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19年第一季度
公开募捐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公开募捐名称 所属部门

 上期结余公开
收入（网上捐
款及其他途径
个人捐款） 

 上期结余其他
收入（企业捐

款） 

 当期公开收入
（网上捐款及其
他途径个人捐款 

 当期其他收
入（线下企
业捐款） 

 当期资助款
物（公开） 

 当期资助款物
（线下企业） 

 当期人员
费用（公
开） 

 当期人
员费用

（线下企
业） 

 当期管理
费用（公
开） 

 当期管理
费用（线
下企业） 

 项目结余（公
开） 

 项目结余（线
下企业） 

 合计  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情况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
改造救助

宣传活动部           2.50            -             2.50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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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伴我-脑瘫儿童滋养
计划

宣传活动部   4,792,417.75            -       764,042.82   5,556,460.57             -    5,556,460.57 全国
本期未开展相关项目支出，项目进行2018年度支出项
目总结及2019年度项目执行机构筛选及评估工作。

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 项目一部   1,890,054.10   2,460,706.98       9,467.00  300,000.00   400,020.31   2,000,000.00   1,499,500.79      760,706.98  2,260,207.77 全国
2019年第一季度，项目为8名云南省贫困肢残青少年进
行肢体矫正手术，目前手术顺利，正在进行系统康复

。

常春藤星星计划 宣传活动部      86,586.59            -        86,586.59             -       86,586.59 北京

项目执行机构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已按照项目计

划完成本期项目执行，目前机构正在按照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结果完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 宣传活动部    12,694,483.20       355,421.39     2,811,377.25   113,168.00   175,587.66   15,217,104.79        355,421.39    15,572,526.18 
湖北、陕西

、甘肃

本期项目将项目备案时间延长至2025年12月31日。本
季度内项目工作人员赴项目执行地陕西宝鸡、甘肃定

西、重庆、西安与执行机构就2018年项目开展情况进
行交流回顾，对项目执行内容进行审查，对2019年项

目执行需求及项目内容进行调研评估。

2017年星星的孩子-孤独
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宣传活动部      55,320.59   1,324,248.53      55,320.59      1,324,248.53  1,379,569.12 
海南、湖北
、陕西、河

南

本项目与17072为同一项目，资金共同执行。本期项目
就2019年项目开展地进行调研评估，2019年星星的孩

子夏令营将在海南、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开展。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 宣传活动部      16,027.40            -        16,027.40             -       16,027.40 全国
项目在进行前期项目总结监管及后续项目受助对象筛

查、审核。

假肢矫形救助项目 宣传活动部      52,893.52            -         1,479.96      54,373.48             -       54,373.48 北京

本项目与18003为同一项目，资金共同执行。本期项目
期间，与项目执行机构对项目2019年开展情况进行梳

理，确定执行申报、执行流程，并对受助患者情况进
行评估。

无障碍艺途 让爱无碍 宣传活动部      59,862.64            -        59,862.64             -       59,8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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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绘画包项目拨付尾款，已完结，常规艺
术课程正在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花开有声 项目二部      25,730.50            -     25,730.50            -               -             -   
北京、江西

、云南

截止2019年3月，支付宝募捐项目共计12名儿童获得资
助，受助听障儿童在江西抚州百灵聋儿语训中心接受
康复训练，项目已资助全部听障儿童康复训练费用。
共计12名听障儿童受益。

截止2019年3月，共计28名儿童获得资助。其中，有12

名听障儿童在云南省聋儿康复学习接受康复训练。项
目已资助全部听障儿童康复训练费用 有16名听障儿童

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继续接受康复训练资助
。

项目为听障儿童资助的康复课程分为集体教学和个别

化教学两个方面，并有专门的听力师为听障儿童提供
一对一的听力服务，以保障助听设备的良好运转，优

化听障儿童听力。经过康复，受资助听障儿童在听觉
、语言、社会交往、认知能力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

的提高。

最美唐卡 综合办公室       2,093.82            -         2,093.82             -        2,093.82 
四川省甘孜

州康定塔公
乡

项目回访慰问品已到位，并将在近期安排专人去项目

地进行回访，了解受益人目前情况。

百度特教-孤星湾计划 宣传活动部       8,540.17       7,139.00       8,540.17        7,139.00     15,679.17 江西、湖北 该项目已完结。

爱之翼公益健步走 项目二部         963.91       3,289.00       963.91       3,289.00            -               -             -   
北京启智智

障儿童培训
中心

六套教学设备分别安置在六间教室，上百名在校与将
来到学校康复的智障学生会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康复学

习，使康复教学效果得到改善。同时，北京启智也积
极提供了项目反馈，表示互动白板深受师生的喜爱,学

校会加强教师对白板使用的培训，发挥互动在康复、

教育与培训的最大优势。项目剩余4252.91元已由北京
启智学校采购特教设备，开展日常教学活动。目前，

项目已执行完毕。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 宣传活动部       1,957.10            -         1,957.10             -        1,957.10 哈尔滨
项目由哈尔滨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执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为拨
付尾款。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宣传活动部       3,756.00            -         3,756.00             -        3,756.00 重庆
项目由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执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并拨

付尾款。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 宣传活动部       1,406.52            -         1,406.52             -        1,406.52 重庆
该项目由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执
行，项目已结项。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 宣传活动部      62,599.63     123,144.75    55,943.63     123,144.75   5,202.00       1,454.00             -        1,454.00 北京
项目执行机构北京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为贫
困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

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并拨付尾款。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 宣传活动部       9,385.00            -         9,385.00             -        9,385.00 河北
项目由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项目已结
项。

康复教育师资培训 宣传活动部         186.50            -           186.50             -          186.50 河北

该项目由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并为执行机

构拨付尾款。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 宣传活动部            -        11,140.40            -         11,140.40     11,140.40 重庆
该项目由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执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为执

行机构拨付尾款。

助力残障运动计划 宣传活动部      11,204.02       7,667.86    11,204.02       7,667.86            -               -             -   北京
该项目资助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项目执行机构
完结报告已通过审核，拨付项目尾款，项目已完结。

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宣传活动部      11,722.78      16,344.75    11,722.78      16,344.75            -               -             -   南昌
项目执行机构南京可凡加儿童能力发展中心按照项目
执行计划，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

报告， 并拨付尾款，该项目已完结。

助星儿圆梦 宣传活动部       5,843.21            -         5,843.21             -        5,843.21 新疆
项目由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执行，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并拨付尾款

。

空中花园植物共融 宣传活动部            -           453.00            -            453.00        453.00 南京
项目由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执行，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并拨付尾款

。

我撑你 宣传活动部       5,457.00            -         5,457.00             -        5,457.00 广东清远

项目由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执

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评估机构完结报告，
并拨付尾款。

帮扶200名聋儿康复 项目二部       1,463.27         247.11    1,463.27           0.00          247.11        247.11 
湖南、湖北

、宁夏、甘

肃、河南

项目在河南、湖北、宁夏、陕西、四川5省区开展听障

儿童救助工作。截止2019年3月，共计111名儿童获得

资助。目前，项目已执行完毕，正在开展总结工作。

我送盲童 一本书2018 宣传活动部   1,332,038.91            -     2,213,844.59   4,439.50   3,541,444.00             -    3,541,444.00 全国

本期项目执行期内项目工作人员与执行机构中国盲文
出版社就2018年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回顾，对项目资金

及执行进行审核，并赴项目受益地河北邢台开展调

研，目前正在进行2019年项目受益学校评估筛选工作
。

2018年星星的孩子-孤

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宣传活动部         875.61      23,099.80       3,533.10       4,408.71       23,099.80     27,508.51 

海南、湖北

、陕西、河
南

该项目与17011为同一项目，资金共同执行。本期项目

就2019年项目开展地进行调研评估，2019年星星的孩
子夏令营将在海南、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开展。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2018 宣传活动部      12,632.89            -    109,542.00      12,632.89      109,542.00    122,174.89 全国
本期项目收到莫吉托（上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捐赠
的善款。目前项目在进行前期项目总结监管及后续项

目受助对象筛查、审核。

爱心一片2018 项目三部      60,894.37     222,415.86       2,882.50      63,776.87      222,415.86    286,192.73 河北省
项目计划资助河北省52名脊损伤伤友3个月的护理用品
。项目目前在前期执行评估及筛选受助人阶段。

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资助计划

宣传活动部            -       150,000.00            -        150,000.00    150,000.00 甘肃、云南

该项目已完成甘肃、云南两省的100名特教学校管理者

和骨干教师的专业培训及项目回访相关工作，由执行

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梦想跑者-和你一起跑 宣传活动部      59,718.21      47,190.00      59,718.21       47,190.00    106,908.21 全国 项目尚未执行，待执行后递交项目图片。

假肢矫形适配救助 宣传活动部            -              -     4,005,828.48   4,005,828.48             -    4,005,828.48 北京

本项目与17013为同一项目，资金共同执行。本期项目
期间，与项目执行机构对项目2019年开展情况进行梳

理，确定执行申报、执行流程，并对受助患者情况进

行评估。

助残创业 筑梦童心 宣传活动部      15,487.85            -        56,163.86      71,651.71             -       71,651.71 哈尔滨

该项目执行机构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

中心，已按照项目方案完成执行，由项目执行机构编

制项目完结报告。

融爱融乐融合观影 宣传活动部         148.40            -           148.40             -          148.40 全国
项目目前在进行项目前期执行评估、调研及筛选工作
。



我是一只导盲犬 综合秘书处     152,259.15     344,422.17         954.90   148,442.07     293,391.70       4,771.98       51,030.47     55,802.45 全国

第一季度的狗粮已经到位，基地准备开始预订第二季

度狗粮。导盲犬的训练也同步展开，共实地考核导盲
犬申请者10人，通过考核8人。这8名申请者均已按时

到基地与毕业的导盲犬进行配型开始共同训练学习。

小鹿在家 综合秘书处     298,549.20     246,879.55   165,698.66     223,176.24     132,850.54       23,703.31    156,553.85 大连

宜宾的受助儿童已经开始远程治疗，而且康复中心不
定期举办康复讲座，家长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远

程参加。项目还将继续在徐州、鄂尔多斯、重庆等地

开展。

涵爱飞扬-聚能爱 综合秘书处     180,058.61      98,005.97     180,058.61       98,005.97    278,064.58 全国
项目首款已经拨付给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将确定受助
患儿名单，并从耳蜗电池供应商处购买电池，电池到
位后将统一进行发放。

星星守护者 综合秘书处      20,193.50       5,754.65      536.00    14,585.79       5,639.56       5,607.71          651.09      6,258.80 全国
项目已筛选确定救助患儿1名，康复机构已经根据患儿
情况制定了专属康复治疗计划，经过与家长沟通确

认，目前该名患儿已经在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

星星计划-守住希望 康复项目部      74,800.00      26,985.38      74,800.00       26,985.38    101,785.38 海南

我会于2018年8月开展星星计划-守住希望99公益日网
络募款项目，用作两名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费用和康
复训练文具费用。此项目也获得腾讯奖励金（此笔资

金只能用于执行机构），用于购置办公用具和教学用

具等物品。经过筛选两名受助儿童正在参加训练课
程，得到家长良好的反馈。

手工艺者集善之家 国际合作部     269,001.81         762.22   262,101.63         686.00       6,900.18           76.22      6,976.40 福建

通过汝州市廷怀玉青白胎瓷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培

训残疾人汝瓷手工艺者10名，帮助残疾人就业和创业
。已开始培训，目前这在教授陶瓷制品的基本知识。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2 宣传活动部       9,618.30      11,578.32     1,336.98      11,578.32       8,281.32             -        8,281.32 福建泉州
项目由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执行，机构于3月
组织27名自闭症儿童，包括家长老师共计65人，前往

泉州武陵农场开展户外体验式康复活动。

延续星儿的上学梦2 宣传活动部     121,221.50      92,453.73    80,414.26      92,041.54      40,807.24          412.19     41,219.43 福建泉州
项目由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执行，已完成受
助学员筛选，于2月开始为13名贫困自闭症儿童提供8

个月康复补贴。

为星儿铺设融合之路 宣传活动部     399,360.65       8,528.95     399,360.65        8,528.95    407,889.60 河北

项目由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项目为百
余名自闭症等障碍儿童进行了康复教育训练。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定期带领儿童前往幼儿园进行融合活
动，并邀请校长对家长进行培训。通过以上这些活

动，不仅提升了儿童及家长的专业能力，而且为儿童

顺利回归主流社会奠定了基础。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2 宣传活动部     175,574.53     164,865.86   117,498.66     163,864.82      58,075.87        1,001.04     59,076.91 河北

项目由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经过前期

的调研、筛选受助人等过程，在1月家长培训班正式开
课。家长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初步进入教学

状态，面对孩子出现的问题不再恐惧。经过三个月的
学习，第一期13名特殊儿童及家长已完成全部学习内
容，孩子在情绪、行为等方面进步明显，家长在理论
及实操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2 宣传活动部     355,451.62     221,176.14   253,025.23     218,423.25     102,426.39        2,752.89    105,179.28 北京

项目由北京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执行，为10
名贫困脑瘫儿童提供一年的康复、护理、住宿费用，

目前已完成受助儿童的筛选和评估，开始了为期一年
的日常康复训练。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2 宣传活动部     310,599.53     356,628.97   176,977.58     353,913.41     133,621.95        2,715.56    136,337.51 哈尔滨

项目由哈尔滨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执行，

已完成服务站场地布置及物资采购工作，4个残疾人技
能创业服务站于2019年3月1日投入使用，开展为40名

生活困难有学习技能创业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为期3个月
的修鞋、皮革护理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工作开展

顺利。

渐冻人暖心护理包 宣传活动部      63,743.89       1,300.90      63,743.89        1,300.90     65,044.79 北京

项目由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执行，项
目已发放渐冻人暖心护理包45 个，到宅服务10位病

友，为病友们送上贴心护理用具的同时，也为每一个

抗冻家庭送上温暖，让抗冻的路上多一些陪伴和支持
。

知更鸟计划2 宣传活动部      36,690.81      35,537.70    19,748.11      35,537.70      16,942.70             -       16,942.70 甘肃

项目由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为心智障碍
人士家长提供一个减压和放松的平台，享受到普通的

文化娱乐方式，借助于合适的交流、互助和发展平

台，释放情绪、缓解压力和进行心理辅导。本项目目
前已收到首款，计划用于心智障碍者家长亲子活动、

家长社会融合培训等内容，正在进行项目前期调研。



让阳光照亮我的心 宣传活动部      20,467.96       4,618.30    20,217.72          62.00         250.24        4,556.30      4,806.54 广西
项目由广西爱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计划于2019
年6月开展残障家庭亲子营活动，目前正在筹备中。

助力残障者成长计划 宣传活动部      26,528.46      28,161.92      26,528.46       28,161.92     54,690.38 南昌

项目由南京可凡加儿童能力发展中心执行，已开展绘

画疗愈、音乐疗愈，园艺疗愈等课程，帮助残障朋友
接纳自己的身体，提高自我认同，建立自信，并与其

他人互动交流，促进公众与残障人士的相互了解。

障碍人士公益体验馆 宣传活动部     500,002.40     542,366.60   268,732.72     538,015.49     231,269.68        4,351.11    235,620.79 南京

项目由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执行，已按要
求制定好项目执行计划及详细财务预算，同时筛选出

50名受助服务对象，建立服务档案，采购项目所需物
资，为项目运行做好筹备。

助星儿圆梦2 宣传活动部     519,123.76     614,799.44   326,907.17     611,075.59     192,216.59        3,723.85    195,940.44 新疆

项目由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执行，已完成

41贫困孤独症儿童的筛选评估。邀请参加项目的家庭
进行了第一次家长公益分享会。技术负责人以“儿童

学习障碍”为题目，集中回答康复训练中孩子们遇到
的困难。在分享中也邀请家长谈参加项目的感受和对

项目执行的意见。

我撑你2 宣传活动部     317,805.49     263,108.43     317,805.49      263,108.43    580,913.92 广东清远

项目由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执
行，已完成20名心智障碍人士的筛选和评估，开始第
一季度的康复训练，并按计划于3月前往飞来湖湿地公
园开展了“亲民公益 休闲茶话会”、慈善表彰、精彩

汇演、DIY手工制作与展示、公益摊位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

“八双筷子”一个家 宣传活动部   2,022,797.85   1,803,355.24   1,943,520.99     866,256.50      79,276.86      937,098.74  1,016,375.60 陕西

项目由西安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执行，计划于
2019年3月开始执行，机构在西安举办了项目启动仪式

暨项目沟通会，来自全国26个城市慧灵的服务经理和

项目负责人共48人参会。主要议题包括：项目执行方
案、项目财务要求、智障人士居家技能评量工具培训
等，预计为283名智障人士提供居家技能训练。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2 宣传活动部     124,270.21     119,786.44   100,766.97     119,422.24      23,503.24          364.20     23,867.44 陕西

项目由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执行，正在按照实
施方案进行，2月，医疗专家利用周末时间，到陕西省

韩城市新城区街道办五星村七组贫困残疾渐冻人冯根
杰家中进行家访，为他捐赠呼吸机和国肽胶原蛋白

肽，并进行疾病的医疗指导。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2 宣传活动部       9,175.20       4,324.80     7,101.35       4,303.85       2,073.85           20.95      2,094.80 山东青岛

项目由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面向精神

障碍人士开展10次艺术学习小组活动，73人次受助者
参与，同时面向点灯人开展了3场项目分享沙龙活动。

目前执行机构已按照项目方案执行完毕，正在编制项
目完结报告。

星儿的感官世界2 宣传活动部      65,034.68      33,945.27    65,034.68         161.00            -         33,784.27     33,784.27 天津

项目由天津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执行，目

前已完成大龄孤独症者工作室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孩

子们的安全有了保障，接下来计划采买教学用具，受
助学员将在这里接受职前培训。

星钥匙计划 宣传活动部     311,446.06     262,721.14     311,446.06      262,721.14    574,167.20 安徽

项目由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执行， 3月25日至

29日，举办督导培训第一期课程。 这期课程为合肥及
周边同行机构的30余位教师提供为期3天的督导理论学

习和2天的现场督导实操课程。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2 宣传活动部     268,624.83       4,745.52     268,624.83        4,745.52    273,370.35 重庆

项目由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执行，本
季度项目训练重心是居家安全及对食材的认识、食物

的准备，训练的目的旨在学员能在独立或支持下解决

一餐。根据每一位学员的评估和需要分别从消防安全
、电器使用安全、尖锐物品使用安全、紧急情况处理

等方面进行了常识学习活动、实物训练以及安全演习
等活动，以提升学员们的安全意识和居家独立能力。

安全是生命之重，当他们能独立生活时，是在安全的
保障下享受美好生活。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2 宣传活动部     499,753.91     409,255.97   479,710.61     224,900.00      20,043.30      184,355.97    204,399.27 重庆

项目由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执行，
已完成受助学员的筛选，国学课教室已逐步打造完

成，蒙氏教具已全部采购完成，老师们为受助学员制
定了详尽的教学计划，开始各学科训练课程的筹备。

我也爱超级闪亮 宣传活动部     115,324.40     111,244.74   114,171.16      63,943.24       1,153.24       47,301.50     48,454.74 重庆

项目由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
执行，为20名心智障碍儿童开展瑜伽、非洲鼓、舞蹈

、美术兴趣课程，提高孩子对节奏的平衡性、敏感性

、准确性及其快速的反应能力，通过舞蹈表达提供平
台展现自我，提高学员们的自信。



轮椅上的金种子计划 合作项目部     237,711.33     571,920.76     237,711.33      571,920.76    809,632.09 全国

我会于2018年8月开展轮椅上的金种子计划99公益日网

络募款项目。目前项目执行方案已经编制完毕，正在
进行前期执行评估及招生筛选工作。

脊髓损伤者就业圆梦 监管办       5,095.31         551.17     4,840.54         523.61         254.77           27.56        282.33 甘肃

2019年1月，我会拨付张掖市韦评残疾人社会工作事务
所项目资金到位 2月，事务所启动了项目实施，同步
开展受助人遴选和物资采购工作 3月10日至15日，事
务所通过集中发放和上门入户发放的形式，将物资发

放至每位受益残疾人手中。目前，该项目正处于总结

阶段。

心动力精神文化助残 合作项目部      19,751.07       8,985.50      19,751.07        8,985.50     28,736.57 全国
我会于2018年8月开展心动力精神文化助残99公益日网
络募款项目。目前项目执行方案已经编制完毕，正在

进行前期执行评估及筛选工作。

200聋儿帮扶计划 福祉项目部     165,203.14       4,079.68    6,248.23     158,954.91        4,079.68    163,034.59 
安徽、湖北
、宁夏、广

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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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计划帮扶安徽、湖北、宁夏、广西

、河南5省区聋儿开展康复训练。目前，项目筛查和听

障儿童康复工作已经启动。项目为听障儿童资助的康
复课程分为集体教学和个别化教学两个方面，并有专

门的听力师为听障儿童提供一对一的听力服务，以保
障助听设备的良好运转，优化听障儿童听力。截止

2019年3月，项目受助的100名受助儿童继续接受听力
语言康复训练。

温馨家庭援助计划 宣传活动部 182036.89 133068.22 179427.55 48514       2,609.34       84,554.22     87,163.56 哈尔滨

项目由哈尔滨市南岗区金色阳光残疾人康复中心执
行，项目开展了提高孤独症意识大型公益宣传活动，

进行了早期诊断、早期干预专题讲座，并对项目执行
教师进行了培训。

瓷娃娃彩乐爱心病房 宣传活动部     80,255.30     35,898.07   79,265.47    17,169.80         989.83       18,728.27     19,718.10 哈尔滨

该项目由天津市武清区太阳语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执
行，自开展以来，为12位病友发放了生活便利包，方

便住院生活 为16位病友适配并捐赠了辅具，让病友体
验“行走”的快乐 为104位病友复印并邮寄了病历 开

展病友家长沙龙1期，主题是“人际沟通•亲子关系

”，家长反馈通过这次沙龙中学习到了如何让孩子感
受到安全感、和亲子间的相处模式。

集善扶贫白内障项目 康复项目部      6,523.83         75.10       6,523.83           75.10      6,598.93 全国

2019年3月，与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署《资助协

议》，现正在办理拨款手续。该项目按照每例1000元
的资助标准，为7例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提供资助，资

金不足部分，由我会非限定项目列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