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2016 年 

公益项目实施情况公示 
 

                                                                                                     截至 201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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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持智障人士艺术梦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198631.51 68631.51 重庆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重庆市渝中区慧灵职业

康复训练中心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项目

执行，从舞蹈、声乐、绘画三个方面为机构 16 岁以

上的成年智障人士开展服务。 

2 

心智障碍儿童入学梦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193180.06 130000 重庆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

人康复训练中心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项

目执行。2016 年 12 月，邀请重庆市渝北区特教和幼

教行业的老师共同探讨了关于项目课程开发事宜，编

制心智障碍儿童入学能力筛查表。 

3 

向阳花开支持性就业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183460.29 120000 重庆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

力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

用于项目执行。 

4 

生活重建金种子计划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98152.08 0 北京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北京新

生命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按照实际金额编制项目方案，

确定执行方向为开展脊髓损伤患者培训项目培养同



侪服务人员。 

5 

特殊儿童教学软件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86327.25 60000 重庆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

智学校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项目执行。

2016 年 9 月成立学龄版评估软件项目小组，讨论并

制定项目实施细则及相关负责人。2016 年 10 月，项

目小组与软件制作公司沟通洽谈软件的制作事宜，制

作评估软件。2016 年 11 月，软件试运行、操作，对

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不合理、不便捷处以及呈现效果的

不全面之处进行整理，并讨论和制定相应解决策略，

与软件公司沟通协商进行改进。2016 年 12 月整理评

估工具箱，撰写评估使用手册。 

6 

守护天使资助计划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76772.44 40000 甘肃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项目执行。 

7 

残疾人互助创业项目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73524 50000 

哈尔

滨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哈尔滨市香坊区诚铭匠

公益助残服务中心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

项目执行。 

8 
星儿的感官世界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51576.37 0 天津 

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结束筹款，由于该机构

目前计划搬家，该项目拟延期实施。 

9 

与智同行阳光计划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41068.9 0 清远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清远区

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中心按照实际金额编制了项

目方案， 确定项目执行方向为大龄智障人士开展快

乐厨房、环保益行、乡村助残等实践类活动。 

10 点亮星爸星妈 腾讯公益爱心网 38920 0 北京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北京市



友 昌平区星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按照实际金额编制了

项目方案， 确定项目执行方向为自闭症儿童家长开

展专业培训。 

11 

特殊儿童的音乐梦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25512.42 17000 河北 

该项目于 2016 年 99 公益日期间完成筹款后，按照实

际金额编制了项目方案，并与沧州市运河区橄榄树培

智学校签订了资助协议，拨付首款，用于项目执行。

2016 年 11 月上旬，成立项目小组，讨论并制定项目

实施细则，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方案中的一些设

备进行调整。2016 年 11 月中下旬，项目小组成员对

相关音响设备及乐器进行问询与实地考察，选定音乐

器材供货单位，签订采购合同。2016 年 12 月，完成

所有乐器和音响设备采购和安装。 

12 
脑瘫孩子在期盼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607136.36 0 北京 

该项目为采购类项目，北京市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正在进行采购程序，组织招标比价，确定供货方。 

13 
带星儿去旅行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14691.93 0 福建 

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结束筹款，正在按照实

际筹款额编制项目方案。 

14 
让农村残障儿笑起来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6656.32 0 济南 

该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结束筹款，正在按照实

际筹款额编制项目方案。 

15 

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

目 

蚂蚁金服爱心网

友 
5972853.75 3543600 

陕西

宝鸡 

湖北

荆州 

甘肃

定西 

该资金 2016年为陕西宝鸡71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为 84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微耕机；

为 10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安装家庭净水机；为 672 名

贫困残疾儿童发放御寒温暖包。 

该资金 2016年为湖北荆州88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并提供 50 次上门康复训练；为 152 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生计改善所需的设施设备；为 8

所康复中心、特教学校提供康复、教学所需设施设备；



为在校学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指导；为在校老师、康

复师提供康复训练培训。 

该资金 2016年为甘肃定西5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并提供 50 次上门康复训练；为 50 名残

疾儿童发放儿童关顾包。 

腾讯公益爱心网

友 
1037074.89 720000 

陕西

宝鸡 

甘肃

定西 

该资金 2016年为陕西宝鸡49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复训练补贴；为 164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微耕机；

为 42 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运动鞋。 

该资金 2016年为甘肃定西64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修补

翻盖羊圈。 

澳门基金会 2635000 2635000 

陕西

宝鸡 

甘肃

定西 

该资金 2016年为陕西宝鸡41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为 6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供暖设施改

造。 

该项目 2016年为甘肃定西4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为 53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补贴。 

上海嘉定区光彩

促进会 
1000000 900000 

甘肃

定西 

该资金 2016 年为甘肃定西 6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为 73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生计改善所

需的羊羔；为 1 所特教学校捐赠教学设施并提供课外

辅导培训；为 2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复、生活补贴。 

世界宣明会中国

基金有限公司 
1180000 870000 

陕西

宝鸡 

湖北

荆州 

甘肃

定西 

该资金 2016 年用于支付集善残疾儿童助养项目陕西

宝鸡、湖北荆州、甘肃定西驻点项目办日常办公行政

开销。 

其他爱心企业、爱 1038484 1038484 陕西 该资金 2016年为陕西宝鸡20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康



心网友 宝鸡 

湖北

荆州 

甘肃

定西 

复训练补贴；为 7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卫生间辅助

设施改建；为 4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提供出行所需三

轮车；为 36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放微耕机；为 174

名贫困残疾儿童发放御寒温暖包。 

该项目 2016 年为湖北荆州 4 名在校贫困残疾儿童提

供生活补贴；为 1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医疗补助；为

5 名贫困残疾儿童提供微心愿包。 

该资金 2016 年为甘肃定西 4 所康复中心捐赠残疾儿

童康复训练所需设施设备；为 3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修补翻盖羊圈；为 25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家居生

活无障碍改造；为 44 名贫困残疾儿童进行辅具适配；

为 2 名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危房改造。 

16 

我送盲童一本书 

蚂蚁金服爱心网

友 
679180.47 

806838.13 

江西

南昌

市、湖

南长

沙市、

江西

省景

德镇

市、安

徽省

芜湖

市、苏

州市、

青海

为江西省景德镇市特殊教育学校、安徽省芜湖市盲人

学校等 7 所特教学校捐建盲文阅览室，配备盲文书籍

与助学产品，并制作项目年报。 

截止 2015 年项目

结转资金 
145071.6 



省、湖

北沙

市、山

东菏

泽 

艾研（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 
200000 

500000 

浙江

省、湖

南省 

为浙江省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温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和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郴州市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捐建五所盲文阅览室，

配备盲文书籍与助学产品。 
彭奕裔捐赠 300000 

99 公益日腾讯公

益爱心网友 
3233.37  0 

待定 与中国盲文出版社协商方案 

99 公益日腾讯配

捐 
1809.34 0 

99 公益日企业配

捐 
677.85  0 

微信支付 2126.51  0 

银行转账 2421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