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首届“天津慈善奖”优秀慈善组织奖申报表 

 

一、候选组织基本信息 

候选组织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天津市融创公益基金会 

组织成立时间：2018 年 8 月 8 日 

组织类型：（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社会团体   √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他           （请注明）  

组织业务范围：（请在对应的选项中划“√”，可多选） 

√助老   √助学   □助医   √助困   □助残   □绿化环保 

□法律援助   √救灾   □志愿服务   □心理咨询   □技能培训 

□罕见病救助   □文化传播    √其他  乡村振兴        （请注明） 

组织规模：（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10人以下   □10-20人   □20人-30人   □30人以上    

是否享受公益性税前扣除资格：              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是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公益捐赠支出是否达标：                    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是否超标：      2020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2020及 2021年度年检/年报情况：（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2020年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按规定参加年报  □未按规定参加年报 

2021年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按规定参加年报  □未按规定参加年报 



 

是否存在过整改或待整改问题：              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2020 年 □是 √否             2021年 □是 √否 

2020及 2021年度党建工作考评等次：（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2020年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2021年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最近一次评级情况：（请在相对应的选项中划“√”，单选） 

评级年度：     2019 年            等级： □5A   □4A   √3A    

组织法人代表：邵佳 

组织法人身份证号：330482198008080017 

法定代表人慈善组织中的职务：√会长/理事长 □副会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其他     （请注明） 

工作单位及职务：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组织网址： https://www.sunac.com.cn/service.aspx 

组织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姓名：李思璇 联系人职务：秘书长 

联系人电话：18600399224 联系人手机：18600399224 

联系人传真： 联系人邮编：100027 

联系人电子邮箱：lisx31@sunac.com.cn 

联系人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使馆壹号院 4 号楼 

相关主体是否同时申请“天津慈善奖”的其他奖项：  是√        否□ 

如是，参加的奖项名称：慈善行为楷模√、优秀慈善项目√、爱心捐赠□ 

二、组织接受捐赠和志愿者信息 

2020至 2021年接受捐赠总额 32,760.9 万元 

其中：接受现金及有价证券 32,760.9 万元   捐赠物资折价   0  万元 

历年累计接受捐赠总额  331,27  万元 

其中：接受现金及有价证券  331,27   万元  捐赠物资折价    0  万元 

组织的志愿者人数： 

2020年至 2021年开展志愿服务  1,967 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 19,021  小时 



 

三、公益捐赠信息 

2020年至 2021年捐赠总额 32,758.8 万元 

其中：捐赠现金及有价证券 32,758.8 万元   捐赠物资折价  0 万元 

历年累计捐赠总额  32,950.9 万元 

其中：捐赠现金及有价证券  32,950.9  万元  捐赠物资折价   0  万元 

捐赠 

时间 

捐赠现金和

有价证券 

（万元） 

捐赠物

资折价

（万元） 

接收方名称 
捐赠用途或 

项目名称 
凭证编号 

2020-1-25 10000 0 武汉市慈善总会 抗击新冠疫情 #4 

2020-4-10 47.5 0 邸造空间设计（上海）有限

公司 

延安万庄村乡村振兴

项目 

#3 

2020-4-10 57 0 延安瑾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延安万庄村乡村振兴

项目 

#2 

2020-4-22 3500 0 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教育扶智项目 #6 

2020-7-16 45 0 固拉合玛镇中心小学 乡村振兴项目 #6 

2020-9-21 1800 0 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教育扶智项目 #7 

2020-9-4 3000 0 昆明理工大学 教育扶智项目 #2 

2020-12-2

2 

20 0 普洱市思茅区稗子仓乡村旅

游农民专业合作社 

乡村振兴项目 #12 

2020-12-1

1 

1500 0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教育扶智项目 #8 

2020-6-12 231.7 0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7-15 127.3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7-15 5.5 0 重庆建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7-24 208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7 

2020-8-24 846.9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73.5 0 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25 0 重庆大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40.5 0 重庆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2.5 0 重庆欧叶林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18.1 0 重庆欧叶林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4 2.9 0 重庆市全城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8-28 25 0 重庆大德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7 

2020-8-28 20 0 北京金地融通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7 

2020-8-28 38.3 0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7 

2020-8-28 788.4 0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7 

2020-9-27 8.2 0 重庆建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0 

2020-9-30 81 0 重庆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22.2 0 重庆欧叶林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3.4 0 广州科柏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119 0 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0.8 0 重庆市全城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3.7 0 上海振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9-30 798.8 0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2020-10-3

0 

12.8 0 重庆天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29.4 0 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10 0 北京金地融通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13.3 0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重庆分院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1.6 0 重庆市重设怡信工程技术顾

问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30.1 0 重庆天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1212.8 0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3.3 0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0-10-3

0 

301.9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6 

2020-12-1 474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12-1 231.8 0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12-1 5.3 0 重庆天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12-1 8.2 0 重庆建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12-1 1.7 0 重庆市重设怡信工程技术顾

问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0-12-1 11.5 0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4 

2021-4-29 3000 0 昆明理工大学 教育扶智项目 #5 

2021-1-6 5 0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教育发

展促进会 

红旗镇捐资助学项目 #2 

2021-7-22 2000 0 郑州慈善总会 河南省防汛救灾项目 #4 



 

2021-8-13 49.4 0 策勒县财政局 恰哈乡小学对口帮扶

项目 

#2 

2021-9-9 148.2 0 延安瑾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延安万庄乡村振兴项

目 

#6 

2021-9-9 2.5 0 邸造空间设计（上海）有限

公司 

延安万庄乡村振兴项

目 

#3 

2021-9-9 2.3 0 西安石鼓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延安万庄乡村振兴项

目 

#4 

2021-9-9 10.2 0 西安蓝象企业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延安万庄乡村振兴项

目 

#5 

2021-1-13 8.2 0 重庆天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1-1-13 847.2 0 重庆元琨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1-2-2 5.3 0 重庆天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 

2021-2-2 36.7 0 重庆纬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 

2021-2-2 14.8 0 重庆康电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 

2021-2-2 7 0 河南上风高科专风环保设备

销售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 

2021-2-2 64.3 0 北京西飞世纪门窗幕墙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 

2021-2-8 25.4 0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3 

2021-2-8 2.6 0 重庆致科工程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3 

2021-2-9 596.4 0 重庆创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1-2-9 288.2 0 重庆渝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1-2-9 0.6 0 重庆金地土地房屋测量有限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公司 

2021-2-9 20.3 0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5 

2021-9-27 0.5 0 四川华西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0 

2021-9-27 9.5 0 重庆西玉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中益乡乡村振兴项目 #11 

注：（重点填报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1.捐赠时间范围为 2020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捐赠日期格式按照此样例：2020-01-01。 

2.表内所有价值量均以人民币计量，按标明计量单位填写。外币依据当时汇率折换成人民币。 

3.捐赠用途或项目名称：填写其中一项即可。 

4.此表可根据需要加页。 

四、组织开展项目情况 

2020至 2021年共开展慈善项目  12 个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项目实施地域 项目类别 项目支出情况 受益人数 项目实施效果 

新冠肺炎抗

击与防治项

目 

2020-1-25 武汉 其他 -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 

10000 万  捐款划拨至武

汉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

部统筹用于武

汉市疫情防控 

延安万庄乡

村振兴项目 

2019-202

0 

陕西延安万庄

村 

其他 - 乡村

振兴 

339 万  2020 年项目竣

工并捐赠移交

给当地政府，投

入运营 

中益乡乡村

振兴项目 

2019-202

1 

重庆市中益乡 其他 - 乡村

振兴 

7571.5 万  2021 年竣工并

捐赠移交当地

政府，后续通过

消费帮扶、游客

导流等方式帮

助增收 720 万，



 

带动户均增收

700 元以上。 

中山大学公

共卫生建设

项目 

2020-4-22 广州 其他 -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 

3500 万  暂未开始使用 

固拉合玛镇

中心小学对

口援助项目 

2020-7-16 新疆策勒县 助学 45 万 1699 为固拉合玛镇

中心小学更换

了课桌椅，改善

了学习环境 

普洱市思茅

区稗子仓乡

村旅游帮扶

项目 

2020-12-2

2 

云南普洱市 其他 - 乡村

振兴 

20 万  帮助当地合作

社建设 

昆明理工大

学“双一流”

建设项目 

2020-202

1 

云南昆明 助学 6000 万  暂未开始使用 

中 山 大 学

“双一流”

建设项目 

2020-9-21 广州 助学 1800 万  暂未开始使用 

天津和平区

教育资源建

设项目 

2020-12-1

1 

天津市 助学 1500 万  用于天津市岳

阳道小学学校

扩建，改善办学

条件 

红旗镇捐资

助学项目 

2021-1-6 海南海口市 助学 5 万  响应红旗镇政

府捐资助学倡

议，捐赠5万元，

资助贫困学子

完成学业 

河南省防汛 2021-7-22 河南郑州 救灾 2000 万  资金划拨至救



 

救灾项目 灾指挥部，用于

郑州市金水区

紧急救灾物资

采购 

恰哈乡小学

对口帮扶项

目 

2021-8-13 新疆策勒县 助学 49.4 万 1990 为该小学更换

师生桌椅 1945

套，改善教学环

境 

注：（重点填报在民生保障、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1.实施时间格式按照此样例：2020-01-01。 

2.项目类别包括：助老、助学、助医、助残、助困、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绿化环保、救灾、心理咨询、

技能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关怀、关注艾滋病、其他 

3.项目实施效果，字数控制在 30字以内 

4.此表可根据需要加页。 

五、主要贡献事迹及近两年内所获荣誉 

主要慈善贡献及事迹（1.文字简练、重点突出，字数不超过 2000 字；2.有故事情节的需详述；3.可从慈

善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和项目运作能力、公信力以及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等方面介绍；

4.可根据内容自行加页。） 

2018年 8月 8日，天津市融创公益基金会在天津市民政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依托融创房地产集团的企

业力量和资源，开展多元化、易复制、可持续的公益项目，为社会创造长远价值。截至 2021 年底，融创

公益基金会募集款项 331,27 万元，开展项目 20个，共计支出 32,758.8万元。 

一、共御风雨 驰援河南 

2021 年 7月中下旬，河南多地持续出现强降水天气，郑州等 10地市遭遇特大水灾，灾情严重。融创公益

基金会捐赠 2000万元用于紧急救灾物资采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助力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 

同时，融创基金会动员、联合融创华北集团，组织志愿者在防汛前线向更多市民送上温暖：对外开放指定

区域，向广大市民提供食品、水、充电宝等物资；为周边社区被困居民提供救助，组织和帮助周边社区居

民返家，让更多市民可以安全、安心避险；加入城市抢险救灾行动，帮助清理市政道路积水，在城市防汛

“前线”扛沙包，为外地救援队伍引路，参与救援物资运送，共同守护家园。联合融创服务集团，组织员



 

工、业主作为志愿者为水灾中受困医院的病患送去暖心午餐，为奋斗在一线的道路救援人员、交警等送去

矿泉水等物资，汇聚点滴力量，共同保卫城市家园。  

二、同心抗疫 关注民生 

2020年，疫情突如起来，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为助力防疫抗疫，融创公益基金会全力落实自身

防疫的同时，积极捐款，关爱医护。 

2021 年 1月 25 日，融创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向武汉市捐赠 1 亿元人民币，用于口罩、防护服、消毒液、

护目镜、医疗用品等急需物资的采购，并对疫情防控区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帮助。 

2021 年 2月 24 日，为切实助力抗疫战斗，分担战役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融创基金会动员融创中国开

启“抗疫白衣天使”子女专项招聘计划，为全国各地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提供 1000+就业岗位，优先

面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2021年 4月 21日，融创公益基金会与中山大学签署捐赠协议，捐赠 3500万元，设立“中山大学融创公共

卫生发展基金”，推进公共卫生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有力提升社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水平，为增进人类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三、持续参与 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融创公益基金会持续关注、深度参与的领域，按照“做一个，

成一个”的目标，结合自身业务及资源优势，以文旅切入，通过党建引领、产业带动、文化激活、教育帮

扶、人居改造的方式建立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截至 2021 年底，融创已累积在乡村振兴领域投入

超过 1亿元，打造了重庆中益乡乡村振兴标杆项目。 

中益乡项目 

2021年 5月，重庆中益乡项目竣工并正式移交给中益乡政府，初心学院、百年大院相继投入运营，通过教

育培训、旅游接待等实现增收 720万元，带动户均增收 700元以上。未来，融创公益基金会将继续联合融

创成渝集团，通过产业合作项目引进、农特文创产品销售支持和业主旅游客群导入等方式助力中益乡实现

乡村振兴。 

花仁淑的农家乐：“山旮旯”变成了美丽乡，苦日子换成了幸福生活 

50 多数的花仁淑家在中益乡华溪村偏岩坝，这里四面环山，沟谷狭长，是出了名的“山旮旯”。2018 年 5

月，丈夫因熬不住病痛而撒手人寰，留给花仁淑的是一笔巨大的外债。在偏岩坝整体开发之前，花仁淑靠

在乡场上打零工养家。2019 年，融创公益基金会对中益乡的四个援建项目启动。2020 年 3 月，偏岩坝所

有的房屋都被改造一新，房前院后，有花园，有休闲的平台。2020年 5月 1日，花仁淑的农家乐也开张了，

半年时间内，通过农家乐增收 12万元左右，日子开始越来越好。 



 

恰哈乡小学对口帮扶项目 

2021 年 8 月，融创公益基金会积极响应天津市对口帮扶号召，向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恰哈乡小学捐赠 49.4

万，为学生们更换课桌椅 1770 套，为教师更换办公桌椅和会议桌椅 175 套，改善师生的教学环境。 

 

 

 

 

 

 

 

 

所获主要荣誉（按照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填写；如 2020 至今，曾获各级政府颁发的慈善奖项，请列明所

获奖项和主办部门） 

2021 年天津市先进社会组织 

 

 

 

 

 

相关新闻报道链接（报道链接不超过 10条，此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加页或另附文件。） 

经济日报 

http://www.jingjiribao.cn/static/detail.jsp?id=341866 

中国建设新闻网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2/21/8109.html 

广州日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838896570761290&wfr=spider&for=pc 

新浪财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69323347435231&wfr=spider&for=pc 

网易新闻 

http://www.jingjiribao.cn/static/detail.jsp?id=341866
http://www.chinajsb.cn/html/202002/21/8109.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483889657076129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869323347435231&wfr=spider&for=pc


 

https://3g.163.com/dy/article/H1KMH2KL0518RTDD.html 

 

 

 

六、推荐单位评语 

 

注：字数不超过 500 字。 

七、证明材料清单 

1.必须提供：组织照片和组织 Logo。其中，组织照片不少于 5张，格式为 JPEG格式，单张照片大于 1M；

组织 Logo请提供矢量图格式。 

2.可选提供：媒体报道、所获荣誉、相关音像资料（光盘或视频文件）等。 

3.候选慈善组织若填写了接受捐赠明细，请提供相关的接受捐赠证明，含接受或捐赠票据、捐赠合同、捐

赠协议书（复印件或扫描件）；若填写了志愿服务，可附上相关佐证材料。 

4.证明材料应邮寄并将压缩包发送至邮箱。发送的压缩包分别按照“候选慈善组织+名称”+“接受或捐赠

凭证”或“照片视频”或“其他材料”命名打包发送。 

七、在单位内部公示情况 

包括公示时间、公示范围、公示结果等情况（请提供公示的照片或官网链接）。 

八、承诺 

（自荐人）                   

本组织自愿参加“天津慈善奖”评选，保证所提

供材料真实、准确。 

       

（推荐机构）                   

  本组织承诺对所推荐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推荐机构（公章）： 

         日期：  

https://3g.163.com/dy/article/H1KMH2KL0518RTDD.html


 

           自荐人（公章）： 

           日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