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完结报告 

 
依据 2017 年编制的《2017 年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实

施方案》，项目按照目标进度实施，联合陕西省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湖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甘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共同实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民政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充分的肯定。 

 

一、 项目目标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深刻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要求，落实《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

行动计划》精神，项目从家庭环境设施改造、家庭就业生计

改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特教学校教育提升、康复中心设

施改造等方面为陕西宝鸡、湖北荆州、甘肃定西贫困残疾儿

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提供全方便的帮助，以社会为关怀基地，

有效落实了精准扶贫的战略，促进社会和谐互助的整体发展。 

项目通过驻点工作人员的入户筛查与调研，了解每户残

疾人家庭的需求，为改善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做出个性化的帮

扶。项目分为残疾人家庭环境设施改造项目、残疾人家庭就

业生计改善项目、特教学校教育提升项目、康复中心设施改

造项目和残疾儿童康复关顾项目。分类如下： 



残疾人家庭环境设施改造项目： 

为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供暖、家庭无障碍设施改

造、家庭饮水条件改善、卫生条件改善等以残疾人家庭硬件

设施改造为核心的帮助项目。 

残疾人家庭就业生计改善项目： 

根据残疾人家庭的实际情况，为其提供家禽家畜养殖、

农机具发放、饲料补贴、创业扶植等就业项目。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项目： 

为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助学、

康复补贴发放、康复训练资助、残疾儿童家长康复技能培训

等针对残疾儿童及残疾人家庭子女为主体的帮扶项目。 

特教学校教育提升项目： 

为特教学校进行校园环境无障碍设施改造、教学设施、

生活设施捐建、残疾儿童职业技能培训、特教老师技能培训、

残疾儿童相关活动等项目。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项目： 

为康复机构提供康复室捐建、康复设备改造捐赠、康复

师技能培训等项目。 

 

二、 项目执行经费 

2017项目金额及实际支出情况(单位：元)： 

省份 协议资助金额 实际拨付金额 



湖北荆州 1,647,576.00 1,141,260.00 

陕西宝鸡 3,587,810.00 2,282,105.00 

甘肃定西 4,948,268.00 4,278,739.90 

合计： 10,183,654.00 7,702,104.90 

 

三、 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三省共执行项目 19 项，执行金额 7702104.90

元，累积受益 5215 人。其中残疾人家庭环境设施改造项目

3116705 元，占总金额 40%，残疾人家庭就业生计改善项目

988400元，占总金额 13%，残疾儿童康复关顾项目 2532219.90

元，占总金额 33%，特教学校教育提升项目 193400元，占总

金额 3%，康复中心设施改造项目 871380 元，占总金额 11%。

各执行地项目开展内容如下： 

（一） 湖北荆州 

本年度，共执行项目 4项，执行金额 1,141,260.00 元，

项目为湖北荆州 62名贫困残疾儿童进行辅具、矫形器适配；

为 89 名贫困残疾儿童在荆州市妇幼保健院、公安县残疾人

康复中心等 3 家机构提供 4-6 个月康复补贴；为 61 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为荆州市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配建汽车美容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教室；为松滋市特殊教育

学校配建烘培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教室；为公安县残疾人康

复中心捐赠肢体康复训练设备，累积受益 655人。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实施周期 执行金额 资金来源 

P2017-004-JZ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

项目 

1.为荆州市 89 名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 

2.为荆州市 62 名残疾儿童进行辅

具适配； 

2017.6-12 539,12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1-JZ 
残疾人家庭 

环境设施改造项目 

1.为荆州市松滋县、公安县 65 户

残疾人家庭捐建太阳能热水器； 
2017.9-12 239,5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2-JZ 
特教学校 

教育提升项目 

1.为荆州市沙市特殊教育学校捐

建残疾人就业汽车美容培训教室； 

2.为松滋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残

疾人就业烘培培训教室； 

2017.9-12 135,0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5-JZ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

项目 

1.为公安县残疾人康复中心捐建

康复器材； 
2017.9-12 234,84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详见湖北省总结报告 

（二）陕西宝鸡 

本年度，共执行项目 5项，执行金额 2,282,105.00 元，

项目为陕西宝鸡 191 名贫困残疾儿童在宝鸡市儿童医院、解

放军第三医院等 4 家机构提供 4-6 个月康复补贴；为 113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供暖设施改造；为 226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进行家庭净水改造；为 10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电动三

轮车；在宝鸡市乐培工坊建立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烘培教室，

累积受益 2116人。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实施周期 执行金额 资金来源 

P2017-003-BJ 
残疾人家庭环境 

设施改造项目 

1.为宝鸡市 113 户残疾人家庭进

行供暖设施改造； 
2017.3-11 730,000.00 澳门基金会* 

P2017-005-BJ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

项目 

1.为宝鸡市 191 名残疾儿童提供

康复训练补贴； 

2016.10- 

2017.12 
856,360.00 

1.必能信超声

（上海）有限

公司 

2.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07-BJ 
残疾人家庭环境 

设施改造项目 

1.为宝鸡市 226 户残疾人家庭进

行净水设施改造； 
2017.8-12 306,405.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0-BJ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

项目 

1.为宝鸡市乐培食品加工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机构捐建烘培教室； 
2017.10-12 18,54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3-BJ 残疾人家庭环境 1.为宝鸡市 100 户残疾人家庭发 2017.9-12 370，800.00 1.腾讯乐捐 



设施改造项目 放电动三轮车； 2.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注：按捐赠方要求，澳门基金会资助项目单独进行审计。 

详见陕西省总结报告 

（三）甘肃定西 

本年度，共执行项目 10 项，执行金额 4278739.90 元，

项目为甘肃定西 94 名贫困残疾儿童进行辅具适配；为 165

名贫困残疾儿童在陇西县阳光康复中心、定西市残疾人康复

中心等 5 家机构提供 4-6 个月康复补贴；为定西 80 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发放羊羔；为 96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修建羊圈；

为 48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为陇西县康复中心、

渭源县康复中心捐赠康复器材；为定西市博爱康复医院配建

多感官训练教室；为定西市特殊教育学校配建烘培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教室，累积受益 2444人。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内容 实施周期 执行金额 资金来源 

P2017-001-DX 
特教学校教育提升

项目 

1.为定西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残

疾人就业烘培培训教室； 
2017.8-12 58,4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02-DX 
残疾人家庭环境 

设施改造项目 

1.为定西市43户残疾人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 
2017.1-12 1,290,000.00 澳门基金会* 

P2017-006-DX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

项目 

1.为定西市 165 名残疾儿童提供

康复训练补贴； 

2.为定西市 795 名残疾儿童发放

温暖包； 

3.组织开展新年联欢会活动； 

2016.11- 

2017.12 
938,322.9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08-DX 
残疾人家庭就业 

生计改善项目 

1.为定西市通渭县、陇西县 80 户

残疾人家庭发放种牛羊； 
2017.6-11 494,4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09-DX 
残疾人家庭就业 

生计改善项目 

1.为定西市通渭县56户残疾人家

庭修建牛羊圈； 

2016.8- 

2017.10 
288,000.00 

1.北京市徒

步运动协会； 

2.腾讯乐捐 

P2017-014-DX 
残疾人家庭就业 

生计改善项目 

1.为定西市陇西县40户残疾人家

庭修建牛羊圈； 
2017.6-12 206,0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6-DX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

项目 

1.为定西市94名残疾儿童进行辅

助器具适配、矫形器捐赠； 
2017.8-12 206,0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7-DX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

项目 

1.为陇西县康复中心、渭源县康

复中心捐赠康复训练器材； 
2017.9-12 280,0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8-DX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

项目 

1.为定西市博爱康复医院捐建多

感官康复训练教室； 
2017.8-12 338,000.00 

蚂蚁金服 

公益平台 

P2017-019-DX 
残疾人家庭环境 

设施改造项目 

1.为定西市 5 户残疾人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 
2017.7-12 150,000.00 澳门基金会* 

*注：按捐赠方要求，澳门基金会资助项目单独进行审计。 

详见甘肃省总结报告 

四、 照片报告 

1. 残疾人家庭环境设施改造项目 

  

图为危房改造项目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前后对比 

  

图为供暖设施改造项目 



  

图为残疾人电动三轮车捐赠项目 

  

图为残疾人家庭太阳能捐赠项目 

2. 残疾人家庭就业生计改善项目 

  

图为残疾人家庭牛羊发放项目 

  



图为残疾人家庭牛羊圈修建项目 

3. 残疾儿童康复关顾项目 

  

图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贴项目 

  

图为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项目 

4. 特教学校教育提升项目 

  

图为特教学捐建残疾儿童职业技能培训教室项目 

5. 康复中心设施改造项目 



  

图为康复中心捐赠康复器材项目 

  

图为康复中心多感官康复室捐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