

怀、被帮助的一群人。

   “和平食物银行”致力于关心贫困山区孤寡老人，希

望通过定期两个月一次的走访。不仅带去物质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爱的陪伴。生命虽老迈，其乐仍融融，沐浴

夕阳中，晚霞亦暖怀。

       项目已经持续开展4年，经过不断的探索、交流和

总结，义工们服务效果得到显著提升。项目开展得到各

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拥有15支义工队伍，

覆盖温州市各个县市。截止2016年底，项目累计帮助孤

寡老人348人，支出款达1044000元。我们始终秉持精

准扶贫的原则，整合基金会现有资源，实施有效的的助

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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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郑德者，今年68岁。在1970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东海舰队军人，

为保家护国奉献了美好的青春年华。退伍之后，我还是选择回到了老家，定

居在陶山，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也将逝于斯，最终落叶归根”。十年

生死两茫茫，更何况已经过了几十个春秋了，现在身边的亲人都已经相继离

世。因为一些原因我自己终身未娶，所以只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留在这个

木结构的老房子里，仅靠低保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机能逐渐变差，

年老体衰，经常生病。驼背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每天都要弯着腰生活，讲话

也有些吃力了。原本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一个人

默默孤独终老就好了。但是在2016年1月1日，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浙

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我，在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之后，他们

说会每年资助我3000元。我的耳朵也不是很好，当时也没听清楚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但是我知道，我将每年都会得到一笔资助金。是的，对于我来说，

3000元真的是一笔很多的钱了，都抵得上我半年的低保收入了。我当时心里

确实挺开心的，但随即而来的还有一份失落感。对于我这样一个腿脚不便，

独居在深山中的老人家而言，物质保障确实十分重要，但是精神的陪伴更加

重要。常年的独来独往，一种孤独感一直伴随着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度日如

年。一个人搬一张板凳坐在门口，看着太阳从天上慢慢落下去，一个下午就

算过去了。但是基金会资助我的这一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

仅为我带来了生活的保障，也为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我自己有

种一些蔬菜，加上基金会每两个月给我带来的食物，我基本上都可以不用下

山买菜，这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后来，考虑到有些食物不宜久放，又为我

配置了冰箱。他们每次过来还会帮我打扫卫生，理理发，然后缺什么就告诉

他们，他们都会尽力为我去置办。有一次，无意中和他们说起有好多年没吃

过姊妹鱼了，没想到他们下一次走访就为我带过来，还帮我烧起来。当时看

着满满的一盆鱼，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紧紧握着他们的手，眼泪溢出了眼

眶。想到自己这几十年的生活，以为早已被世界所遗忘，没想到还会有这样

的一群人如此在意我，关怀我。经过一年的接触，我们也早已把彼此当做亲

人。现在我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待他们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可以和他们唠唠

家常，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孤单。感恩生活有你们！

和平食物银行项目开展多年

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慰问从未间断

每个老人，每个义工

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岁月是一场一场的感恩

看似义工是付出者

其实也是收获者

爱自己，爱他人，

爱生命里一切需要爱的对象，

不要任何理由。

哪怕生命微小到

只是一根细小的灯芯，

燃烧了，

就能照亮自己，

也能照亮他人。

甚至，还可以尝试去照亮一个世界。

这就是收获之一

感恩生命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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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QingHai

需要反馈的材料

全国范围，国家级贫困县优先发放。

和平新年新衣

申请资格:

1、签领册（分为社会版和学校版）

2、活动照片（不少于十张）

3、横幅（发放现场需放置横幅）

4、发票（写明具体数量、金额和接收单位）

5、捐赠协议书

6、媒体报道

新疆
XinJiang

发放新衣2044件

衣服总价159024元

发放新衣771件

衣服总价41634元

甘肃
GanSu

发放新衣1726件

衣服总价179000元

四川
SiChuan

发放新衣13619件

衣服总价1045978元

云南
YunNan

发放新衣4348件

衣服总价340237元

宁夏
NingXia

发放新衣3810件

衣服总价249224元

陕西
ShanXi

发放新衣2868件

衣服总价208940元

河南
HeNan

发放新衣5924件

衣服总价309240元

浙江
ZheJiang

发放新衣231件

衣服总价12474元

江西
JiangXi

发放新衣5293件

衣服总价389550元

广西
GuangXi

发放新衣6631件

衣服总价353841元

贵州
GuiZhou

发放新衣5139件

衣服总价301260元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2016年度报告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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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发放新衣52404件，总价 元3590402

15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和平新衣



太阳花

你生长在黑暗的土壤里

想尽办法汲取周边营养

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

终有一天可以生根发芽

满怀期待憧憬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

经常会在黑夜里独自哭泣

但是你仍然选择面朝太阳

让别人看到你最美的笑容

每一份希望都在自己手中

不能就此轻易屈服

你和我一样

一样的坚强

一样的全力以赴去追逐梦想

哪怕前路有未知的坎坷

你始终相信

风雨过后才能得见彩虹

      “和平新年新衣”项目始于2013年。温籍著名

摄影家王曙赴西部大凉山摄影，带来的照片深深震

撼 了 基 金 会 的 同 仁 们 。 于 是 在2013年10月 份 ， 我

们携手温州都市报、腾讯大浙网发起了“新年新衣，

情暖凉山”的爱心活动，从此开启新衣之旅。项目

设立以来，新衣累计捐赠支出达847万元，全国除

东北三省、华北、华南地区之外，全都留下了项目

的 足 迹 。 项 目 持 续 时 间 长 、 受 众 范 围 广 。2016年

和平新年新衣走过了12个省份，为贫困地区的同胞

带去了一份温暖。

穿上新冬衣，读书圆梦想

　　我是赤水镇双山村的一名初中学生，我有幸代表赤水镇全体受助同学及家庭，向为“2016新

年新衣，温暖叙永”活动付出爱心的各位叔叔、阿姨致以感谢，内心非常激动，特别高兴。 赤

水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小时候就听老师讲过“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毛泽东爷爷、周恩来爷爷都

在赤水战斗过，著名的革命将领蔡锷将军在我们赤水雪山关打响了北伐讨袁的第一枪。作为一名

赤水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孩子我倍感自豪。近年来赤水沧桑巨变，成就辉煌，高速路通了，倒流河

水库蓄水了，海崖寨电站发电了，回龙大桥动工了，村民们陆续盖起了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小车

进了农家，学校修的洋气漂亮。看到这一切，我强烈的感受着新时代的变迁，但由于历史、地理

条件和思想理念陈旧等诸多主客观原因，我的家至今还非常贫穷，我们全家居住在只有8平方米的

土墙房内，爸爸妈妈住楼下，我们兄妹四个住在不足1.7米高的阁楼上，一半堆放粮食（玉米，我

们全家的主粮），一半用作睡觉。为了能支撑起家里的开销，年迈体弱的父母除了在地里干农活

还不得不外出打零工，由于文化低，没有技术，做的都是很低廉的工作，一天挣不了几个钱。看

到父母慢慢衰老，被病疼折磨的身体，我常常偷偷的抹眼泪，我很心疼他们，盼望着自己快快长

大挑起家里的大梁。去年你们在元旦前夕为我们送来了漂亮的新冬衣，为我的学弟学妹们送来了

新书包和文具，还带来了牙膏和牙刷，说实话，我长了这么大还从未刷过牙，也不知道应该要刷

牙，是你们把现代文明带给了我们，感谢为我们大山里的贫困学生奉献爱心的所有好心人，谢谢

你们。我知道这次送温暖活动你们一定历尽了艰辛和万难，来之不易，我们一定好好珍惜，我们

将永怀奋进之心、感恩之心，更加刻苦学习，用智慧改变命运，誓做一个有梦想、有抱负的美德

少年。另外，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由于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镇上为我们家实施了异地搬迁，

春节前我们有望住上新房子，虽然肯定是家徒四壁，但天上总不会漏雨，也不用担心房子随时会

                                                                                                                                                                    赤水镇受助学生

                                                                                 2017年1月4日

17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2016年度报告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2016年度报告

18

尊敬的和平慈善基金会领导人士，尊敬的各位好心人，你们好！

塌掉，这是我们全家全新的开始。最后，祝基金会及所有好心人幸福安康，福寿延绵！



和平义工风采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很有限，但是只要我们肯将心底深藏的那份爱，付出、给予，哪怕是小小的力

量也能释放巨大的威力。人类的善，就像太阳的热，它可以融化人们的心中的冰点。让我们将我们心

中的善相互融合在一起，来将社会的冰山融化，化成一条条爱的溪流，汇聚成奔腾不息的江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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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四年 感恩有您



2016年财务报告
浙 江 省 和 平 慈 善 基 金 会

Financial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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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义工风采



2016年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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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31日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元

单位负责人：涂新弟                                                                                                                                              复核： 傅美莲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产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款项

　应收款项 　应付工资

　预付帐款 　应交税金

　存货   预收账款

　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预计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投资合计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原价 　长期负债合计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受托代理负债

　文物文化资产 　　　　负债合计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合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 1049701.41 27467.21 23

2 250000 24

3 2069700 25

4 1626238.5 26

5 45250 27

6 28

7 29

8 30

9 3119401.41 1948955.71 31

32

10 10000000

11 33

12 10000000 34

35

13 19666 37260 36

14 2859.2 5634.99

15 16806.8 31625.01

16 37

17 38

18

19 16806.8 31625.01

20 39 3136208.21 2980580.72

40

41 3136208.21 2980580.72

21

22 3136208.21 2980580.72 42 3136208.21 2980580.72



RUIYANG
瑞阳会计事务所
RUIYANG PUBLIC ACCOUNTING FIRM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委托瑞阳会计事务所审计2016年度财务，审计结果如上。基

金会顺利通过浙江省民政厅2016年非公募基金会年检。

瑞安总公司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福路28号（市府东侧瑞安日报社边）

28 Anfu Road,Ruian,Zhejiang,China

电话 0577-65623640/65629590/65639149/25666010:

传真 0577 65656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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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元

单位负责人：涂新弟                                                                                                                                  复核： 傅美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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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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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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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流量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和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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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和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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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

2 5747497.6

3

4

5

6

7

8 5747497.6

9 5610860.5

10 324269.8

11

12 817007.5

13 6752137.8

14 -1004640.2

15

16

17

18

19

20

21 17594

22

23

24 17594

25 -1759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1022234.2

                                                                                                     2016年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业 务 活 动 表

                                                                                    单位：元

单位负责人：涂新弟                                                                                                                                                               复核： 傅美莲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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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义卖收入

　　其他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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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4801.56 4084801.56 5471467.32 5471467.32

2 214136.72 214136.72 36430.28 36430.28

3 79013.5 79013.5

4

5 174170 174170

6 65430 65430

7 4377951.78 4377951.78 5747497.6 5747497.6

8 3820049.46 3820049.46 5565610.5 5565610.5

9 205540.64 205540.64 337514.59 337514.59

10

11

12 4025590.1 4025590.1 5903125.09 5903125.09

13

14 352361.68 352361.68 -155627.49 -1556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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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理事长

瑞安市新城假日酒店   董事长

浙江基达纺织有限公司   

瑞安市服装商会  副会长

 董事长陈存东

陈建平

徐州真光塑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文炎

无锡市瑞刚不锈钢有限公司 董事   李仁爱

林志渊

瑞安市信华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温州市杰华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锡杰

周建信

上海尚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交易部 总经理   周济海

福建省漳 明峰金银丝有限公司 董事  州市  章金弟

无锡市亚西亚钢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瑞峰

温州慧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温州合舜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盟主

佳莱科技有限公司  总代理商

张爱梦

扬州圣达机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扬州市温州商会  常务副会长

扬州市红十字会  理事                           扬州市十大慈善之星

涂新弟

副理事长

云南滇威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温州市新星滤清器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林长开

吴存春

   瑞安市以诺塑料标牌厂  董事长张信春

义乌市瑞豪大酒店 董事长

义乌市瑞安商会  副会长

 张兆文

瑞安市明道汽配厂 董事   章奎发

瑞安市宝成汽配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康焕

塘下超豪大酒店 董事长  赵利忠

荣誉副理事长

桐乡市濮乐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柯素艳

桐乡市漫芙服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荣誉副理事长郑定海

荣誉副理事长

温州路雅鞋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恩临

中国平安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瑞安支公司 部门经理  

瑞安市微笑贝贝幼儿园 董事长 夏悯稳

李云海

瑞安市正太电器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锡安

秘 书 长

工作人员

办公室主任 出纳傅美莲虞海萍 项目主管 传播主管夏　杰管丽丽

32

组 织 成 员

无锡市新伯特利钢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理 事 长

会　计 瑞安新一税务师事务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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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下超豪大酒店                       义乌誉亨针织品商行                                 

平阳鼎城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乐士制衣有限公司                      塘下镇开心贝贝幼儿园  

中骄温尔顿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东海蓝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海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瓯海丽岙兴达装潢五金材料有限公司

莘塍镇微笑贝贝幼儿园

温州兄力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方景粉末冶金厂            瑞安市伯利恒烟草批发店                   温州市大明车辆电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立胜鞋模有限公司 瑞安市以诺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瑞安市正太电器有限公司 瑞安市塘下迦勒汽车配件公司            

瑞安市良力包装彩印厂                      

常务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

陈海霞  陈和平  陈晓丹  董爱春  何碧纯  林正旺  刘晓明  

潘孝一  王　明  王圣伟  王祥云  万成杰  夏成武  项利利  叶素芹  张冬梅  张利群  张信义  张常成

张　格  庄　迪  庄少云  董爱春  

陈　明  蔡信福  冯灵峰  何志望  刘光国

南方寝室科技有限公司　　　　　　

瑞安市新鑫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瑞安市英博伦内衣针织厂                  瑞安市晶佳车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耐迪特汽摩配有限公司　　　瑞安市塘下新居万成其电镀厂           瑞安市宇洲鞋模有限公司

瑞安市纳铁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瑞安市意达模具厂瑞安市中海标准件厂

瑞安市乔足鞋业有限公司                  新疆昌达机电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阿　胜  陈永康  董爱华

胡岩荣  胡程美  黄华芬  韩石昌  蒋童乐  金永舜  李明元  李晓如  李多加  李志胜  李明香  李章武

李爱莲  林建虎  林庆洪  梁祥松  缪胜光  阮如意  阮立木  苏金友  王杨方  温积琴  徐存富  徐云彪

杨信龙  叶　梅  叶永旺  叶福冻  尤忠道  张爱分  张美连  张碎花  朱　文  庄阿琴  庄朝水  庄和洁

庄圣乐

蔡建光  蔡莉艳  陈和平  陈　静  陈时钱  陈阿锋  陈　迁    董云调  戴金楷

理事

陈松荣  陈建平  陈邦飞  陈远丰  戴维秀  戴绍国  戴祥申  戴文飞  胡文德  江余林  金显来  李学友

林锡强  林炳光  林正仁  施正志  吴宏达  伍光福  许小林  许永安  徐定海  易际早  张　文  周顺华

周春芬

荣誉理事

致   谢

      想不出该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来歌颂，一直默默关心支持和平慈善基

金会的爱心人士们，唯有真诚地道一声：感恩！感谢！

　　感谢为各个项目到处来回奔波，抛洒汗水，不计辛劳的您；

　　感谢始终热情支持和平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捐赠善款的您；

　　感谢不求回报、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于义工服务项目的您；

　　感谢所有倾情助力爱心企业、热心民众、义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在公益道路上，和平基金会一定会走得

更好,行得更远，不负众望！善行天下，共享和平；善善与共，天下大同，

让慈善之风润物无声，让公益雨露播撒心田。行善，就在你我身边！

（本刊内容仅供内部使用，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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