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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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6.75
　黑龙江

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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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20名残疾人进行套娃制作技能考核，
学员全部结业，通过学得一技之长走上自主就业创业道路
。

宣传活动部

2 助残友技能创业 0 0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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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项目完结
评估。

宣传活动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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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常春藤星星计划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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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进
行财务结算与项目完结报告的编制。

宣传活动部

5 无障碍艺途 让爱无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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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完成全国900名WABC学员绘画工具包的发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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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

宣传活动部

6 百度特教-孤星湾计划 0 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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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由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进行项目完结评估。

宣传活动部

7 “艺起爱”公益行动 0 3000 　北京

项目执行机构北京市朝阳区艺途社会工作事务所，本季度

为项目受助儿童开展了美术疗愈课、原生美术课、亲子疗
愈课等艺术课程。第八周的美术疗愈课是一节家庭疗愈课
程，为进一步唤醒学员情感表达的《情感链接》，课程起
初是游戏：学员和家长彼此靠近，由左起同学从纸左边缘
到右边缘画线条，下一个接上面同学线条画，不同图形元
素代表不同情绪。彼此分享聆听感谢，大家都非常开心。

宣传活动部

8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 0 0
　福建泉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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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团
队带领自闭症儿童及家长前往漳州龙佳，开展了户外体验
活动。项目已完结，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2018年第二季度
公开募捐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9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 0 0
　山东青

岛

项目执行机构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青岛市精神

卫生中心心理医院开展项目，包括2次艺术学习小组活动，
16人次受助者受益，10人次志愿者参与；开展1次培训作品
展示活动，7位嘉宾参与，67人次志愿者协助活动开展。随
着项目活动有条不紊的开展，受助者们与康复师、社工及
志愿者们成为了朋友，大家对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越来
越高涨，艺术学习小组自主管理能力也增强了。

宣传活动部

10 阳光助我行 0 15000 甘肃

项目于2017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行方泾川县阳光

义工协会已购买残疾人轮椅20个、腋杖25个、手杖25个、
助行器20个、坐便器10个，并招募志愿者上门发放给有需
求的贫困残疾人。

宣传活动部

11 知更鸟计划 0 0 甘肃

项目执行机构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本季度开展

了为期3天“蜗行天下”---2018年第八届陕西汉中亲子游
活动，共有130名心智障碍者家庭受益，原来，“蜗牛”和
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有梦想、也一样的努力；“
庆端午”主题活动——亲子厨艺大赛,让“蜗牛”和家长们
在动手，动口的亲子互动体验中感受节日气氛；第二次亲
子活动及家长培训活动，主题——家长如何与孩子相处及
有关残疾人福利政策解读，培训活动中，针对学员在服务
中心的日常表现、行为问题、兴趣定向等方面做了反馈，
家长也将学员的家庭生活做了分享。

宣传活动部

12 助力残障运动计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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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已编制了完结报告，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对项目进行完结评估。

宣传活动部

13 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0 0 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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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已编制了完结报告，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对项目进行完结评估。

宣传活动部

14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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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目
前正在编制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15 延续星儿上学梦 0 0 福建泉州

闭项目执行方泉州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8名受助贫困自

闭症儿童接受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每天至少有一节个训
课或口语课（一对一），及8节集体课，保证训练强度。同
时开展许多有意义的课程（如：情景模拟课、沙盘课、多
感官课、心理游戏课、感统课，根据孩子情况有针对的进
行选择。），目前项目已执行完毕，8名受助自症儿童情况
都有所改善。

宣传活动部



16 康复教育师资培训 0 0
　河北沧

州

项目于2017年99公益日期间筹款，项目执行方沧州市运河

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开展自闭症家长和老师的培训项目。目
前已按照项目计划完成入门指导培训及香港专家培训，正
在由执行机构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17 空中花园植物共融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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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划完成了活动，将环保行动和关爱残障伙伴有效的结合在
一起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志愿者与残障伙伴同时进行互
动，将关爱带给了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将环保理念带到了服
务基地，希望通过志愿者的亲身参与和倡导，能够影响更
多的人，将环保理念和关爱理念传递下去。

宣传活动部

18 向阳开花支持性就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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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的就业能力培训。在
机构进行日间照料的25名心智障碍学员，经过训练已经完
全能够独立的洗澡、穿衣、刷牙、上厕所等，生活自理对
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难事了；并且已经逐步开始学习照料
重度心智障碍人士。

宣传活动部

19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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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教学课程学习，孩子们已经能够独立
认读全部的拼音字母，语言沟通方面也能够知道使用手机
软件与人进行交流沟通了！

宣传活动部

20 我撑你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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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28名
项目受助心智障碍人士开展日常康复训练，并完成1期大学
城主题宣讲及家长和员工完成两期培训讲座，内容为康复
训练的必要性及如何在日常生活持续训练的配合。

宣传活动部

21 助“星儿圆梦” 0 0
　新疆乌

鲁木齐

项目执行机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完成了28名

贫困孤独症儿童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受助儿童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

宣传活动部

22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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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儿与家长共成长”项目第三期已执行过半，家长
们由最初的迷茫，到现在可以有条不紊地独立进行操作。
面对孩子的问题有时能够独立去解决，而不再单纯依靠特
教教师。孩子们的变化也很明显，基本上不再哭闹，能够
配合妈妈一起上课。相信在未来的日来，我们家长和孩子
会变得越来越好。

宣传活动部



23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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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由残疾人技师负责课时安排及
培训进度调整，五大类技能培训同时授课，每类培训学员
10名，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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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相结合，为学员提供
所有培训科目加强复习实践操作技术能力培训。

宣传活动部

24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 0 0 重庆

该项目由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执行，该项

目于4月开展了各种主题的家务比拼活动，为劳动而赞的五
一劳动节，同时个训和小组训练也如常进行，有部分学员
已能独立炒制菜品、有规律有秩序的整理家务。5月，在爱
与坚毅中展现自我：一场远足中的亲子厨艺大赛，有欢笑
和温情；一场风雨无阻的慢跑，是约定与遇见的守候；一
场静声自述的画展，是内心的开放与期待。6月，项目执行
团队进行项目总结，编制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25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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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和康复师日复一日穿梭于下
肢引导室、上肢引导室、姿势矫正室，进行大量的运动康
复。通过半年多康复训练，阿光走路更稳了，后来加入的
佳宝会站了……孩子的进步总是让人欣喜！项目还在继
续，让我们继续期待惊喜！

宣传活动部

26 星儿的感观世界 0 8639.06 天津

项目执行机构天津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根据项

目实际筹款额，为孤独症的孩子购买口肌训练器材教具，
帮助他们改善口腔发育，促进语言开发。5月教具已到达祥
羽孤独症康复中心，语言落后、口腔发育不良的孩子已经
使用教具，后续将会对机构内所有语言落后的孩子进行口
肌训练，促进他们的语言开发。

宣传活动部

27
集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资助计划
0 1000000 北京

该项目通过甘肃、云南两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招募100名特

殊教育学校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目前已完成招募学员的
审核，计划于7月赴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专业培训。项目执行
方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项目负责团队赴两省进行
项目调研，并根据调研情况设计培训内容。

宣传活动部

28 星星的孩子夏令营 0 0
安徽省合

肥市、寿
县

活动将于7月在安徽省合肥市和寿县开展，项目通过当地残

疾人服务机构执行，免费邀请当地残疾儿童家庭参加活动
。项目目前进行2018年星星的孩子夏令营活动前期筛选及
宣传相关筹备。

宣传活动部

29
阳光伴我行-脑瘫儿童滋

养计划
网上捐款支付宝 1676087.09

北京、江

西南昌、
辽宁沈阳

本期项目为筛选、评估执行机构，并于往期执行机构项目

执行进行审核。
宣传活动部



30 假肢矫形救助项目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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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将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113
北京田林贸易有限公司 4,770.60
网上捐款支付宝 4935774.36
网上捐款财付通 70

爱心人士 22728.8

33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 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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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女皇星辰公益计划2018 0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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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186.47

网上捐款财付通 520

上海庆兵路基材料有限公司 300,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173

31 我送盲童一本书 0 1231542.21

昆明市、

贵阳市、
陕西、新
疆、山东
、烟台、
德州、河
南、郑州
、南宁、
榆林、桂
林、开封
、聊城、
海南、拉

本期项目为昆明市盲哑学校、贵阳市盲哑学校、陕西省自

强中等专业学校、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山东特色教
育职业学院、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郑州市盲聋哑学校、郑州市特色教
育中等专业学校、南宁市盲聋哑学校、榆林市特殊教育学
校、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聊城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拉萨市特殊教
育学校、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宣传活动部

宣传活动部

35 我送盲童一本书2018 1768457.79

昆明市、贵

阳市、陕西

、新疆、山

东、烟台、

德州、河南

、郑州、南

宁、榆林、

桂林、开封

、聊城等

本期项目为昆明市盲哑学校、贵阳市盲哑学校、陕西省自

强中等专业学校、新疆残疾人职业中专学校、山东特色教
育职业学院、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郑州市盲聋哑学校、郑州市特色教
育中等专业学校、南宁市盲聋哑学校、榆林市特殊教育学
校、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封市特殊教育学校、聊城特殊教
育中心学校、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拉萨市特殊教
育学校、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
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

宣传活动部

32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 6349366.67

陕西宝鸡

、湖北荆
州、甘肃
定西

项目为4名贫困残疾儿童进行假肢矫形手术，为陕西宝鸡发

放校园安全包850个，家庭应急包9300个；为甘肃定西220
名贫困残疾儿童资助康复训练补贴，发放校园安全包205
个，家庭应急包10000个；为湖北荆州发放校园安全包1784
个，家庭应急包8845个。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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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将于7月在
安徽省合肥市和寿县开展，项目通过当地残疾人服务机构
执行，免费邀请当地残疾儿童家庭参加活动。项目目前进
行2018年星星的孩子夏令营活动前期筛选及宣传相关筹备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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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星星的孩子



北京亮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900
奥托博克（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3,300.00
洛客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3,500.00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300.00
北京中安信成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2,4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770
网上捐款财付通 13,900.00
网上捐款灵析--公开 40,048.20
爱心人士 4,700.01

38 与智同行阳光计划 13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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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按照项目方案完成心智障碍人士残健融合活动，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已完成项目完结评估，并向机构拨付尾款。
项目已结项。

宣传活动部

39
从脑瘫儿到阳光鹿童 0 1944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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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办公室

40 最美唐卡 0 25000
四川省甘

孜州康定
塔公乡

该项目已执行完毕，执行机构已完成完结报告，由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
办公室

41

阳光鹿童圆梦行动 0 0 　北京

项目执行机构阳光鹿童康复中心已经对8名脑瘫儿童进行了

三个月的康复训练，目前患儿训练情况良好，运动功能有
了一定的进步，也在渐渐熟悉新的环境，积极配合老师进
行康复治疗。

办公室

42 自闭症儿童康复救助 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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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机构已经提交完结报告并通过由中
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审核。

办公室

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20,000.00
沃欧咖啡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500,000.00
网上捐款支付宝 120.5
网上捐款财付通 2667.4

44 帮扶200名聋儿康复 0 0

河南、湖

北、宁夏
、陕西、
四川

经项目执行单位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进行项目筛查

和调研，受助省份调整为河南、湖北、宁夏、陕西、四川5
省区，项目救助标准和计划救助人数不变。截止201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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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

 “孙楠·重塑未来”专
项基金

0 陕西
2018年度3月，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救助患者陈乾，完成

了改变他人生的肢体矫正手术。
一部

甘肃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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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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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花开有声 0 0
北京、云

南、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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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将在7月底结束。
截止2018年7月，腾讯募捐项目中共有12名听障儿童在云南
省聋儿康复学习接受康复训练，16名听障儿童在中国听力
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接受训练。共计28名儿童获得资助。其
中，在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接受训练的赵弘毅、郝
鹏钧2名幼儿中途退学，停止资助，按照项目规定筛查后，
由李思杰1名幼儿替补，继续享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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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

46 爱之翼公益健步走 0 0
北京启智

智障儿童
培训中心

目前项目材料已汇编，尚未制作成册。 二部

47 爱视白内障复明 0 6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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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流程，受助患者重见光
明，感谢项目援助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项目已结项。

三部

48 羲和手工艺者之家 0 0 福建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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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备开始人员的技艺培训，包括拉坯，上釉等。

国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