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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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套娃筑梦残友 0.00 61758.14 哈尔滨

项目执行机构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

已按照项目计划完成为2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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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项目执行机构编
制项目完结报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
估，并拨付项目尾款，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2 助残友技能创业 0.00 0.04 哈尔滨
项目执行机构哈尔滨市香坊区中双公益助残服务中心已

完成残友培训和评估，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3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

造救助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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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阳光伴我-脑瘫儿童滋养计

划
网上捐款支付宝 1225412.23 549388.00 全国

本期项目为新疆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16名脑瘫儿童

提供1年的康复训练补贴；为广西安琪之家康复研究中
心37名脑瘫儿童提供1年的康复训练补贴；为新疆喀什
市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7名脑瘫儿童提供1年的康
复训练补贴。

宣传活动部

天盈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7970.00

爱心人士 1000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2117.50

网上捐款财付通 90757.06

6 常春藤星星计划 0.00 0.00 北京
项目执行机构常春藤医学高端人才联盟已完成50名自闭

症儿童的监测评估及四期自闭症儿童家长培训，目前由
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广州窗户贸易有限公司（广

州门市）
489.4

广州富户贸易有限公司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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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 2775896.93 陕西

2018年度8月17日，工作人员与爱心企业家沃欧咖啡一

行，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开展救治贫困肢残青少
年筛查活动。
本期收到个人捐款100余万元，企业捐款近20万。
资助陕西、宁夏、四川等地35名贫困残疾青少年实施肢
体矫形手术。

项目一部

湖北、陕西、

甘肃

本期项目为陕西宝鸡301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护童套装

、为15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212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净水器、为陕西凤翔特教学校捐赠课
桌椅及教具、为宝鸡市颐养康复中心捐赠康复训练设施
、为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启聪儿童早期干预中心捐赠康
复训练设备；为甘肃定西6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
改造、为8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修建牛羊圈、为88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发放生计改善用牛羊、为40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捐赠太阳能热水器；资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
部为6名贫困残疾儿童及青少年进行假肢矫形手术；为
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5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启慧康复
中心19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重庆市渝中区
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5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补贴、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95名贫困
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宣传活动部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7

北京吉祥泰合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10

上海意砖贸易有限公司 960

网上捐款支付宝 4377846.15

网上捐款财付通 26

爱心人士 63632.28

8 我送盲童 一本书 0.00 2881.46
宁夏、商丘、

菏泽、四平、
乌鲁木齐

本项目与17071为同一项目，故资金统一执行。本期项

目为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菏泽市
特教中心、四平盲童学校和乌鲁木齐市盲人学校捐建盲
文阅览室。

宣传活动部

9
2017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

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0.00 0.00

内蒙古、大连

、上海、云南

本项目与17072为同一项目，资金共同执行。上海庆兵

路基材料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人民币支持2018年星星的
孩子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项目。活动已于7月在安
徽省合肥市和寿县开展，项目由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
协会和寿县九龙幼儿园负责执行，免费邀请74名当地残
疾儿童及其家庭参加活动。

宣传活动部

10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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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部

11 假肢矫形救助项目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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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无障碍艺途 让爱无碍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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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按计划完成，由执行机构进行财务结算并
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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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陕西、

甘肃

本期项目为陕西宝鸡301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护童套装

、为15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212户贫
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净水器、为陕西凤翔特教学校捐赠课
桌椅及教具、为宝鸡市颐养康复中心捐赠康复训练设施
、为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启聪儿童早期干预中心捐赠康
复训练设备；为甘肃定西6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
改造、为8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修建牛羊圈、为88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发放生计改善用牛羊、为40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捐赠太阳能热水器；资助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假肢矫形
部为6名贫困残疾儿童及青少年进行假肢矫形手术；为
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5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启慧康复
中心19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为重庆市渝中区
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5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补贴、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95名贫困
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宣传活动部



13 花开有声 0.00 0.00
北京、江西、

云南

截止201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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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资助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的听障
儿童康复训练费用。共计12名听障儿童受益。
截止2018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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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资助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的听障儿童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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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学年的康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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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项目

二部

14 最美唐卡 0.00 0.00
四川省甘孜州

康定塔公乡

该项目已执行完毕，完结报告已经通过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审核。
综合办公室

15 自闭症儿童康复救助 0.00 2875.14 北京

为期一年的康复训练已经结束，孩子们均已完成关键期

科学指导与康复训练，对他们的成长发展和生存质量都
起到了促进作用，项目完结报告已通过由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审核，基金会将在近期安排项目回访。

综合办公室

16 从脑瘫儿到阳光鹿童 0.00 8016.39 北京

项目根据8名贫困脑瘫患儿的特点，为其提供了一年有

针对性的康复治疗，让患儿得到全面发展，更好地融入
到集体中。该项目执行机构北京昌平阳光鹿童脑瘫康复
中心已经提交完结报告并通过审核，后期项目执行团队
将进行项目回访。

综合办公室

17 百度特教-孤星湾计划 0.00 2400.00 江西、湖北

该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执行，已完成湖北、江西两省

100名特殊教育学校管理人员培训、特殊教育学校骨干
教师培训以及项目实地评估考察等相关工作，项目已完
结。

宣传活动部

18 爱之翼公益健步走 0.00 350.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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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材料已汇编成册，正在进行项
目整理。

项目二部



19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 0.00 157034.90 哈尔滨

项目执行机构哈尔滨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已

按照项目计划为50名家庭贫困有创业需求的残疾人进行
皮鞋维修技术能力培训、皮革护理技术能力培训、面点
制作技术能力培训、皮具雕刻制作技术能力培训、营养
粥技术能力培训。目前项目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
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估，并拨付项目
尾款。

宣传活动部

20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0.00 0.00 重庆

项目执行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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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30名
符合项目资助条件的心智障碍儿童已完成国学语言训练
、社会沟通训练、培智生活语文（数学）训练、基础拼
读训练的课程，已有部分受助儿童符合进入普校接受融
合教育的条件。项目已完结，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
报告，中国残疾人进行审核评估。

宣传活动部

21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 0.00 68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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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实施让受益人不仅学会了简单的居家生活技能，
即使偶尔一个人在家里也能独自进行生活自理；同时也
教授了一些相关的照顾重度心智障碍人士的生活起居技
能；缝纫班的学员基本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
裁剪和缝纫工作。项目已完结，由执行机构编制完结报
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22 阳光助我行 0.00 7792.00 甘肃

项目执行机构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按照项目计划完成了

残疾人辅具的购买与发放，由项目执行机构编制完结报
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估，并拨付项目
尾款，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23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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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11名脑瘫儿童一年的
康复费用，目前11名受助儿童已在机构完成9个月的康
复训练，他们从不能翻身到学会翻身，从不能坐到学会
坐，从不能爬到学会爬，从不能站到学会站，从不能走
到学会走，每一步运动功能的恢复，都让人感到惊喜。

宣传活动部



24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 0.00 0.00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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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儿与家长共成长”40组受助儿童及家长康复
教育培训工作全部完成。家长们对本项目均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和认可。通过实施本项目，一方面减轻了受助儿
童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提升了家长理论及实
操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够独立辅助儿童进行教育训练，
从而提升了受助儿童家庭的整体幸福感。项目已完结，
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审核评估。

宣传活动部

25 康复教育师资培训 0.00 464.50 河北

该项目由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目前已完

成黄骅爱心园进行入门指导和培训、香港协康会赴机构
专业培训以及对近200名特殊儿童家长和一线特教教师
的心智障碍儿童性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由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审核项目完结报告，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26 延续星儿们的上学梦 0.00 30106.78 福建泉州

项目执行机构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为8名受助

贫困自闭症儿童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项目由执行
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
核评估并拨付项目尾款，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27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 0.00 174349.31 重庆

该项目由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执行，尽

管项目已结束，但心智障碍人士的生活和学习也还在继
续，期待在未来遇见更好的他们！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完
结报告编制，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估。

宣传活动部

28 知更鸟计划 0.00 16301.01 甘肃

项目执行机构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按照项目执

行计划完成两次心智障碍人士家长培训，家长与孩子亲
子联谊及端午厨艺大赛等活动。目前由项目执行机构编
制项目完结报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
估，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29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 0.00 7889.19 山东青岛

项目由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共开展12次

艺术学习小组活动，107人次受益；制作发放服务手册3
次；开展13次志愿者培训活动；开展1次艺术学习小组
培训成果展示活动。项目结束后，机构举办项目结项暨
培训作品展示活动，邀请捐赠人参与并朗读受助者文字
作品，并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使得公众更加了解
精神障碍群体的多面形象，接触他们对这一群体的固有
偏见，呼吁大众为精神障碍群体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进行审核评估并拨付项目尾款，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30 艺起爱 公益行动 0.00 0.00 北京

该项目执行机构北京市朝阳区艺途社会工作事务所已按

照项目执行计划完成八名项目受助心智障碍人士的美术
疗愈课、亲子疗愈课等艺术课程，目前由项目执行机构
编制项目完结报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
估。

宣传活动部

31 助力残障运动计划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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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
核项目执行机构完结报告，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32 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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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7月26至28日开展为期3天的“特殊儿童正向
行为支持与行为干预”专题培训。培训中老师当前的首
要任务就是要求老师与家长系统掌握和学习行为处理的
策略和方法，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中构建出有序的行为秩
序、进而促进孩子全面能力的发展。项目计划于2018年
10月结项。

宣传活动部

33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 0.00 65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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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户外体验式康复和教学活动。执
行机构已完成项目完结报告的编制，并由中国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估，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34 助星儿圆梦 0.00 142715.59 新疆

项目执行机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已按照项

目计划完成项目执行，项目立足解决学生与家庭当下困
境,改变以往单一服务模式，积极引导家长参与康复计
划制定和实施。目前由项目执行机构编制完结报告，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行审核评估。

宣传活动部



35 空中花园植物共融 0.00 215.00 南京

项目执行机构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按照项目

月度计划持续开展种植培训、花园写生、花园生日会、
植物种植体验等活动，执行机构正在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

宣传活动部

36 我撑你 0.00 0.00 广东清远

项目执行机构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

在当期为心智障碍者家长提供4次培训，让家长能清晰
理解子女的需求并给予适时的支持；为导师提供4次内
部培训和5次外出学习，在小组开展、职前训练等方面
不断提升导师的工作技能。目前项目已完成执行计划，
执行机构正在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37 帮扶200名聋儿康复 0.00 32497.31
湖南、湖北、

宁夏、甘肃、
河南

项目继续在河南、湖北、宁夏、陕西、四川5省区开展

听障儿童救助工作。截止2018年10月，共计111名儿童
获得资助。原初筛名单内7名幼儿中途退学停止资助，2
名幼儿放弃资助，按照项目规定筛查后，由9名幼儿替
补，继续享受资助。项目已资助自2017年8月至2018年
10月的听障儿童康复训练费用。

项目二部

38 阳光鹿童圆梦行动 0.00 2511.47 北京
经过在项目执行机构阳光鹿童康复中心的康复训练，目

前患儿康复情况良好，运动、语言等功能有了一定的进
步，也在渐渐适应社会环境。目前该项目已经结项。

综合办公室

39 羲和手工艺者之家 网上捐款财付通 68.64 0.00 福建
资助福建陶瓷厂徐福坤，帮助其进行设备购置及手工艺

人的培训，目前已完成了控温窑炉、水表等设备的购
置；授课老师选配已全部就绪，已开始手工艺的培训。

国际合作部

40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 0.00 31162.74 陕西

该项目由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执行。为贫困渐冻

人患者采购并发放了轮椅、呼吸机、气垫床等贫困渐冻
人患者所需的康复设备，同时，安排了专业的辅导。该
项目已完成项目完结报告的编制，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审核评估，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网上捐款支付宝 725377.5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1.76

本项目与17009为同一项目，故资金统一执行。本期项

目为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商丘市特殊教育学校、菏泽市
特教中心、四平盲童学校和乌鲁木齐市盲人学校捐建盲
文阅览室。

宣传活动部41 我送盲童 一本书2018 997118.54
宁夏、商丘、

菏泽、四平、
乌鲁木齐



42
2018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

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网上捐款支付宝 55.00 271812.20

安徽省合肥市

、寿县

上海庆兵路基材料有限公司捐赠30万元人民币支持2018

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项目。活动已于
7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和寿县开展，项目由合肥市春芽残
疾人互助协会和寿县九龙幼儿园负责执行，免费邀请74
名当地残疾儿童及其家庭参加活动。

宣传活动部

43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2018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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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部

网上捐款支付宝 151.50

网上捐款财付通 19650.20

爱心人士 0.44

45
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资

助计划
0.00 350000.00 甘肃、云南

为提升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教学技能及特殊教育学校办学

品质和管理水平，发挥其“种子”作用，“集善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资助计划”公益项目，通过专业的特殊教育
教师培训，提升特教老师教学技能及竞争力，全面促进
形成关心支持特殊教育、尊重特教教师的良好社会风尚
。

宣传活动部

阿里体育有限公司 18590.00

云上云下（北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22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300.00

47 助残创业 筑梦童心 网上捐款支付宝 55048.56 0.00 哈尔滨

该资助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计划

为10个有儿童的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皮具雕刻，皮包、
腰带、皮表链制作等皮饰品制作技术能力培训，捐赠生
产工具，开辟就业途径，提供良好的产品销售渠道，帮
助他们自力更生，具备自身造血功能。

宣传活动部

48 融爱融乐融合观影 网上捐款财付通 1.00 0.00 全国 项目目前在进行项目前期执行评估、调研及筛选工作。 宣传活动部

上海念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300000.00

网上捐款财付通 15112.70

北京报关协会 100000.00 项目将对180名患儿进行初筛，摸底筛选，确定最终救

助人选。
受资助的儿童将依托“小鹿在家”系统，通过视频、语
音、文字等方式进行为期6个月的居家康复治疗。同
时，将为患儿建立项目康复档案，定期对患儿进行康复
训练评估，进行康复训练指导。

综合秘书处50 小鹿在家 0.00 全国

项目通过兰州马拉松公益名额及线上马拉松获得善款，

目前在进行项目前期执行评估、调研及筛选工作。
宣传活动部

49 我是一只导盲犬 0.00 大连

项目执行团队将对供应厂商的资格进行审核、比价，确

定狗粮供应厂商。项目将对在训犬的训练状况进行跟踪
了解，同时对导盲犬申请者进行实地家庭考核，筛选适
合的申请者，并通知其按时到基地参加共同训练学习。
预计交付使用的导盲犬12只左右。

综合秘书处

0.0046 梦想跑者-和你一起跑 全国

44 爱心一片2018 67580.47 山东烟台

整理项目上半年材料，筛选受助人，初步选定在山东省

烟台市资助100名脊损伤患者半年护理用品，撰写项目
执行方案。筹备腾讯99公益日，于9月份在腾讯平台上
线该项目，目前项目处于筹款中。

项目三部



世盟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北京纵坐标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
10000.00

网上捐款财付通 381.00

51 涵爱飞扬-聚能爱 网上捐款财付通 6441.00 0.00 全国

项目执行团队将对供应厂商的资格进行审核、比价，确

定供应厂商，同时对北京周边的听障儿童康复机构进行
审核，确定320名需要资助的听障儿童，根据筛选的听
障儿童的电池型号，将电池发放到他们手中，发放电池
的同时开展和他们的交流、陪伴服务。

综合秘书处

52 星星守护者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 0.00 全国

项目将评估并筛选15名患儿，进行6个月为一期的康复

治疗。
将对救助患儿进行专业评估，并建立专项档案。针对每
个患儿制定专属康复治疗计划。在康复训练期间内，进
行家长培训课的组织，并定期对患儿进行评估，并对结
果进行说明。

综合秘书处

53 星星计划-守住希望 网上捐款财付通 6232.00 0.00 海南

本项目为两名孤独症儿童募集为期10个月的康复训练费

用。项目将筛选海南省当地两名孩子接受救助，之后将
进行公示，并为每个孩子建立档案，由海南方元特殊儿
童康复服务中心执行，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公示，帮助他
们进行康复康复训练。

康复项目部

54 手工艺者集善之家 网上捐款财付通 137.25 0.00 福建
资助支持培训河南省10名残疾人手工艺人，掌握汝瓷制

作技艺，从而使他们掌握一项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
国际合作部

55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5.00 0.00 福建泉州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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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户外体验式康复和教学活动。

宣传活动部

56 延续星儿的上学梦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0 0.00 福建泉州
资助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为贫困自闭症儿童

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
宣传活动部

57 为星儿铺设融合之路 网上捐款财付通 22.55 0.00 河北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执行，以亲子同
训课程的形式，为自闭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为其铺设
融合回归之路。

宣传活动部

58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 0.00 河北
该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资助沧州市运河区

橄榄树培智学校，用于开展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及家长
培训。

宣传活动部

项目将对180名患儿进行初筛，摸底筛选，确定最终救

助人选。
受资助的儿童将依托“小鹿在家”系统，通过视频、语
音、文字等方式进行为期6个月的居家康复治疗。同
时，将为患儿建立项目康复档案，定期对患儿进行康复
训练评估，进行康复训练指导。

综合秘书处50 小鹿在家 0.00 全国



59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776.20 0.00 北京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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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部

60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2 网上捐款财付通 161.44 0.00 哈尔滨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哈尔滨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计划
为50名家庭贫困有创业需求的残疾人进行皮鞋维修技术
能力培训、皮革护理技术能力培训。

宣传活动部

61 渐冻人暖心护理包 网上捐款财付通 3182.01 0.00 北京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为贫困渐
冻人患者采购并发放含有护理手册、护理垫圈、血氧监
测仪、防褥疮气床垫、呼叫器等物品的护理包。

宣传活动部

62 知更鸟计划2 网上捐款财付通 11.00 0.00 甘肃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心智障碍人
士家长培训，家长与孩子亲子联谊及端午厨艺大赛等活
动。

宣传活动部

63 让阳光照亮我的心 网上捐款财付通 3931.50 0.00 广西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广西爱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亲子融合活
动、家长互助活动、脑瘫家庭夫妻营等活动。

宣传活动部

64 助力残障者成长计划 网上捐款财付通 5.10 0.00 南昌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南京可凡加儿童能力发展中心，用于开展残障
人士陪伴者专业康复知识及素养培训及残障人士素养教
育。

宣传活动部

65 障碍人士公益体验馆 网上捐款财付通 666.89 0.00 南京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南京雨花睿泽障碍人士服务中心，计划开展空
中花园职训、迈出乐烘焙职训、慈善茶吧服务员培训、
蘑菇庄园种植培训、阿甘途程等职业培训活动。

宣传活动部

66 助星儿圆梦2 网上捐款财付通 389.20 0.00 新疆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为符合项目
救助条件的贫困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宣传活动部

67 我撑你2 网上捐款财付通 5623.09 0.00 广东清远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以
日常训练、小组活动等形式进行训练，推动智障人士回
归社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宣传活动部

68 “八双筷子”一个家 网上捐款财付通 35260.09 0.00 陕西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西安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为200余名智
障人士建立或运营47个社区化住宿家庭，间接为564名
智障人士家长减缓长期照顾疲倦，减轻家庭压力。

宣传活动部

69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2 网上捐款财付通 430.00 0.00 陕西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为贫困渐冻人患者
采购并发放康复设备，同时，安排进行专业辅导。

宣传活动部



70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 0.00 山东青岛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受助者提供
艺术学习小组活动，用艺术打开紧闭的心门，树立回归
社群的信心，用艺术建立沟通的桥梁，向公众展现多面
的自我。

宣传活动部

71 星儿的感官世界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221.93 0.00 天津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天津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用于对
大龄孤独症者工作室增设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及基础生活
设施。

宣传活动部

72 星钥匙计划 网上捐款财付通 8.38 0.00 安徽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为特教教师开展
专业知识培训、进阶培训、心智障碍行业培训等。

宣传活动部

73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2 网上捐款财付通 8867.26 0.00 重庆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为10岁
以上的符合项目救助条件有居家康复训练需求的智障人
士提供社区家庭式住宿服务。

宣传活动部

74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2 网上捐款财付通 2.00 0.00 重庆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计划
筛选20名符合项目救助条件的心智障碍人士进行就业培
训，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服务技能。

宣传活动部

75 我也爱超级闪亮 网上捐款财付通 2.27 0.00 重庆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力残疾人康复训练中
心，为符合项目受助条件的心智障碍儿童开展舞蹈、跆
拳道、非洲鼓等融合课程。

宣传活动部

76 轮椅上的金种子计划 网上捐款财付通 241.11 0.00
筛选受助人，由新起点公益基金会执行该项目。筹备腾

讯99公益日，于9月份在腾讯平台上线该项目，目前项
目处于筹款中。

合作项目部

77 脊髓损伤者就业圆梦 网上捐款财付通 1776.00 0.00 甘肃

脊髓损伤者就业圆梦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

起，张掖市残疾人社会工作事务所作为联合劝募及项目
执行单位。该项目募集到的善款，将用于为脊髓损伤者
购置防褥疮坐垫和两便失禁护理包，提升残友生活质
量，帮助他们走出家门，重新融入社会，圆梦就业路。
项目上线后，我会广泛动员爱心企业、社会公众、残疾
人、残疾人家属、河西学院的志愿者团队参与爱心捐
赠，目前，项目仍在募款中。计划项目于2018年11月下
旬结束募款，届时与张掖市残疾人社会工作事务所签署
《资助协议》，并启动项目实施。

监管办



78 心动力精神文化助残 网上捐款财付通 12973.99 0.00
筛选受助人，撰写项目执行方案，策划外出采风、观影

计划等，筹备腾讯99公益日，于9月份在腾讯平台上线
该项目，目前项目处于筹款中。

合作项目部

79 200聋儿帮扶计划 网上捐款财付通 550.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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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祉项目部

80 温馨家庭援助计划 0.00 0.00 哈尔滨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哈尔滨市南岗区金色阳光残疾人康复中心，计
划以“自闭症家长心理援助”为主，通过定期家长心理
疏导、深入家庭指导、定期家长培训、家长专题讲座，
社会融合、公益倡导、社区宣传这七项服务内容，为自
闭症家庭打造坚实的后盾基础。

宣传活动部

81 瓷娃娃彩乐爱心病房 网上捐款财付通 2.57 0.00 哈尔滨

项目于2018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计划在筹款期结束

后，资助天津市武清区太阳语罕见病心理关怀中心，计
划为符合项目救助条件的脆骨病患者提供病房关怀服务
、辅具适配、个案心理疏导等。

宣传活动部

82 集善扶贫白内障项目 网上捐款财付通 5263.00 0.00 全国
项目为上海市5例贫困白内障手术提供资助，正在进行

项目前期筹备工作。
康复项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