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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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脑瘫儿到阳光鹿童 

腾讯公益 173275 

180000 

北京 

太原 

鄂尔多斯 

8 名患儿已经在阳光鹿童康复中心进行了

10 个月的康复治疗，救助患儿的肢体运动

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部分患儿已能够独

立行走，认知和语言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改

善。 

办公室 
腾讯 99 配捐 80811.79 

腾讯 99 企业配捐 128329.6 

3 最美唐卡 

腾讯公益 168608.41 

170000 
四川甘孜

州 

发放 7-9 月生活费用，8 月底采购了一批唐

卡矿物颜料、画笔和颜料碟等用具，并为学

生购置冬装饰、生活电器等生活用品。 

办公室 腾讯 99 配捐 25003.72 

腾讯 99 企业配捐 6568 

2 阳光鹿童圆梦行动 腾讯公益 297369.67  0 北京 项目筹款已结束，现正在对患儿进行筛查。 办公室 

4 听力重建启聪行动 

腾讯公益 21287.19 

470000 全国 

我会通过 99 公益日和企业募捐的资金按照

每人 1 万元标准，对 47 名儿童提供了手术

费用补贴，目前项目已经实施完毕。 

一部 

腾讯 99 配捐 4509.12 

远程视界启聪行动 4203.9 

2016 年中央企业集善工程

听力重建启聪行动 
500000 

2016 年中央财政拨款 150000 

2017 年中央企业集善工程

听力重建启聪行动 
240000 

2017 年中央财政拨款 200000 



5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孙楠·重塑未来”专项

基金 

蚂蚁金服 7723.19 

991053.25 陕西 
为陕西省 22 名贫困肢残青少年进行下肢矫形手

术。现手术已执行完毕。 
一部 

腾讯公益 187049.4 

北京橡树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 

三度核心圈五期 60000 

上海觉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60000 

北京星尚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0000 

上海三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0000 

上海道引投资管理合作企业 60000 

王石磊 60000 

司红 30000 

陈财宝 20000 

林峥 60000 

陈振和 60000 

上海三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000 

苏州思贝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7000 

上海必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0 

南通伊仕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20000 

丹阳市博恒锯业厂 20000 

上海璨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0000 

章嘉玉 100000 

北京中航赛维时代新能源科技 200000 



有限公司 

李志兰 10000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00000 

上海湘柏商务咨询服务部 1000000 

西安元茂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60000 

智彼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150000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400000 

6 帮扶 200名聋儿康复 腾讯公益 28676.4 

0 
陕西、湖

北、宁夏、

四川、河

南 

项目管理团队经过前期调研，选定中国听力

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计

划救助 200 名贫困听障儿童。帮扶陕西、湖

北、宁夏、四川、河南 5 省区 200 名聋儿开

展康复训练。目前，募捐正在进行中。 

二部 

7 花开有声 

蚂蚁金服 186602 

177301 
北京、江

西、云南 

蚂蚁金服上线项目帮扶江西抚州市百灵聋

儿语训中心 12 名听障儿童开展聋儿语训。

目前，项目资金已拨付受助单位，12 名受

助聋儿正接受康复训练。 

腾讯公益上线项目选定中国听力语言康复

研究中心和云南省聋儿康复学校两家单位

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救助 22 名贫困听

障儿童。其中，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

10 名，云南省聋儿康复学校 12 名。目前项

目正在办理资金拨付手续。聋儿语训康复工

作将于 10 月开展。 

二部 
腾讯公益 328599.72 



8 爱之翼公益健步走 

蚂蚁金服 88.6 

32751 北京 

项目管理团队经过前期调研，选定北京启智

智障儿童培训中心作为项目实施单位。项目

计划购置教学互动电子白板为北京启智百

名智障儿童改善教学康复条件，在教室安装

使用。目前，受助智障儿童已经开始使用购

置的教学设备进行康复教学。 

二部 

微信支付 473.3 

企业捐赠 36390 

9 爱心一片 

蚂蚁金服 182226.03 

1482941.2 

宁夏、浙

江、河北

石家庄、

天津、北

京、湖南 

2017 年项目已救助湖南省 100 名贫困的脊

损伤患者与河北石家庄 9 名脊髓伤患者并

办理完毕出入库相关手续。项目持续开展

中。 

三部 

腾讯公益 16177.66 

腾讯 99 企业配捐 230 

企业捐赠 1667000 

银行转账 113700.17 

10 助力自闭症家庭成长 

腾讯公益 67336.5 

103207.49 乌鲁木齐 

2017 年助力自闭症家庭成长项目总计执行

已执行 41 节培训课程，30 场心里辅导。未

执行 8 节培训课程。 三部 
腾讯 99 配捐 44280.47 

腾讯 99 企业配捐 35870.99 

11 羲和手工艺者之家 腾讯公益 57622.89  0 福建德化 按照筹款金额制定方案，确定受助人 国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