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7 年第四季度 

公开募捐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序

号 
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 实施金额 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情况 部门 

1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0 63180.06 重庆  

该项目资助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

练中心进行教学软件开发与应用，项目已结

项，目前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

结评估，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2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   0 63460.29 重庆  

该项目资助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力残疾人

康复训练中心进行智障人士就业培训，项目已

为机构 20 名具有一定能力的心智障碍人士提

供为期 6个月的客房服务培训，学员掌握了在

岗学习客房服务的基本方法。目前由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并拨付项目

尾款。 

宣传活动部 

3 生活重建金种子计划   0 0 北京 

该项目资助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 5

名脊髓损伤伤友进行生活重建培训，项目已结

项，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执行机构完

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4 特殊儿童教学软件   0 26327.25 河北沧州  

该项目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已

完成学龄期发展障碍儿童教育课程测评软件

开发，并不断完善评估及教学软硬件、教学内

容，邀请相关专家审核本评估与教学软件，并

宣传活动部 



推广使用。项目已结项，目前由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并拨付项目尾

款。  

5 星儿的感官世界   0 14736.37 天津  

项目资助天津市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完成了

机构自闭症儿童感统训练设备采购，建立了感

官教室。目前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项

目完结评估，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6 与智同行阳光计划   0 0 广东清远  

项目资助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

务中心完成快乐厨房、环保益行、乡村助残活

动，不仅丰富了智障人士日常生活，同时也促

进了志愿者和智障人士互相合作的机会，营造

残健共融的社会氛围。目前项目已结项，正在

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7 脑瘫孩子在期盼   0 307136.36  北京 

项目执行方北京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机构

已完成所有康复器材采购安装及无障碍设施

改造，已经全部投入使用，目前由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并拨付项目尾

款。  

宣传活动部 

8 带星儿去旅行   0 4691.93 福建泉州 

该项目资助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开

展自闭症儿童户外体验活动，由机构老师及家

长带领 22 名自闭症儿童去厦门同安影视城及

厦门灵玲国际马戏度假区开展户外活动。目前

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

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9 常春藤星星计划 
网上捐款（支付宝）  100 

175000  北京 
该项目由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与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通过国内自闭症相
宣传活动部 

网上捐款（财付通）  982.01 



关领域权威医院作为专项基地，培养自闭症相

关多学科专业人才来弥补该领域核心人才短

板，构建自闭症多学科诊疗、康复、教育、社

会支持相结合的医教结合模式，致力于为自闭

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精准的分级、分层、分阶段

治疗管理及社会支持。开展自闭症儿童监测评

估及自闭症儿童家长培训支持。  

10 假肢矫形救助项目   0 2922 全国 
本期项目执行已完成，剩余工作经费将用于项

目回访及相关费用使用。 
宣传活动部 

11 无障碍艺途 让爱无碍   0 9606  北京 

该项目资助北京艺途社会工作事务所开展艺

术疗愈相关项目。项目资助北京艺途社会工作

事务所开展艺术疗愈课程，为全国每位 WABC

学员提供绘画工具包。项目开展了每周常规艺

术课程、外出学习与交流、家庭参与沟通、心

灵的箴言社区特殊艺术展览、优秀作品评奖，

项目已结项，目前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

行项目完结评估，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12 用爱追随星星的轨迹   0 0 天津  

该项目已为天津如辉特教的 52 名自闭症儿童

发放并佩戴了小天才 GPS定位手表，并请公司

的技术人员为自闭症儿童家长讲解了手表的

使用，目前正在编制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13 百度特教-孤星湾计划   0 56803  北京 

该项目已完成特殊教育学校管理人员培训及

特殊教育学校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团队于

10月至 12月组成跟踪评估及指导团队，深入

参与该项目培训的南昌育智学校、景德镇市特

殊教育学校、婺源县特殊教育学校、恩施市特

宣传活动部 



殊教育学校、钟祥市特殊教育学校、武昌培智

中心学校、阳新县特殊教育学校，通过访谈、

看课、座谈、研讨及讲座等方式，对参与培训

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同时对

几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及教师专业发展等

进行现场指导。  

14 爱心开启静音键   0 0  北京 

该项目资助北京市石景山区漂亮妈妈听力言

语康复中心贫困聋儿康复训练经费，已完成 5

名贫困聋儿康复训练经费的资助，正在由执行

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15 “艺起爱”公益行动 

网上捐款（财付通）  590 

0  北京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北京市朝阳区艺途社会工作事务所正在

根据实际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计划筛

选机构符合条件的心智障碍人群接受家庭美

术疗愈课程、音乐乐器疗愈课程及写生活动

等。  

宣传活动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2.51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39.79 

16 星儿的感官世界 

网上捐款（财付通）  50 

0 天津  

该项目通过 2017年 99公益日筹款，资助天津

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建设机构感

统训练教室。目前由项目执行机构根据实际筹

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根据采购方案及询

价结果采购相关设备。  

宣传活动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915.73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100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560 

17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1168.9 12000 

 福建泉

州 

项目资助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用于

自闭症儿童、老师和家长，开展户外体验式康
宣传活动部 



司 复和教学活动。项目筹款结束后，该机构项目

负责人联络当地旅行社，并逐步落实参与活动

的自闭症儿童及其监护人，计划于 2018年 1

月开展户外活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70.98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757.84 

18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 

网上捐款（财付通）  5195.97 

0 
 山东青

岛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根据实际

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计划筛选 10位

符合条件的精神障碍人士接受艺术小组训练，

同时进行首期艺术学校志愿者的招募及筛选

工作。  

宣传活动部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3935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09.8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3871.52 

19 阳光助我行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2998 

0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正在根据实际筹款

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并与当地残联共同对

所在区域内残疾人开展入户走访，统计有辅具

需求的残疾人。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3801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4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5984.58 

20 知更鸟计划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868 

35000 甘肃  

该项目已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

资助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计划开展心

智障碍人士相关活动，目前已完成一期家长培

训。邀请了兰州市残联教就处处长做《兰州市

残疾人就业和托养政策信息》解读，让家长们

宣传活动部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10541.9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9695.42 



会 了解政策、懂得用合理的途径和方法解决家庭

的困难；同时也邀请了中国慧灵副总裁张丽宏

老师对各地众多机构的方法及西安经验进行

精彩分享培训。用国内外大量实例与参会者分

享心智障碍人士就业实践，从就业类型；就业

方向与工种；目前就业的成效对比；中国心智

障碍服务领域就业探索过程等方面分析家长

们关心的问题。  

21 助力残障运动计划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1997.89 

0 北京  

该项目资助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组织身

心障碍残疾人参与马拉松赛事。分别与绍兴及

腾冲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合作，共身心障碍人士

争取了赛事名额，提供参与赛事的机会。通过

对接一线残障伙伴组织（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

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腾冲青年志愿者

协会）筛选并组织符合条件的身心障碍伙伴参

与赛事，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1月开展第三期

融合马拉松赛事。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5244.65 

网上捐款（财付通）  22.1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7667.86 

22 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6402.8 

0 江西南昌  

在 2017年 99公益期间，“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项目完成了筹款目标，资助南昌可凡加儿童能

力发展中心开展自闭症儿童相关项目。10月

28日开展“星星家长增能计划之-星星家长休

闲旅行一日游活动”，本活动通过对自闭症家

长组织开展喘息拓展活动，让家长们通过这个

平台放松心情，用积极正向的心态带领孩子积

极向上，同时加强家长之间的相互连接，使之

家长之间养成良好的互助关系。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14336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6344.75 



23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551 

0  陕西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上线筹款，筹

款期已结束，计划资助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

协会开展渐冻人帮扶项目。该机构根据实际筹

款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开展走访调研工作，

根据需求采购轮椅、呼吸机、气垫床等贫困渐

冻人患者所需的康复设备，同时，安排专业的

医疗、康复、护理及心理专家对符合项目救助

标准的患者进行病情评估、疾病及并发症的预

防和治疗干预指导。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14347.3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8957.03 

网上捐款（财付通）  
1136.93 

24 延续星儿上学梦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30617.92 

68000 福建泉州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按照实际

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计划为机构 8名

贫困自闭症儿童资助康复训练费，为期半年，

目前已完成项目受助儿童的筛选。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3573.75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0178.6 

25 康复教育师资培训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8592.7 

0 
 河北沧

州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根据实际

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计划组织开展当

地特教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团队于 11月和 12

月，深入黄骅港、康保、南皮进行摸底调查，

根据需求制定 2018 年本区域康复机构师资培

训计划。  

宣传活动部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31378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2483.47 

26 空中花园植物共融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25975 

0  南京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资

助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开展残障

人士花草种植培训及相关活动。目前已采购了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16055 

一批苗木、硬件设施等物资，进行空中花园基

础设施建设，筹备开展苗木种植培训活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2956.11 

27 向阳开花支持性就业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52061.33 

150000  重庆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资助重

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进行智

障人士的就业能力培训。项目执行机构于 10

月对报名学员进行综合评估，并筛选出符合条

件的 15名轻度心智障碍人士进行培训，包括

打扫卫生、穿脱衣服、用餐、整理物品等日常

生活照料技能的培训。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22868.67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44974.98 

28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37172.62 

0 重庆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资助重

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进行心

智障碍儿童融合课程的开发与讲授。项目组织

4名特教教师对 30名学员进行训练前的能力

测评及存档，并开展了各学科课程训练及首期

亲子课。  

宣传活动部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79288.38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59921.15 

29 我撑你 ！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71915 

0 
 广东清

远 

项目在 2017 年 99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标，

用于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

心项目运作。该项目已完成两期心智障碍人士

家长培训讲座，内容分别为复康训练的必要性

及家长如何在日常生活持续训练的配合；完成

28名项目受助心智障碍人士的筛选，以日常

训练、小组活动的形式进行康复训练，推动智

障人士回归社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7507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84023.88 

30 助“星儿圆梦”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147380 320000  新疆乌 项目将资助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 宣传活动部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鲁木齐 用于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补助。目前，该项目

已完成 28名贫困孤独症儿童的筛选，并按月

进行康复训练费用补助及康复评测。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25709.42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96731.45 

31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63065.9 

0 
 河北沧

州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资助沧

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自闭症儿童

康复训练及家长培训，目前由项目执行方根据

实际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并开展首期

亲子同训课程受助儿童及家长的课程需求调

研及报名工作。  

宣传活动部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130882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09342.41 

32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7972 

0  哈尔滨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资助哈

尔滨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开展残

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11月完成项目执行

原材料采购，并下发招募通知，通过机构自媒

体及当地媒体宣传推广，招收 50名家庭困难

有就业创业需求的残疾人，于 12月开展第一

期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宣传活动部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14985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07818.81 

33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153541.5 

390000 重庆  

该项目由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

心执行，已开展了 5个月的居家技能训练，对

应产出 50份个别训练计划：含生活自理、烹

饪训练，开展了 5个月的小组技能训练，含社

交礼仪、烹饪训练、家务小能手、居家安全小

组等。开展了技能比赛及主题活动共计五次，

社融合活动共计两次。通过以上训练及活动，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9148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23341.73 



服务对象居家技能得到明显提高。  

34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1236.66 

0 北京  

该项目于 2017年 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

行方北京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根据

实际筹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并开展该项

目 11名受助贫困脑瘫儿童的筛选工作。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73374.54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91839.72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21908.09 

35 星星的孩子夏令营 

网上捐款（支付宝）  

292.2 26773.2 全国 

本期项目执行已完成，剩余资金将用于 2018

年星星的孩子夏令营活动举办及宣传相关费

用。 

宣传活动部 

36 
阳光伴我行-脑瘫儿童

滋养计划 

网上捐款（支付宝）  1074896.47 

450000 北京 

本期项目资助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训练

中心 45万元，用于该机构 25名贫困脑瘫儿童

资助为期一年的康复训练费用，目前已完成受

助脑瘫儿童的筛选。 

宣传活动部 

网上捐款（财付通）  

600 

37 我送盲童一本书 

深圳市西湖春天餐

饮策划管理有限公

司 119 

1000545 

河北 

陕西 

内蒙古 

安徽 

本期项目为河北省张家口市特殊教育学校、唐

山市特殊教育学校、邢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石

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

陕西省城市经济学校、西安市盲哑学校、赤峰

市民族特殊教育学校、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

校和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共 10所学校配建盲

文阅览室。 

宣传活动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451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311.46 

网上捐款（支付宝）  1798103.43 

网上捐款（财付通）  250 



38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 
60 

5570031.13 

陕西宝鸡 

湖北荆州 

甘肃定西 

本期项目为陕西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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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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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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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部 

广州富户贸易有限

公司 
1161 

广州富户贸易有限

公司广州门市 
1665.5 

上海意砖汇贸易有

限公司 
2761.1 

网上捐款（支付宝）  3903121.22 

爱心人士 169448.44 



39 

爱心套娃筑梦残友   0 126028.55 
 黑龙江

哈尔滨 

该项目资助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

服务中心，为有就业创业的能力和需求的残疾

人提供套娃制作技能培训。目前项目已完成套

娃加工机及套娃制作原材料的采购进行安装

配置，并开展有技能学习需求的残疾人的招募

工作。 

宣传活动部 

40 助残友技能创业   0 5000 
 黑龙江

哈尔滨 

该项目资助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双公益助残服

务中心开展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采购培训所

需设施设备原材料并招募了 5 名有技能学习

需求的残疾人，进行电子设备维修技术的培

训，经过学校，学员已掌握电子产品维修技术，

达到技师维修水平，所有参加技能培训的残友

全部结业，通过一技之长，走上自主创业就业

道路。 

宣传活动部 

41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

施改造救助 
  0 0 山东 

项目未达到实施金额，正与项目执行方沟通项

目执行内容 
宣传活动部 

42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 

网上捐款（支付宝）  196991.48 

45000 湖北荆州 

 本期项目为湖北省荆州市荆州特殊教育学

校、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公安县特殊教育学校

和松滋市特殊教育学校 290 名在校学校发放

爱心书包。 

宣传活动部 

网上捐款（财付通）  

14035.92 

43 给我一张温暖的床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100 

0 山东 

该项目通过 2017年 99公益日筹款，计划先期

解决济南市乐橄儿智障人士服务中心学员最

困难的餐费问题，目前正在由机构根据实际筹

款金额编制项目执行方案，并筛选符合救助条

件的 6名贫困心智障碍人士。 

宣传活动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89.22 

44 从脑瘫儿到阳光鹿童   0 0 北京  阳光鹿童康复中心根据 8名不同类型患儿的 办公室 



特点开展针对性，并适于患儿的游戏活动，患

儿得到全面发展，更好地融入到集体中。 

45 最美唐卡   0 0 

四川省甘

孜州康定

塔公乡  

10月根据塔公当地气候变化，为唐卡学生购

买了御寒衣服，双十一期间利用优惠活动购买

了画板、线稿及画纸，并按月为唐卡学生发放

生活费，基金会联系社会各界对唐卡进行拍

卖，用以维持生活。 

办公室 

46 阳光鹿童圆梦行动 

北京方元恒安康复

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32768.88 

384000  北京 
现已将项目款拨付至项目执行单位，8名贫困

脑瘫儿童已开始接受为期一年的康复治疗。  
办公室 

北京远诚国际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 622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47785.9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367 

47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孙楠·重塑未来”

专项基金 

广西宝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500000 

2625000 陕西  
帮助陕西、宁夏 32名贫困肢残青少年实施矫

形手术。 
一部 

山东国金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1000000 

英飞凌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 3934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7702.61 

网上捐款（支付宝）  268 

网上捐款（财付通）  2791.01 

48 帮扶 200名聋儿康复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4942.29 
0 

陕西、湖

北、宁夏、

项目管理团队经过前期调研，选定中国听力语言

康复研究中心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计划救助
二部 



网上捐款（财付通）  

589 

四川、河

南 

200名贫困听障儿童。帮扶陕西、湖北、宁夏、

四川、河南 5省区 200名聋儿开展康复训练。

目前，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准备并计划实施。 

49 花开有声   0 312170.22 
北京、云

南 

10月项目拨付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和

云南省聋儿康复学校，救助 22名听障儿童开

展语言康复训练。目前，受助的听障儿童正在

语训机构接受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二部 

50 爱之翼公益健步走 

网上捐款（支付宝）  152 

0 

北京启智

智障儿童

培训中心 

项目目管理团队经前期调研，选定北京启智智障

儿童培训中心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计划购置

教学互动电子白板为北京启智百名智障儿童改

善教学康复条件，在教室安装使用。目前，我会

积极询问北京启智对教学设备的使用反馈，得知

教学设备获得受助学生与教师的一致好评。 

二部 

网上捐款（财付通）   0.01 

51 爱心一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行 200000 

1310498.42 长春 

我会联合长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走访

慰问了重度困难脊损伤残疾人家庭，此次共计

资助长春市 100名脊损伤患者半年的护理用

品。与新华网络电视合作，在新浪“微博运动”、

“微公益”举办爱心一片“521为你而走”公

益活动。 

三部 

扬州博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29.63 

网上捐款（支付宝）  235 

网上捐款（财付通）  779 

52 助力自闭症家庭成长   0 44280.47 新疆 

该项目于 2017年第三季度已全部执行完毕，

应 99公益日腾讯平台要求，我会于 2017 年第

四季度收到执行单位的结案报告并拨付尾款。 

三部 

53 羲和手工艺者之家 
网上捐款（财付通）  297 

276560.31 福建德化  
为肢体残疾人创业者徐福坤提供“残疾人手工

艺者集善之家”项目资金，支持其创办残疾人
国际部 

北京羲和餐饮有限 100000 



公司朝阳分公司 陶艺职业技能培训班及设备更新，为残疾人提

供免费职业培训。目前已经购置了窑炉及窑炉

温控水箱。 

北京羲和小馆餐饮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1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 18640.42 

54 自闭症儿童康复救助   0 0 北京  

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按照项目计划每月

定时向受助儿童拨发公益补助及进行康复训

练。3个孩子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和其他

孩子一起玩儿了。 

办公室 

55 爱视白内障复明行动   0 0 
 黑龙江

省 

黑龙江省勃利县 16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

手术，手术顺利完成。对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回

访，患者感谢好项目和医护人员的治疗。 

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