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慈善公益收支，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1 

爱谱沙® 慈善援

助项目 

为使更多低保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

更为有效的靶向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深圳微芯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捐助开展爱谱沙® 慈善援助项目。

项目从 2015 年至 2018 年底，累计向低保患者共发放

爱谱沙® 药品 1246 盒，受益人次 623 人，该项目开展

以来，在广大临床肿瘤专家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认可，使很多低保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患者获得了捐

赠，重新获得了生命希望 

100,000.00 2,416,353.95 

2 

索马杜林® 慈善

援助项目 

为使更多肢端肥大症和类癌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

有效的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博福-益普生（天津）

制药有限公司捐助开展索马杜林® 慈善援助项目，项目

开展时间为 2018.1-2018.12。截止 2018 年累计向患者共

发放索马杜林® 药品 469 支，受益人次 181 人，该项目

开展以来，在广大临床专家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认可，使很多肢端肥大症和类癌患者获得了捐赠，

重新获得了生命希望 

1,657,615.40 1,786,339.35 

3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

援助项目 

为使更多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有

效的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赛诺菲（杭州）制药有

限公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2-2019。为符合医

学标准但缺乏药物可及性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提供

2,222,548.00 1,243,0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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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的援助药品。该项目开展以来，在广大临床专家

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4 

固力康患者援

助项目 

为使更多骨质疏松疾病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有效

的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

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9-2019.3。为符合医学标

准但缺乏药物可及性的骨质疏松患者提供及时的援助

药品。截止 2018 年累计向患者共发放药品 1824 盒，

受益人次 713 人，该项目开展以来，在广大临床专家

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1,078,031.00 198,906.35 

5 

里葆多患者援

助项目 

为使更多广泛皮肤黏膜内脏疾病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

更为有效的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上海复旦张江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8-20

18.12。经项目医生确诊，为符合里葆多® 产品适应症

的患者提供及时的援助药品。截止 2018 年累计向患者

共发放药品 38 支，受益人次 19 人，该项目开展以来，

在广大临床专家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870,824.00 275,100.00 

6 

脐带血造血干

细胞慈善援助

项目 

为使更多需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家庭有机会接受到

捐赠，降低医疗负担，由我会发起，由北京佳宸弘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1-捐赠完

为止。经项目医生确诊，为需用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并于北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查询配型成功

的贫困患者家庭提供及时的造血干细胞。截止 2018 年

累计向患者共发放 14 份造血干细胞，受益人次 14 人。 

225,000.00 2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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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呼吸”雾

化泵医院捐赠

项目 

为规范患者吸入治疗理念，降低患者疾病复发率，推

动中国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控水平的提升，由我会发起，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

为 2018.8-2018.10。向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捐赠医用雾

化泵以及便携式肺功能仪。截止 2018 年累计向 520 家

医院，捐赠 2549 台医疗设备，得到众多医院医师的认

可。 

5,884,076.00 5,378,325.46 

8 

依保® 患者援助

项目 

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首要原因为帮助有症状的患者避

免早产发生，大大增强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性，减轻其

经济负担，由我会发起，辉凌医药咨询公司（上海）

有限公司捐助。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1-2018.12 为符合

项目入组条件的患者免费提供依保®（醋酸阿托西班注

射液）。截止到 2018 年累计捐赠药物 1202 支，受益人

次 601 人。 

3,409,715.00 1,734,045.20 

9 

患者援助信息

系统项目 

旨在通过信息化云服务手段，提高捐赠审核效率、规

范审核流程、降低审核标准、减少审核环节时间，让

受赠人更快更高效的获赠，从而使项目资金更好、更

有效的使用，让更多的相关疾病患者受益。 

0 61,800.00 

10 

2018 年 GIST、N

ET、ACR 疾病管

理与患者教育

项目 

该项目由我会发起并执行的关于“胃肠间质瘤、神经

内分泌肿瘤、肢端肥大”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

旨在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患者教育会议、随访加强患

者规范化治疗，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改善规范化

治疗的理念，从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项目开展时间

3,362,336.80 2,635,9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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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6 年-2019.5。2018 年，我会联手全国 128 家项目

医院，开展患者教育会议 180 场，受益人达 3252 人次。 

11 

2018 血液疾病

管理与患者教

育项目 

该项目由我会发起并执行的关于“国慢性粒细胞白血

病以及其他血液疾病（比如：骨髓纤维化、骨髓异常

增生综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等”疾病

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旨在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患者

教育会议、随访加强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患者对疾

病的认知，改善规范化治疗的理念，从而提高患者生

存质量。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6 年-2019.12。2018 年度，

我会联手全国 151 家项目医院，开展患者教育会议 32

53 场，受益人达 11321 人次。 

6,035,303.58 4,994,204.85 

12 

患者教育云信

息建设项目 

旨在通过信息化云服务手段，提高患者教育和疾病健

康管理相关活动的效率、降低人均管理成本和支出，

从而使项目资金更好、更有效的使用，让更多的相关

疾病患者受益。 

0 1,400,000.00 

13 微笑之珠 

由我会发起，参考国际大病儿童关爱理念，联合国内

医学专家、营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以及儿童教育专

家共同设计开发的一项针对大病儿童支持关爱及健康

教育的系列创新公益项目。为儿童重症病的相关医院

（儿研所、北大妇幼、八一儿童医院）举办了 36 场病

房活动（包括手工、比赛、演出、故事会等多种形式），

受益人达 634 人次。 

911.68 28,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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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脐心行动 

“脐心行动”与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合作开展“脐心

行动•微笑病房”，通过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为患病

儿童带去快乐，勇气和希望，为他们的治疗生活带来

一抹亮色，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勇敢的面对治

疗重获健康，在 2018 年的活动中，我会携手 281 名志

愿者，为北京的 3 家医院（儿研所、北大妇幼、八一

儿童医院）举办了 36 场病房活动（包括手工、比赛、

演出、故事会等多种形式），受益人达 634 人次。 

150,000.00 11,680.49 

15 村医援助项目 

由我会发起，针对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医

疗资源十分匮乏，减轻乡村医生的家庭负担，更好的

扎根农村，使乡村医生群体得到的社会的关注、认可

与支持，开展“村医捐助”项目，为符合申请条件的

村医提供不超过（含）5 万元人民币的子女大病援基

金，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5-2019。2018 年为 1 名乡村医

生，捐赠金额为 43043.65 元。 

48,896.00 43,043.65 

16 

“关爱”早产儿

疾病科研基金

项目 

为推动我国早产儿危重症救治及相关科研水平的发

展，鼓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增强对早产儿危重症诊断治

疗的理念和意识，拓展临床医生研究思考能力，营造

激励创新的环境，增强医学持续创新能力，促进各省

市不同地区早产儿危重症的规范化治疗与管理，降低

早产儿死亡率及并发症，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拟发起

“关爱”早产儿疾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开展时间为

2018 年-2019 年。为开展早产儿危重症的救治进行科研

700,000.00 51,5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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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务工作者提供 2-15 万不等的课题研究经费。2018

年已完成 24 名医务工作者的课题选择与支持。 

17 

“恶性血液病

‘领航’人才计

划”项目 

恶性血液疾病发生率高、致死率高，严重威胁人类的

健康。在我国，恶性血液疾病诊疗水平不匀衡的特点

突出，少数医院处于诊疗水平领先地位。北京仁泽公

益基金会特开展“恶性血液病‘领航’人才计划”项

目，希望通过医生进修、医生分享会来提高医生的诊

疗水平；并使受训医生与诊疗水平先进医院建立导师

纵向关系、不同受训医生间建立横向同学关系，以此

促进恶性血液疾病的诊疗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匀衡发

展。 

980,932.04 605,965.86 

18 

亚太儿科过敏

呼吸及免疫学

联合大会资助

项目 

“2018 年亚太儿科过敏、呼吸及免疫学会年会”以最

新研究进展为核心，围绕过敏源诊断、过敏源免疫治

疗等课题开展专题报告和讨论。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

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本项目

资助临床儿科医生参加本次会议，学习国外先进的诊

疗医学信息与技术。 

0 916.65 

19 

2018 年美国 PAS

儿科年会资助

项目 

恶性血液疾病发生率高、致死率高，严重威胁人类的

健康。在我国，恶性血液疾病诊疗水平不匀衡的特点

突出，少数医院处于诊疗水平领先地位。北京仁泽公

益基金会特开展“恶性血液病‘领航’人才计划”项

目，希望通过医生进修、医生分享会来提高医生的诊

疗水平；并使受训医生与诊疗水平先进医院建立导师

695,764.42 593,1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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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关系、不同受训医生间建立横向同学关系，以此

促进恶性血液疾病的诊疗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匀衡发

展。 

20 

2018 年欧洲 EPA

S 儿科年会资助

项目 

欧洲儿科学术团体年会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学术儿科学

与儿童健康研究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学者

以及临床护理提供者和社区从业者。为了更好地推动

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国际与国内间医学教育合

作与交流，本项目资助医学专家参加会议。 

0 0 

21 

LISA 海外培训

资助项目 

针对早产儿并发症，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

提升，拓展国际与国内间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我会

资助国内医务工作者进行海外学习研究，学习自主呼

吸的微创注入肺表面活性物质技术和实践研究成果。 

469,985.22 409,876.81 

22 

第 51 届欧洲儿

科胃肠病肝病

和营养学协会

年会资助项目 

欧洲儿科胃肠病肝病和营养学协会年会成立于 1968

年，是国际权威、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儿科医学、

临床营养学组织，目前已发展了近 500 名各国儿科胃

肠病学、肝病学、营养学临床专家及科研专业人员作

为其会员。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

展国际与国内间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本项目资助医

学专家参加“第 51 届欧洲儿科胃肠病肝病和营养学协

会年会”。 

296,291.74 1,358.50 

23 

“中华医学会

第十二次全国

围产医学学术

“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秉承

学会和围产分会的传统与宗旨，坚持将学术和交流作

为目标，会议将为国内产科、儿科、新生科及营养科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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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资助项目 围产医学相关领域的医生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为

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医学教育合

作与交流，资助产科、儿科、新生科及营养科医生参

会。 

24 

临床医生专项

能力继续教育

项目 

针对骨创伤等疾病，为提高二级和一级医院的临床医

生技能水平，开展了临床技能培训项目。依托专业的

医生学习平台，分享专家临床经验、讨论经典案例，

将全国三级医院专项技能水平和经验推向二级、一级

医院，从而加速专项技能，规范治疗。2018 年与全国

多家医院合作。 

957,547.15 936,249.30 

25 

第十九届国际

母乳和哺乳研

究学会国际会

议资助项目 

国际母乳与泌乳研究学会，致力于推动母乳和泌乳学

的基础研究与传播应用，涵盖了从细胞生物学基础研

究、医学临床应用乃至于公共卫生政策等多领域的完

整体系。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

国际与国内间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本项目资助医学

专家参加“第十九届国际母乳和哺乳研究学会国际会

议”。 

0 0 

26 

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仁泽援助

专项基金项目 

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作设立“仁泽患者援助专项基

金”，共同推动“红十字天使计划”的实施，秉承高效，

专业和创新的工作理念，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开展患者

援助工作，通过治疗药品，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等物

资的援助，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患者降低医疗负

担，鼓励和倡导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实现社会组织

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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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救助，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27 

早产儿科研基

金项目 

用于开展早产儿危重症的救治科研项目。 700000 51,563.77 

28 

公益项目执行

采购服务 

采购 12-14 人的服务，用于基金会 2 个患者教育项目的

管理与执行，以及 9 个患者援助项目的审核和管理，6

个科研基金及医生教育项目的管理等。 

0 931,068.10 

29 怀柔定点帮扶 捐赠怀柔贫困县用于定点扶贫 0 100,000.00 

30 

弗吉尼亚海外

培训资助项目 

 
206201 187,365.00 

31 

磷界点患者教

育项目 

 
0 223,971.70 

32 

25 届危重病急

救研讨会资助

项目 

 
35195 29,329.00 

合  计 —— 30,087,174.03 28,539,815.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