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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7 年 

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截至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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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公益 193180.06 130000 重庆 

该项目已完成心智障碍儿童的课程开发与培训，

并进行了期末测评，其中 10 名心智障碍儿童能

够进入正常学校学习。正在对接学员户籍所在地

学校。 

宣传活动部 

2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 腾讯公益 183460.29 120000 重庆 

该项目继续为已报名的心智障碍人士进行实地

客房服务的培训，并进行实操服务流程的讲解与

训练。 

宣传活动部 

3 生活重建金种子计划 腾讯公益 98152.08 68000 北京 
该项目已结项，正在进行财务资金审核并撰写项

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4 特殊儿童教学软件 腾讯公益 86327.25 60000 重庆 

该项目已完成学前及学龄期发展障碍儿童教育

课程测评软件已完成开发并投入使用，目前筹备

开展软件使用评估工作。 

宣传活动部 

5 星儿的感官世界 腾讯公益 51576.37 37000 天津 
该项目已完成自闭症儿童感统训练设备的采购

及安装工作，正在撰写项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6 与智同行阳光计划 腾讯公益 41068.9 28000 清远 
该项目已结项，正在进行财务资金审核并撰写项

目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7 点亮星爸星妈 腾讯公益 38920 38920 北京 
该项目已结项，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监管部

门审核机构的完结报告，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8 脑瘫孩子在期盼 腾讯公益 607136.36 300000 北京 该项目已完成机构康复器材采购与安装调试工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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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脑瘫儿童新场地已投入使用，正在撰写项目

完结报告。 

9 带星儿去旅行 腾讯公益 14691.93 10000 福建 
该项目已结项，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监管部

门审核机构的完结报告。 
宣传活动部 

10 常春藤星星计划 

蚂蚁金服公益 102325.7 

0 北京 
该项目首期申请资金 25 万元，正在编制项目执

行方案。 

宣传活动部 

微信支付 57898.87 宣传活动部 

银行转账 100000 宣传活动部 

11 假肢矫形救助项目 蚂蚁金服公益 733781.39 677998 北京 

该项目已完成 7 位截肢患者的假肢矫形适配救

助，由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撰写项目完结报告，并

拨付尾款。 

宣传活动部 

12 与智同行让爱无碍 蚂蚁金服公益 200054.30 135816.8 北京 
该项目进行日常艺术课程的培训，及外出写生活

动与艺术展览。 
宣传活动部 

13 艺术疗愈精智障碍 蚂蚁金服公益 185400.17 126000 

北京、上

海、成都、

深圳、广

州、西安、

杭州 

该项目已完成绘画箱招标比价的采购程序，选定

供货商，正在统计落实各地区学员。 
宣传活动部 

14 用爱追随星星的轨迹 腾讯公益 22625.31 22341.21 天津 
该项目已结项，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监管部

门审核机构的完结报告，并拨付项目尾款。 
宣传活动部 

15 
百度特教-孤星湾计

划 

蚂蚁金服公益 6260.1 

1500000 北京 

该项目已完与北京师范大学基金会开展特教老

师培训。已完成湖北和江西省两省 100 名特教老

师的培训。正在进行项目评估工作。 

宣传活动部 
百度公益平台 880.04 

微信支付 3800.03 

百度公益基金会 1500000 

16 爱心开启静音键 腾讯公益 3054.87 3050 北京 该项目按照实际筹款金额编制了项目执行方案，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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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受助贫困聋儿进行康复训练。 

17 “艺起爱”公益行动 腾讯公益 4557.80 0 北京 

该项目通过参加 2017 年 99 公益日筹款，筹款完

成后，由北京市朝阳区艺途社会工作事务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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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给我一张温暖的床 腾讯公益 3395.00 0 山东 

该项目在筹款中，计划资助济南市乐橄儿智障人

士服务中心，为 6 名寄宿在机构的特困心智障碍

学员筹集一年的康复食宿费。 

宣传活动部 

19 星儿的感官世界 腾讯公益 7013.33 0 天津 

该项目通过参加 2017 年 99 公益日筹款，将资助

天津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根据实际

筹款金额，由项目小组商定自闭症儿童感统训练

器材的采购方案，并进行三方询价，采购设备。 

宣传活动部 

20 带星儿去大自然赴约 腾讯公益 15122.01 0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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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活动部 

21 艺术点亮美丽心灵 腾讯公益 12476.90 0 山东 

该项目于 99 公益日期间发起，仍在筹款中，计

划资助青岛生命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万圣

节筹款活动及青岛高校联合筹款活动，推动筹款

目标进一步完成。筹款完成后计划针对项目服务

的精神障碍弱势群体，与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心理医院沟通项目执行的人员准备，场地准备及

行动方案。与活动相关志愿者沟通培训时间，将

要开展的艺术课程等内容，具体行动方案及课程

设置等内容。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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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阳光助我行 腾讯公益 9988.38 0 甘肃 

该项目在筹款中，计划在筹款完成后，资助泾川

县阳光义工协会，由县残联提供相关乡镇所在区

域内有需求人员名单，执行机构按照需求分组进

行上户走访工作。根据调研结果采购贫困残疾人

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 

宣传活动部 

23 知更鸟计划 腾讯公益 26195.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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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次心

智障碍人士家庭厨艺技能大赛，举办 1 次心智障

碍人士家庭亲子行活动。举办 2 次心智障碍人士

家长培训及社会倡导活动。通过旅途生活、穿插

亲子互动游戏和节目表演，增加孩子和家长之间

归属感以及放松身心。 

宣传活动部 

24 助力残障运动计划 腾讯公益 43939.38 0 北京 

该项目在筹款中，将资助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

会，计划按照实际筹款金额组织身心障碍伙伴及

其家属参与马拉松赛事，届时会邀请相关媒体进

行传播和报道，增强项目的影响力。 

宣传活动部 

25 星星家长增能计划 腾讯公益 30983.98 0 南昌 

在 2017年 99公益期间，该项目完成了筹款目标，

计划资助南京可凡加儿童能力发展中心，开展以

下内容：1、开展残障家庭的专业康复知识系列

培训，本次培训分为两期，每期三天，每天八个

课时，每课时为 45 分钟。2、利用平台开展父母

和亲子课堂的学习和培训，本次培训分为两期，

每期两天，每天八个课时，每课时为 45 分钟。3、

开展“生活不是苟且、而是乐趣”的家庭喘息日

活动。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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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渐冻人扶残助残计划 腾讯公益 56170.48 0 陕西 

该项目于 2017 年 99 公益日期间上线筹款，目前

仍在筹款期，资助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

计划筹款结束后根据实际筹款金额按照项目方

案中的计划采购轮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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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延续星儿上学梦 腾讯公益 43736.51 0 福建 

项目在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标，资助泉州

市爱星儿童启能康复中心，计划在 2018 年 3 月

份开始给机构的8名贫困自闭症儿童资助康复训

练费，为期半年。 

宣传活动部 

28 康复教育师资培训 腾讯公益 42681.38 0 河北 

项目利用 2017 年 99 公益日圆满完成了筹款目

标。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将为河

北省的县域康复和特教机构分别进行：入门指导

和培训、香港专家两次来沧培训、机构发展和专

业培训等内容，旨在提升本地区康复机构的专业

化水平。 

宣传活动部 

29 空中花园植物共融 腾讯公益 43910.00 0 南京 

该项目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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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开展以

下项目内容：一是完善空中花园基础建设，进行

苗木补充，花园硬件设施采购及维护，花园衍生

品购置等。二是开设花草种植班为障碍人士提供

花草种植培训。三是开设植物银行，邀请社区居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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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四是残障人士与社区居民一同举办花园

生日会。 

30 向阳开花支持性就业 腾讯公益 99726.12 0 重庆 

该项目已完成筹款，资助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

人康复训练中心，计划从报名的学员中通过评

估，筛选出 15 名轻度心智障碍者，在老师的教

导下，学习照料生活技能。完成培训之后进行实

操练习，进入心智障碍者托养中心，为其提供服

务。 

宣传活动部 

31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腾讯公益 127893.90 0 重庆 

该项目已完成筹款，资助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

人康复训练中心，计划组织 4 名特教教师对 30

名学员进行能力测评及存档。考核 5 名特教教师

开展国学训练、生活语文数学、社会沟通、拼读

训练课，提升学员语言表达，社会交往，认知能

力，为进入小学学习打好基础。对各科目教案、

学员学习情况进行指导、考评、督导，监督管理

教学质量。在项目初、中、末期，开展对家长交

流培训会，针对学员学习能力情况介绍，在家庭

的训练方式，家教结合，让学员进步更大，家长

了解参与。 

宣传活动部 

32 我撑你 ！ 腾讯公益 188851.41 0 广东 

项目在 2017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标，全

部将用于清远市清城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

中心运作。开展心智障碍人士日常训练、专家讲

座分享会及宣讲活动等。 

宣传活动部 

33 助“星儿圆梦” 腾讯公益 198805.72 0 新疆 

项目将资助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启慧康复中心，用

于对乌鲁木齐市及周边地区的贫困孤独症家庭

进行筛选，计划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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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8 名符合项目资助条件的孤独症儿童每月补

助康复训练费用 2400 元，康复评测 2 次，每次

500 元。 

34 星儿与家长共成长 腾讯公益 207097.53 0 河北 

项目利用 2017 年 99 公益日圆满完成了筹款目

标。资助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智学校，本项目

将以亲子同训的方式分三期共为 40 组特殊儿童

及家长进行康复教育训练。通过培训家长使其离

校后不仅担负起自己孩子的继续康复，而且能帮

助到周边特殊儿童的康复。 

宣传活动部 

35 助残友重拾生活希望 腾讯公益 209829.89 0 黑龙江 

该项目于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资助哈尔滨

市香坊区诚铭匠公益助残服务中心，计划建设综

合化残疾人技能培训基地。聘请专业技师为残疾

人技术能力培训，培训修鞋、皮革护理、营养粥、

西点制作、皮具雕刻艺术等项目，对残友全方位

介入性就业指导，创业扶持工作。 

宣传活动部 

36 家是温暖的避风港 腾讯公益 249481.08 0 重庆 

该项目通过 2017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

标。资助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康复训练中心，

计划开展智障人士技能训练课程、康复训练、居

家小组技能能力训练、技能比赛及主题活动等。 

宣传活动部 

37 助力脑瘫儿童行走 腾讯公益 303490.37 0 北京 

该项目于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目标，计划资

助北京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用于十名

孤残脑瘫儿童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的康复、护理、

餐饮、住宿费用，和一名贫困脑瘫儿童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的康复费用。 

宣传活动部 

38 星星的孩子夏令营 蚂蚁金服平台 847.72 457520 上海、大 2017 年星星的孩子-孤独症和智障儿童夏令营 6 宣传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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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付通 340.25 连、呼和

浩特、丽

江 

月至 8 月在上海、大连、呼和浩特和丽江四个城

市开展。项目通过当地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残

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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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鼎定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500000 

个人捐赠 100000 

39 
阳光伴我行-脑瘫儿

童滋养计划 
蚂蚁金服平台 903775.46 330000 辽宁 

该项目首期执行为辽宁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符合

项目资助条件的 18 名脑瘫儿童提供一年的康复

训练费用。 

宣传活动部 

40 

我送盲童一本书 

蚂蚁金服 1481101.07 

1600459.72 

丽江、徐

州、连云

港、扬州、

南通 

为云南省丽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江苏省徐州市特

殊教育学校、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校、扬州特殊

教育学校、南通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盲文阅览

室。 

 

 

 

 

宣传活动部 

截止 2015 年项

目结转资金 
145071.6 

财付通 20901.76 

银行转账 559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