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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王永庆人工耳蜗项目 2021 执行周期（月）：12 个月

实施地点：全国

直接受益对象及人数：重度及极重度听障儿童 项目金额（万元）：2000 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台塑集团捐赠耳蜗
公开募捐备案号：

无

是否是新设立项目： □ 是 否： 该项目已执行 15 年

项目领域

 助听  助学 □ 助行 □ 助困 □ 启明 □ 其他：（请具体说明类别）

项目概述

1. 项目简介（包括标点不超过 30 个字符）

为重度及极重度听障儿童植入人工耳蜗

2. 项目背景

我国 8500 多人残疾人中有 2000 多万听障残疾人，其中 0-6 岁的听障儿童 13.7 万，每

年新生 2.3 万，是世界上听障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基金会通过汇聚各方资源，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听障救助工作。2005 年，台塑集团关系企业董事长王永庆向我会捐赠了 200 套人

工耳蜗。自此，“听力重建·启聪行动”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启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普遍关注，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救助了 3000 余名重度听障儿童，通过开展“听力重

建·启聪行动”项目带动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开展了“七彩梦-人工耳蜗国家项目”。

项目执行十余年以来，基金会始终时刻重视该项目的良好执行，在会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我会多方募集善款，为每名接受启聪项目人工耳蜗植入的孩子提供每人 1 万元的手术

经费补贴以及 1.27 万元的语训康复费用补贴，尽可能减轻听障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为孩

子们植入耳蜗后关键性的第一年语训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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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详情

1）项目方案，执行计划及时间节点

2）项目执行预算

3）项目监督机制

可另附表单

二、项目流程

根据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关于“听力重建·启聪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全康办[2006]6 号）文件要求，在国务院残工委、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办公室的统

一协调下，由我会牵头，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原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中华

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与台塑集团关系企业共同组成了项目管理委员会和项目执行

委员会，下设了项目执行办公室，执行办公室设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依上图所示，项目具体流程主要有筛选与申报、手术安排及耳蜗配送、术后康复安置

三大块：

（一）、筛选与申报

各省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遵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依据项目制定筛选标

准制定筛查单位，明确筛查责任，严把筛查关，开展筛选工作，根据当地人工耳蜗适应症

需求推荐和申报，项目执行办公室按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适应症及当地康复安置能力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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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审批通过后汇总申请者名单，交由台北长庚医院专家复筛，复筛通过后项目执行办公

室根据申请者地域及个人意愿等开始安排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二）、手术安排

项目执行办公室在形成手术名单后会同中华医院会耳鼻咽喉头颈分会将名单中受助者

分配到手术定点医院（名单见下表）进行术前检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以及术后耳蜗开

机。

聋儿（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 61家定点医院名单

编 号 医 院 名 称 医院所在省

1 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

2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3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北京

5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

7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北京

9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河北

11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

12 山西省人民医院 山西

13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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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内蒙古自治区医院 内蒙古

15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辽宁

16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辽宁

17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吉林

18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19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黑龙江

2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21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上海

22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

23 南京鼓楼医院 江苏

24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 浙江

25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

26 宁波大学第二医院 浙江

27 安徽省立医院 安徽

28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29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福建

30 厦门长庚医院 福建

31 福建省立医院 福建

32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福建

33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

34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眼耳鼻喉医院 山东

3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

36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

37 郑州市儿童医院 河南

38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

39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湖北

4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

湖北

4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湖南

42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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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儿童在办理入院手术时需自行垫付手术费用，我会在开展启聪项目的同时，还针

对该项目开展了手术费用募集的项目，例如“中央企业集善工程-启聪项目”，其中，中国

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已连续三年支持该项目，目前已累计资助了 150 名儿

童，为其提供每人 1万元的手术费用补贴。

（三）术后康复安置

人工耳蜗受助者开机后回到术前确定的定点康复机构接受言语康复训练。

1、认定定点康复机构

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各类符合项目要求的康复

机构，按照《人工耳蜗康复基地和定点康复机构自治认定办法》提出申请，各省听力语言

康复研究中心推荐，经项目执行办公室评估、认定后，承担受赠者康复训练任务。

43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东

44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

45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

46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东

47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广东

48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

4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3 医院 广西

50 重庆西南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

5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庆

5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

53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贵州

54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

55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

56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

57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58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

59 兰州军区总医院 甘肃

60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青海

6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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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置原则

术前已在康复机构接受训练的听障儿童原则上术后回到元康复机构进行训练（该机构

须为定点康复机构），可不受户籍限制。

三岁以下和康复后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听障儿童由本省统一安置到定点康复机构，以适

宜的形式就近方便接受康复训练和指导，要求选择具有社区家庭康复经验的教师承担单训

和家庭指导，每周不少于 3 次，每次不少于 1小时，以确保康复质量。

3、经费来源及产品服务

根据捐赠方要求，受助听障儿童需在人工耳蜗植入后强制进行一年言语能力康复训

练，该笔训练费目前亦由我会负责向社会广大爱心企业募集。目前，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

与我会共同发起了“科利尔语训康复”项目，该项目每年向我会捐赠资金用于支持启聪项

目聋儿术后一年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 1.27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执行 5年，累计捐赠了资

金 624.84 万元，该项目将继续执行下去。

本项目捐赠的是澳大利亚人工耳蜗产品，该品牌生产商承诺每年向我会提供的产品均

为当年该公司技术最先进产品，以确保项目执行质量，澳大利亚科利尔有限公司在中国大

陆的客户服务中心负责产品使用及保养培训、维修和零配件更换等服务，有关产品咨询和

服务有受赠者直接与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四）、监督与管理

项目管理委员会和项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联席工作会议，及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

指导和监督，并不定期访视手术定点医院与定点康复机构，如发现不合格，可随时终于与

其的合作关系。

项目执行办公室设立专线咨询、投诉电话，接受受赠者的咨询和投诉，并定期发出问

卷调查，以了解受赠者筛选、手术、术后康复和产品服务质量。

三、社会反馈

该项目自开展以来已累计为 2800 余名听障儿童提供了人工耳蜗植入以及语训康复服

务，绝大多数受助者均已入普，融入了正常人的生活，据了解，首批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的受助者现已大学毕业并顺利参加工作，现已组成家庭并养育了子女。目前在训的听障

儿童家庭亦对本项目以及为本项目奉献爱心的广大爱心企业表达了他们诚挚的感谢。

项目部门信息
项目部门：资产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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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联系人信息

姓名及职务：白淼 项目官员 电子邮件：baimiao@cfdp.org

办公电话：010-85920281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44 号

项目立项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