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爱清尘 2017 年度工作报告 

2017年，大爱清尘迈入了第六个年头。2017年，是大爱清尘自创立 6年后、稳步提升

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的一年，是提出新的“三个转型”的一年。 

在今年 7月份的全国会议上，发起人王克勤老师提出了“以基础救援为主转向以政策倡

导为主、由公益机构转向公益平台、朝着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方向转型”的战略发展方向。总

结这一年，我们在救援、传播、政策推动、筹款、团队、行政各板块的工作扎实稳步向前推

进的同时，在政策推动、预防传播以及救援工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随着各项工作的纵深

推进，大爱清尘也随之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传统救援业务专业化、规范化稳步提升 

大爱清尘的服务对象——尘肺病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需要持续提升专业化服

务水平，才能更有效服务他们。作为所有工作的基础，2017 年大爱清尘救援工作的专业化

和规范化进一步提升，从最初实地探访尘肺农民基本情况，到医疗救治、制氧机、子女助学、

创业、康复等各具体救助项目的实地开展，流程更加清晰，相关规范更加明确，项目执行朝

着更加专业的方向提升。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大爱清尘累计医疗救治 2471人，助学 5828 人次（项目助学

1797人，2218人次，合作助学 3610人次），已累计发放助困物资 65333件，累计发放制氧

机 2718 台。此外，医疗专家委员的阵容更权威强大，为了能够给尘肺农民提供更专业的服

务，我们通过线上及线下的方式，邀请医疗专家集中对一线志愿者开展了多次医疗专业知识

培训。与此同时，数据库工作也在不断完善、稳步推进。 

二、创新开展预防传播工作 

在预防传播项目上，我们继续从网络传播、媒体报道、线下活动和广告宣传四个工作版

块发力，2017 年成功筹办了“行走 2 公里”公益活动，同时结合腾讯公益的益行家捐步平

台，让更多的社会公众了解和认识尘肺病；我们还结合母亲节、妇女节、双十一等热门事件

借势传播，让社会公众更便捷的了解尘肺病和尘肺病农民群体。 

世界呼吸日我们还积极的推动社会媒体关注、报道尘肺病农民群体，越来越多的人在大

爱清尘的持续发力下开始关注尘肺病农民群体，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乡村墙体广告、线

下地铁广告、公交广告，以及公益海报评选等活动，各个工作版块同步发力，让尘肺病三个

字持续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三、政策推动成果显著 



在政策推动版块中，2017年可谓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就在刚刚过去的 12月 13日，国

家卫计委发布通知：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国家层面再次高度重视尘肺病农

民问题，同时也说明大爱清尘在 2017年区域工作会议中提到的“从以基础救援为主转向以

政策倡导为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 2011年初大爱清尘创立计划中提出把推动国家公共

政策与立法作为目标，到今年国家从制度层面做出了诸多行动，我们一直坚定不移的向着目

标前进。正是持之以恒的努力，带来了种种可喜的变化。 

从 2015年开始，许多地方政府纷纷登门寻求与大爱清尘的合作。我们与贵州湄潭县政

府合作的全国首个“五年消除新发尘肺病试点县”今年进入良好运行的第二年，贵州凤冈县

成为继湄潭县之后的第二个与地方政府联手防治尘肺病工作的试点  县。2017年 10月 23

日，山东省卫计委、省扶贫办、省人社厅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共同启动的“健

康助力奔小康”之“大爱清尘”健康扶贫公益活动，红头文件由山东省政府正式下发，这是

大爱清尘首次与省一级政府开展合作。 

而这一切推动行动的基础是六年多来我们持续在全国各地展开的中国尘肺病农民生存

现状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以及系统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从 2014年开始，我们连续四年

来，每年出版《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已连续出版四本。2017年，我们

出版第四本《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预防现状调查》此外，我们还借鉴其他

国家的经验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

我们出版了第二本《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除此，我们还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持续举办

尘肺病农民问题公共政策研讨会，邀请社会各界共同讨论探寻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解决的对

策与出路。 

四、善款募捐成绩喜人 

在募捐方面也成绩喜人，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开始关注尘肺病，也有更多有社会责任的企

业加入到帮助尘肺病农民的队伍中来。2017年也是大爱清尘成立以来筹款金额最高的年份，

截至 2017年 12月 31 日，大爱清尘本年度筹款 14022082.59元，其中企事业单位筹款

2830499.03元，资助型基金会筹款 753353.35元，个人筹款 10438230.21 元。大爱清尘历

年累计筹款 54606300.41元。 

    下面将救援工作、传播预防工作和政策推动工作及收支情况逐一报告： 

第一部分  救援工作报告 

救援是大爱清尘的基础工作，救援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建立、整合尘肺病患者数据，对需要帮

助的尘肺农民展开救助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变和希望。从创立至今，大爱清尘已由最初单一



的救命项目，发展成为救命、助学、助困、救心、康复、创业、制氧机、数据库八大板块相

结合的立体化全方位救援体系。 

一、关于救命 

即为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尘肺农民提供一次专业、规范、系统的医疗救治，使其获得

生的希望或生存质量的有效改善。大爱清尘的“救命”工作自创立至今，其做法是给每一个

尘肺病农民一次性提供一万元的救治经费，并安排其在专业的尘肺病及职业病医院，接受系

统医疗，以缓解其痛苦，延续其生命，使其生命健康状态得到一次系统改善。 

2017年，我们共审批通过 436人，已入院 351人，（涉及 16省，截止 2017年 12月 31

日，全年救治 351人，其中北京 1人，甘肃 8人，广东 1人，贵州 18人，河南 99人，湖北

21人，湖南 10人，江西 13人，青海 1人，山东 9人，山西 16人，陕西 61人，四川 46人，

云南 1人，浙江 1人，重庆 45人）。 

 

二、关于助学 

大爱清尘帮扶的是尘肺病农民及其家庭，要想改变其家庭命运，子女教育是及其重要的

通道。几年来，除了我们自己的项目助学外，各地充分调动资源联合北京慈弘基金会、陕西

狮子会、成都科新会方成助学项目、煦阳助学团、小水滴助学团等机构开展合作助学。2017

年我们创新设计“甜甜奖学金”项目。为鼓励尘肺家庭子女认真对待学业，积极努力通过学



习改变命运，经过跟爱心人士吴老师的探讨，我们创新设计了“甜甜奖学金”项目，为 25

位优秀的来自全国尘肺家庭的孩子发放了奖学金，并组织了上海夏令营活动。 

2017年全年助学 1555人。项目助学 1239人（小学 617人，初中 375人，高中 247人），

其中安徽 1，北京 1，福建 2，甘肃 38，广东 9，广西 5，贵州 18，河北 47，河南 180，湖

北 100，湖南 45，江苏 1，江西 53，辽宁 248，宁夏 4，青海 6，山东 1，山西 61，陕西 280，

四川 36，云南 2，重庆 101。合作助学 316人（共济学院 3人，李锦记 2人，向日葵助学 21

人，零星微助学 38人，科学会方成助学基金 163 人，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65人，李泳仪助

学 24人，啄木鸟教育合作尘肺家庭孩子助学 6人，广东狮子会 21人，顺召助学 5人，个人

资助 2人），腾讯公益一对一专项助学 123人，甜甜奖学金-夏令营助学 25人。 

 

 

 

三、关于助困 

从创立开始，我们便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助困。广泛动员企业、兄弟公益组织，采取各种

形式，筹集各种物资帮助尘肺病农民家庭。除了常规的助困物资发放活动外，2016 年底—

2017 年，我们开始在京东公益平台上上线助困物资筹集项目，为陕西镇安、河南王屋镇的

贫困尘肺农民提供日用物资帮助，2017年 11月底，我们又集中动员社会力量，为辽宁、陕

西、湖北、江西、山西、山东、河南等全国 10个省区筹集了 1000条电热毯，让他们能够在

温暖度过寒冷的冬天。截至 12 月 15 日，大爱清尘已累计发放助困物资 65193 件。2017 年

已累计发放助困物资 9582件。其中包括特易购床上用品发放 2260件，京东公益筹集冬季助



困物资项目已发放大米 635袋、食用油 420桶、取暖器 639件，面 66袋。 

 

四、关于救心 

尘肺病农民的精神心理一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因为对生活和未来失去希望，

各地尘肺农民自杀情况屡屡出现。大爱清尘开展救心工作是融合在整个救助过程当中。我们

在同患者的接触中充分尊重、关爱患者，并动员志愿者个人对尘肺农民进行电话慰问，很多

时候一句贴心的问候，能让一颗濒临绝望的心重新被点亮，此外我们还邀请专业人士对精神

抑郁的尘肺农民开展心理干预。让更多的尘肺农民能够恢复生活信心。 

关于康复。尘肺病是没有医疗终结的疾病，一般的治疗方法无法根治。但通过定期让专业医

师检查身体、配合相应医疗器械坚持必要的康复训练、并保持积极心态，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延缓疾病恶化程度，提升生活质量，并最终延长生命。 

为此，2014年大爱清尘尘肺病农民康复项目正式启动。2017年，在大爱清尘以往康复

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初步筛选了 5个适合建立康复中心的地点，并进行了初步的调研，和当

地政府、医疗机构进行了对接。此外，康复手册，康复相关内容以及专家跟踪指导的相关设

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为 2018年持续推进康复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关于创业 

仅仅靠等待与接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对尘肺农民家庭赋能，让更多尘肺农民能够

从来源上解决经济问题。为此，我们从 2012年开始便动员尘肺病农民进行自我造血与创业

尝试，同时发动广大网友进行资源与技术支持。由于尘肺农民患病后丧失了劳动力，家庭经

济重担大都压在了妻子身上，因此 2017年我们开启了“帮尘肺妈妈撑起家”项目，为 10

个贫困的尘肺农民家庭带来创业帮扶，在帮助尘肺家庭女性这个领域进行了初步尝试，为未

来全方位帮助尘肺家庭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还同善淘网公益机构开展了就业技能培训等

专项工作，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尘肺农民家庭脱贫。  

 

六、关于制氧机 

制氧机可以帮助尘肺病农民改善艰难呼吸的状况，是帮助尘肺农民缓解呼吸困难的重要

医疗工具。2017 全年发放制氧机 901 台，其中安徽 8 台，北京 11 台，福建 5 台，甘肃 47

台，广东 12 台，广西 2 台，贵州 13 台，河北 79 台，河南 65 台，黑龙江 1 台，湖北 81 台，



湖南 71 台，江西 8 台，辽宁 178 台，宁夏 1 台，青海 13 台，山东 5 台，山西 49 台，陕西

173 台，上海 1 台，四川 32 台，云南 1 台，浙江 2 台，重庆 43 台。 

 

 

 

七、关于常规探访 

救援是大爱清尘所有工作的基础，而探访又是所有救援工作的基础，只有复返严谨的实

地探访，才能保证所有救助工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2017年我们累计在全国 22个省份开展

探访工作 340次（安徽 3次，北京 4次，福建 4次，甘肃 13次，广东 11 次，贵州 33次，

河北 18次，河南 67次，黑龙江 1次，湖北 27次，湖南 13次，江苏 1次，江西 7次，辽宁

18次，宁夏 2次，青海 4次，山东 6次，山西 18次，陕西 11次，四川 24 次，浙江 3次，

重庆 52次。不含陕西，湖北两地专员常规探访） 



 

 

 

 

 

八、关于救援工作的专业化与规范化建设 

为了能够更专业的服务尘肺农民群体，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培训学习工作，包括创建专业

权威的医疗专家委员会；主办专业的尘肺病会议，参与行业内顶级的尘肺病专业论坛和到专

科医院进行实地进修，还邀请专家学者为广大志愿者进行集中的线上线下培训。具体情况如

下： 

1月，我们邀请了上海市肺科医院尘肺科主任毛翎对全国志愿者进行了《生产性粉尘与尘肺

—尘肺病的诊断与治疗》的专题讲座； 

3月-4月，大爱清尘两名专职前去上海肺科医院尘肺科进修，并配合医疗专家撰写修改生产

性粉尘暴露与尘肺病健康手册、大爱清尘救治模式调整方案； 

5月，我们联合湄潭县政府举办“茶尘”研讨会，国内尘肺病领域顶尖专家参与其中； 

6 月，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近 60 位职业性尘肺病防治医疗人员齐聚上海，参与由上海市

肺科医院和大爱清尘基金共同举办的尘肺病论坛； 

8 月 22 日，大爱清尘专职员工参加首届国际职业健康论坛暨第三届中美职业卫生国际研讨

会； 

9月 16日，救援中心专职对全国志愿者进行线上视频培训，讲解救援工作的流程与规范化。 

9月 17日-9月 19日，我们联合湖北新华医院首次乡村医生培训班在湖北孝感举行，来自湖



北郧西、恩施、广水地区的 30余名乡村医生参加培训； 

 

9 月 23 日，大爱清尘在北京举办大爱清尘第二届医疗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专家们就尘肺

病相关治疗，康复、乡村医生培训进行研讨； 

11 月 18 日起，大爱清尘 2017 年全国救援工作培训会分别在湖北武汉、山东济南、甘肃兰

州地区举行，全国范围内约 150名一线志愿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2017 年大爱清尘全国范围新增 6 家合作医院，分别为山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煤炭总医

院，江西省胸科医院、萍乡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病医院、靖远煤业集团

总公司医院。同时今年完成了大部分合作医院的挂牌及宣传栏设置，另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广西工人医院也即将同大爱清尘展开合作，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18 家合作的定点医

院。 

此外，我们还联合专科医院进行义诊与筛查，2017 年我们在全国共组织义诊与筛查 4

次。分别是 4 月 26 日，我们联合湖北新华医院在黄冈义诊；5 月 6 日，联合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职业病防治院在镇平县石佛寺镇义诊；8月 4-6日，联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职业病防治

院在卢氏县卢园广场义诊；11月 9日-10日，联合山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在山东龙口地区

义诊筛查。 

 

 

 

第二次部分 预防传播工作报告 

尘肺病是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预防意义尤为重大。大爱清尘的预防传播工作主要承

担的是尘肺病知识的普及，通过网络传播、线下活动、广告宣传、媒体报道等多种途径使尘

肺病最终实现家喻户晓，同时动员公众力量关注尘肺病农民，行成舆论合力促进中国尘肺病

问题的解决。 

2017 年，我们的预防传播项目注重创新性、时效性，结合热点推动了一系列话题，并

采用了更多易于让公众接受的形式开展传播工作，比如母亲节“感谢妈妈教会我爱”的朋友

圈海报传播活动，“行走 2公里”捐步活动，全国性的世界呼吸日徒步活动；此外，我们还

继续注重故事传播，联合各大媒体平台传播感人的能打动人心的尘肺农民故事。有多个案例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一、网络传播 

在大爱清尘预防传播工作中，网络传播是各板块中的主力军，主要指的是大爱清尘自媒

体端的对外传播，分为两大块，一是以大爱清尘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大爱清尘官网为主

的三大自营网络传播阵地；一是网易公众号、今日头条、喜马拉雅 FM、一点资讯、搜狐视

频、腾讯视频、百度贴吧、企鹅号等其他自媒体平台，与大爱清尘主要的“两微一网”自媒

体形成舆论共振，尽力用最大分贝去传播尘肺病常识，尘肺农民生存现状。 

除常规传播全国各工作区站救助尘肺农民兄弟的众多日常信息外，还特意根据今年的特

殊节假日、重大热点新闻等契机，参与或主导微博话题，增加微博热度。 

2017年，大爱清尘微博共完成策划性传播近 10次，如“帮助尘肺农民过暖冬”、“尘

肺清明祭”、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期间的“职业病头号杀手”、母亲节策划传播“帮助尘肺

妈妈撑起家”、世界呼吸日活动、腾讯 99公益日传播、年底的“回家乡·话尘肺”活动传

播等。这些网络策划性传播活动，一直在全年度持续推进。而这些持续有力的网络传播，使

“尘肺病农民工”议题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热度。 

在微信公众号传播方面，我们重点传播原创优质内容。在“尘肺农民工典型故事”、“世

界呼吸日活动”、“母亲节”、“99公益日”、“三进活动”、“帮尘肺农民过暖冬”、

“电热毯行动”等所有重要活动上，大爱清尘官方微信公众号都与官方微博同步发声，积极

传播。积极引导公众关注。 

在大爱清尘官网方面，我们力争建设成为尘肺病相关信息的集中地，因为不管是大爱清

尘的相关动态，还是尘肺病常识、尘肺病相关政策动态   全年尘肺病相关报道都保持及时

发布；同时，各项救助信息、捐款信息等也都及时得到更新。 

二、线下活动传播 

2017年，我们继续号召全国各志愿者团队积极推进各项线下活动，包括“尘肺清明祭”、

“世界呼吸日”活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进乡村进高校进厂矿”的“三

进”传播活动、“尘肺病海报选拔比赛”等活动，在这些重要的线下活动传播中，我们积极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帮助尘肺病农民的行列当中，通过实际行动来帮助尘肺病农民工。 

三、媒体报道 

2017年，与大爱清尘及尘肺病相关的公共媒体报道达到 246篇，分别发表在《人民政

协报》、中国网、《福建日报》、《南方周末》、新华网、《公益时报》、《新京报》、网

易新闻、搜狐新闻、腾讯新闻等 70多家媒体。 

其中，网易看客栏目、腾讯新闻、凤凰网等多次对《死亡玉石》《儿子死后将吸氧机



传给了父亲》《父母病危：15岁女孩私设‘小金库’供弟弟念书》等尘肺农民故事进行报

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2017年，我们积极同各界媒体联动，持续将尘肺病农民

议题带入公共视野，让更多社会公众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 

四、广告宣传 

广告也是今年大爱清尘普及尘肺常识的一大重要方式。2017年，我们开展了“行走 2

公里”公益活动，邀请明星田亮叶一茜加盟，并同步进行了地铁公益广告的投放；在 2017

年 99公益日期间，我们争取到腾讯线下广告的支持，也进行了地铁公益广告的投放；此外，

我们还在一线乡村开展了墙体广告活动，在安徽合肥、甘肃庆阳、贵州湄潭等地积极寻找媒

介资源，进行了公交车广告、城市广场广告的投放。 

五、2017年所获荣誉 

2017.11.29日，大爱清尘《为呼吸而战》短片获得由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组委会、

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主办的 2017中国公益映像节优秀展映奖； 

2017年 12月 13日，王克勤老师获得由《公益时报》主办的 2017中国公益年会年度公益人

物奖； 

2018年 1月 8日，大爱清尘官方微博在由新浪微公益主办的#携手 2018#新浪微公益年度颁

奖典礼上，获得“2017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蓝 V奖”； 

2018年 1月 20日，王克勤老师在第十三届 CCTV2017 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上获得年度三

农人物公益奖。   

第三部分  政策推动工作报告 

推动政策立法与政府行动是大爱清尘的目标。经过六年多的持续努力，大爱清尘深刻认

识到，民间公益团队对于救助中国 600万尘肺病农民无异于杯水车薪、九牛一毛。根本出路

在于推动国家政策性救助、制度性遏制尘肺病问题。从 2011 年大爱清尘创立以来，我们便

高度重视政策推动、助力政府行动、推动尘肺病立法等工作。经过几年来综合推动，我们在

推动政府行动与政策立法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果。 

2017年大爱清尘政策推动方面的工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政策推动 

2017 年大爱清尘研究中心向九三学社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邵鸿提交 7 份建议案，其

中 5 份作为提案由 18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得到安监总局拟将高危粉尘作业和高毒作

业合并为《高危粉尘作业和高毒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治条例》的回复函。 



在大爱清尘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2017年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这意味着通

过制度层面解决尘肺农民问题更进了一步。 

1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2016-2020》，进一步加大了对于尘肺病问题

的解决力度与强度。 

3 月，《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及监督检查要点》的通知，对粉尘

防护设施、个人防尘用品、粉尘预防检查方法等做出详细规定，充分强调尘肺病源头治理的

重要性。 

3 月，国家安监总局发布《2017年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要点》，提出要制定《生产经营单

位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监督管理办法》，督促企业落实日常监测、定期检测主体责任，研究

制定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监管办法，指导各地制定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施行差异化监管，

并加强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管，强化高危粉尘、高毒物品等职业病危害源

头控制。 

9 月，国家安监总局发布《职业病危害治理“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紧紧围绕煤矿、

非煤矿山、化工、金属冶炼、陶瓷、耐火材料、水泥等尘毒危害严重行业领域开展治理，是

当前职业病危害治理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并推动颁布实施《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

病危害防治条例》，将尘肺病的防治作为重点进行推动。 

12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效遏制职业性尘肺病、化学中毒和噪声聋等职业病的发生，切实保

障广大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 

12月 13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成立国家卫生计生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决定成立国家卫生计生委尘肺病诊疗专家委员会，这对尘肺病农民工群体来说无疑是一个重

大的利好消息。 

二、政府合作 

2017 年，大爱清尘与贵州省湄潭县的合作持续进行，在湄潭县政府的支持下，大爱清

尘遵义湄潭工作站组织志愿者在湄潭、凤冈县各镇（乡）、村开展尘肺病预防知识“进校园，

进厂矿、进村居”的“三进”宣传活动。到目前为止，工作站开展的尘肺病预防宣传活动共

计下乡宣传 33余次，总计到达 99个村（湄潭县复兴镇 11个村、马山镇 8个村、永兴镇 11

个村、茅坪镇 3个村、高台镇 7个村、天城镇 5个村、抄乐镇 6个村、西河镇 9个村、石莲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5%B0%98%E8%82%BA%E7%97%85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5%B0%98%E8%82%BA%E7%97%85
http://www.cn-healthcare.com/api/search/%E4%B8%93%E5%AE%B6


镇 6个村、新南镇 6个村、冼马镇 5个村、黄家坝街道办事处 3个村、兴隆镇 9个村、鱼泉

街道办事处 7 个村；凤冈县进化镇临江村、绥阳镇金鸡村、土溪镇大连村)。“三进”宣传

活动通过志愿者与村民对接工作宣传、粘贴宣传海报等多种宣传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粉尘危

害的认识。 

9 月 15 日，大爱清尘携手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政府共建全国消除新发尘肺病示范县项

目正式启动，凤冈县是大爱清尘继贵州省湄潭县——全国第一个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联手创

建基本消除新发尘肺病的试点县后，启动的第二个与地方政府联手防治尘肺病工作的试点

县。该工作对在全国区域内推进“县域地区健康中国工程”的意义重大，对尘肺病农民的救

援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7年大爱清尘在政府合作方面，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是联合山东省政府发起“山

东计划”。10月 23日，山东省卫计委、扶贫办、人社厅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

金共同启动的“健康助力奔小康”之“大爱清尘”健康扶贫公益活动，红头文件由山东省政

府正式下发，这意味着大爱清尘与山东省政府联合救助当地尘肺病农民工的项目到了实施阶

段。基于 2016 年对尘肺病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山东省政府三部门将与大爱清尘一起对全省

建档立卡贫困尘肺病患者实行一次性免费救治，具体由山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与大爱清尘

承办，大爱清尘基金将为每位患者提供 5000 元医疗费用，山东省职业病医院为每位患者最

多提供 500元路费和生活费。 

此外，11月 23日，甘肃省临夏州政府相关领导登门寻求合作，双方就大爱清尘助力当

地贫困农民精准扶贫以及尘肺病农民救助达成了合作协议，近期相关工作将全面展开。 

12 月 26日，大爱清尘与湖南省娄底市卫计委联合发文，开展贫困尘肺病农民工救助，

为 2018年在娄底市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贫困尘肺病农民工提供生活补助，每人每年 500

元。此举将进一步减轻贫困尘肺病农民工患者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将使更多的尘肺病农民

工得到医疗救治，改善更多的尘肺病农民工兄弟的生存状况。 

三、国情调研 

2017年，大爱清尘研究中心从四月份，便陆续设计问卷进行调研，于 11月底完成白皮

书《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7）》和蓝皮书《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

（2017）》，本次白皮书从预防角度出发，充分展示企业与学校在尘肺病预防与尘肺病预防

教育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次在职业学校教育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蓝皮书对

五个国家和地区尘肺病问题的解决历程进行综述，对中国尘肺病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强的

借鉴意义。 



四、举办研讨会 

2017 年两会前，为了号召更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在两会上为尘肺病农民

工群体发声，我们举办了“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研讨会”，会议讨论了大爱清尘研究

中心编写的七份建议案，其中五份由全国 18位政协委员联名作为提案提交。 

8 月 5日，大爱清尘举办了首届“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研讨会”，会议对世界各国的尘

肺病问题现状及解决历程进行分析研讨，并总结其它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未来中国解决尘肺

病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2 月 23日，我们举办了《新形势下中国尘肺病农民工问题研讨会暨大爱清尘 2017年

研究成果发布会》。邀请各界专家就公共政策推动与政府合作推进等相关议题进行探讨，同

时，还发布了 2017年的研究成果——《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7）—预

防现状调查》《尘肺病国际治理经验汇编（2017）》。 

第四部分  收支情况 

从筹款数据上来看，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爱本年度累计筹款 14022082.59 元，

其中企事业单位筹款 2830499.03 元，资助型基金会筹款 753353.35 元，个人筹款 10438230.21

元。大爱清尘历年累计筹款 54606300.41 元。 

 

 

 

 



 

 

 

2017 年大爱清尘捐赠爱心单位及个人榜单 

A.2017 年大爱清尘爱心企业捐赠榜单 

2017 年大爱清尘爱心企业捐赠榜单 

企业名称 捐赠金额（单位：元）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江苏鱼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00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73750 

上海兴诺康纶纤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6000 

葫芦岛市连山区祥晖矿产品销售处 200000 

广西盈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9800 

善心莲心 42000 

深圳市波尔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4400 

上海汇平化工有限公司 24200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杭州桑田经贸有限公司 16659.08 

山西绿洁环保有限公司 13390.01 

上海和丰永讯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2927 

上海软银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工业园区飞鸟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从支出上来看，截止 2017 年 12 月 30 日，大爱清尘共计支出 10306330.35 元。从支出结构

上看，尘肺农民医疗救治项目支出占比最大，高达 4096705.04 元，占总支出的 39.75%；尘

肺农民子女助学项目其次，共计支出 2289486.59 元，占总支出的 22.21%；尘肺农民制氧机

捐赠项目共支出 1365911.12 元，占总支出的 13.25%。具体各项目支出情况如下图所示： 



 

 

 

 

 

 

此外，在团队方面，大爱清尘 2017 年全年共计加入志愿者 1008 人，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爱清尘累计志愿者人数 9299 名。志愿者是大爱清尘各项工作能够正常推进

的重要承载者。不管是救援板块各项工作的开展，还是预防传播活动的推动，都离不开志愿

者的付出和努力。 

2017 年，我们同志愿者们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为了提升志愿者专业化服务，我们

开展了大量的培训工作，也在高校大面积宣讲招新活动，同时还积极同各级地方公益组织开

展合作，并形成了全国的服务网络，争取各界力量加入服务尘肺病农民的队伍当中。 

志愿者对公益组织来说是无比珍贵的财富，为了能够更加专业有效的开展尘肺病农民服

务相关工作，也鉴于 2017 年大爱清尘提出三个转型中，由单个服务尘肺农民的公益机构转

型为公益平台的战略方向，我们更加重视从地县级别的公益机构的合作。 

机构名称 简要介绍 活动开展 



河南省平顶山市

义工联 

平顶山市义工联合会于2005年11月发起

并成立，是平顶山市第一家民间公益慈善

社会团体。她通过互信互助等形式，自发

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就是把更多的

义工及社会爱心人士组织起来，形成强有

力的力量，更好的去回报社会、服务大众 

大爱清尘尘肺科普宣传活动、救

援探访、尘肺子女助学、制氧机

发放及尘肺数据收集 

河南栾川顺风车

公益联盟 

洛阳栾川公益顺风车协会正式成立于

2013年 10月 15日。是洛阳唯一一个经

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公益顺风车协会，本

协会提供免费爱心拼车信息，组织各类户

外公益活动。将有爱心的人士聚集到本协

会一起做公益事业 

尘肺科普义诊活动、救援探访、

子女助学、制氧机发放，尘肺数

据收集 

河南辉县义工联 

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是一个健康

向上的公益组织，秉承“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扶贫、助学、

敬老、环保等公益领域不懈地探索和前

行。  辉县义工志愿者为社会需要帮助的

人士，提供最感人的服务。志愿行动一起

来，有你参与更精彩！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不图名, 不图利,乐于助人的一群热

心人! 情义辉县，我愿我行。展志 

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学、

制氧机发放； 

山东昌邑义工联 

昌邑义工联合会始终与市委、市府工作部

署保持高度一致、常年与团市委、民政局、

妇联、关工委、残联等部门建立良好的关

系，积极完成当地政府部门安排的公益活

动，架起了市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和纽

带。昌邑义工联合会已成为一面爱心旗

帜，不断感召着广大市民，让爱永远传递。 

当地尘肺患者数据收集、尘肺常

识科普宣传活动 



山东安丘义工联 

 “ 安丘义工”全称是安丘市爱心义工

公益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8 年 3月，拥

有爱心志愿者 800多人，是目前安丘发展

规模最大、成立最早的非营利性公益类民

间社会组织，业务范围：开展以助残为主，

兼助学、扶困、助老、环保等公益服务，

传播公益文化，承办公共服务项目，使用、

推广、保护“安丘义工”公益品牌。 

当地尘肺患者数据收集、尘肺常

识科普宣传活动 

山东青岛阳光行 

青岛阳光行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年 11

月 25日，主要业务范围：艾滋病、梅毒

等疾病的干预服务；开展相关健康教育工

作；组织对艾滋病、梅毒志愿者的培训；

统计上报相关干预信息。 

  

当地务工劳动市场尘肺预防宣

传活动；尘肺患者情况收集 

湖南衡阳大湘公

益 

衡阳市大湘公益服务中心（简称大湘公

益）是 2016年 8月 15日经衡阳市民政局

批准注册成立的社会服务类公益组织。     

当地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

学、制氧机发放；尘肺科普知识

宣传倡导；615 世界呼吸日全国

徒步活动 

贵州正安春雨义

工联 

 正安县春雨义工协会有会员 245名，团

体会员 3家，成立应急救援队、义务献血

宣传队、家庭教育促进队、女童保护宣讲

队、大学生假期志愿服务队等，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 4250小时，先后获得“贵州省

优秀志愿服务组织”“遵义市 2015年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遵义市优秀青年志愿

服务组织”表彰 

当地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

学、制氧机发放；尘肺科普知识

宣传倡导；615 世界呼吸日全国

徒步活动 



四川宜宾珙县义

工联 

共青团珙县委员会 、县民政局批准的社

会团体，坚持依法治会，坚持“奉献爱心、

服务社会”，“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

的宗旨，携手共同实现“大爱僰乡，情暖

珙县”的义工梦。 

当地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

学、制氧机发放、医疗救助；尘

肺科普知识宣传倡导；615世界

呼吸日全国徒步活动；大爱清尘

其他地方性活动 

四川叙永义工联 

叙永义工会民间志愿公益团体,用实际行

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携手共建和谐,感

触人生真谛,升华生命所存在的意义。呼

吁大家参与其中,奉献点滴。义工联依托

当地贴吧召集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当地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

学、制氧机发放、医疗救助；尘

肺科普知识宣传倡导；615世界

呼吸日全国徒步活动；大爱清尘

其他地方性活动 

 巴中市志愿者协

会  

巴中市志愿者协会是由巴中志愿者自愿

组成的联合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业务

主管单位是中共巴中市委宣传部。 

注册成立于 2014年 12月，是四川省市性

志愿服务组织，是指导协调全市志愿服务

活动的管理协调机构；旨在服务广大志愿

者、各类志愿者组织，倡导志愿文化，弘

扬公益风尚，为志愿服务项目的汇聚和匹

配搭建平台。 

当地尘肺患者救援探访、子女助

学、制氧机发放、医疗救助；尘

肺科普知识宣传倡导；615世界

呼吸日全国徒步活动；大爱清尘

其他地方性活动 

    回顾 2017 年，是忙碌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站在年尾，我们全面梳理了整年度的

工作及成果，并欣喜的看到了改变。正如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老师一直都强调的那样，去

做，让改变发生！ 

我们坚信，通过政府、社会各界共同的努力，尘肺病农民工这一世纪难题必将得到很好

的解决，一百年内在中国消灭尘肺病的梦想必将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