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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项目筹款

项目概述 公众参与

营养不良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全球有营养不

良的儿童人数达 2 亿人。WHO 调查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350 万母亲和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与营养不良有关。据联

合国发布的最新饥饿报告所示，2010 到 2012 年期间，全

球近 8.7 亿人（每 8 个人中有一个）正遭受慢性营养不良。

全世界绝大部分饥饿人口（8.52 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也有 1600 万。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生的膳食营养水平显著提高，但钙、

铁、锌、维生素 A 等营养素缺乏依然是普遍而突出的问题，

营养不良依旧困扰农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低和隐性饥饿

2016 年 2 月 2 日至 2 月 19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

明星 Angelababy 和李易峰在微博发起“晒给力 POSE，

为爱加油”的活动，号召网友在春节期间捐红包，为爱加

餐项目捐款；同时制作明星拜年相框 H5 页面，通过中国

晒给力POSE，为爱加油

李易峰与 Anglebaby 助阵“晒给力
POSE，为爱加油”活动。

图一

的情况仍普遍存在。

爱加餐项目自 2008 年启动以来，以有效改善贫困地

区儿童营养状况为目标，通过营养加餐、爱心厨房、营养

宣教等方式在坚持不懈的努力。截止 2016 年底，项目筹

集善款 2.17 亿元，累计投入超过 1.85 亿元，覆盖我国 10

省 37 州 / 市 74 县（区），提供 3800 余万份营养加餐，

捐赠 1164 所爱心厨房。此外为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家开

展学校供餐项目。此外，项目为全国 20 省 82 县 56.3 万

人次儿童提供了 68.4 万包蜜儿餐，价值 1.36 亿元。

支出情况
2016 年，爱加餐项目投入款物 3860.3 万元。在国内，

覆盖 8 省 23 州 / 市 /30 县 15.6 万人次儿童，其中营养加

餐覆盖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 5 省 12 州 17 县

245 所学校约 6.13 万人次学生；爱心厨房为云南、贵州、

广西等 8 省 22 州 27 县的 271 所学校配备了标准化的爱心

厨房设备。在柬埔寨、加纳等国家开展学校供餐项目，受

益儿童达 2.78 万人。此外，为云南、贵州 2 省 5 县 1.3 万

人次儿童提供了近 4.8 万包蜜儿餐，价值 858.8 万元。

2016年收支大数据

收入情况
2016 年收入 4083.27 万元，其中资金 3818.94 万元，

物资 264.33 万元。

2016 年资金收入 3818.94 万元，公众占 53.88%，

企业占 46.12%。

1

扶贫基金会微信以及腾讯公益爱加餐项目捐款页面进行推

广。截至 2 月 19 日，微博 # 爱加餐助成长 # 话题阅读量

超过 6700 万，吸引 17 万网友参与讨论；微博以及微信端

累计筹款超过 18 万元。

序号 渠道 金额 比例
1 捐一元餐厅消费者 15,371,568.40 74.71%
2 腾讯公益平台 2,086,947.64 10.14%
3 善行者 1,604,328.55 7.80%
4 沃尔玛店面消费者 1,052,945.04 5.12%
5 公益网店 285,367.00 1.39%
6 支付宝 161,569.19 0.79%
7 其他公众 12,503.00 0.06%

合计 20,575,228.82　

2016 年爱加餐项目公众筹款渠道分布

爱加餐项目国内受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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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中国发起的“捐

一元 • 献爱心 • 送营养”2016 年全国餐厅劝募活动正式

启动。筹款时间为 8 月 20 日至 9 月 11 日，通过百胜旗下

遍及全国的肯德基、必胜客、必胜宅急送以及东方既白近

7000 家餐厅开展。

2016 年捐一元项目启动全媒体宣传策略，根据各平台

特点分别制定传播策略。邀请蒋劲夫、何洁、朱丹、柳岩、

孔令奇等明星支持捐一元项目微博推广，2016 年捐一元微

博话题 # 捐一元爱在身边 # 阅读量近 1600 万；2016 年捐

一元累计发布微信文章近 30 篇，其中三篇微信阅读量超过

40000+；招募“捐一元项目传播大使”，邀请各行业有影

响力的网友一起传播。此外，捐一元项目还通过地铁广告、

地铁 LED 屏、杂志插页、商场 LED 屏等进行宣传。

2016 年捐一元项目累计筹款约 2241 万元，吸引了

1400 万人次公众参与。

继 2015 年联合发起爱加餐捐款之后，2016 年 10 月

8 日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再次携手沃尔玛、腾讯公益以及主

要供应商和顾客发起 2016 年“你‘沃’一起，为爱加餐”

活动，通过顾客捐赠、沃尔玛和供应商配捐的创新形式募款，

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活动期间，顾客可以通

过沃尔玛全国 400 多家购物广场及山姆会员商店收银处参

与捐赠；此外，沃尔玛优质品牌商嘉士利、佳洁士、舒肤佳、

伊利、好丽友也通过买捐的形式加入了本次活动；同时，

公众还可以通过腾讯公益乐捐平台进行线上捐赠。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截至 10 月 28 日，超过 32 万人次公众参

与捐赠，总募捐额近 265 万元人民币，影响近 1 亿人次。

捐一元，爱在身边 你沃一起，为爱加餐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在必胜客餐厅劝捐一元钱。

沃尔玛供应商在各家店宣传“你沃一起，为爱加餐”。

沃尔玛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腾讯公益以及主要供应商和顾客为
爱加餐项目捐款。2011 年至今，累计捐出约 700 万元人民币，
受益儿童超过 5000 名

贴满爱心墙的“你沃一起，为爱加餐”爱心卡。

沃尔玛收银人员接收顾客爱心捐款。

肯德基、必胜客为捐一元活动布置了餐厅，进行宣传。图一

图二

百胜中国 CEO Micky Pant 在捐一元活动期间于肯德基接收爱心
顾客捐赠的一元钱。

图八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在必胜客向顾客介绍捐一元活动。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莉在肯德基参加捐一元劝捐活动。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在肯德基向爱心顾客递送捐一元爱
心卡。

图三

图四

图五

捐一元活动期间制作的海报、餐盘点知等宣传物料。图七

北京必胜客披萨饼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志蕴在必胜客参加捐一元劝
捐活

图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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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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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

百事公司

好时公司

9 月 20 日，百事营养行动捐赠仪式在云南省昭通县盘

河乡三寨小学举行，百事公司宣布再次向中国扶贫基金会

捐赠 70 万元，这笔捐款来自百事公司大中华区员工的捐赠

以及百事基金会的配比资金，继续支持爱加餐项目。中国

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秘书长助理秦伟、百事公司大

中华区营养品类及商业高级副总裁林思瀚和集团事务副总

裁邰祥梅参加了捐赠仪式。捐赠仪式后，嘉宾们实地参观

了项目受助学校，与多名百事公司志愿者一起为该校的贫

困学生准备了营养早餐，并通过游戏互动与学生们分享了

营养健康的生活知识。

2015 年底，百事公司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 100 万

元，启动了“百事营养行动”，旨在改善云南省昭通市昭

阳区贫困小学生早餐营养状况。同时，“百事营养行动”

邀请营养专家对项目区师生进行营养知识教育和培训活动，

提供和增强孩子们成长所需要的营养健康科学知识。

自项目启动至今，“百事营养行动”向昭通 1600 多

名贫困小学生提供了共计 13 万份桂格营养早餐，并完成了

对该地区 200 名教师和厨房工作人员的营养卫生知识培训

工作。

4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与好时公司签署了“好时爱心厨

房项目”项目备忘录，为河南周口市沈丘县的贫困学校配

备爱心厨房设备，改善学校厨房卫生、提高操作效率，改

善学生们的基础营养。这也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厨房项

目首次进入河南省。

10 月 25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好时公司在河南省

周口市沈丘县付井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好时爱心厨房”项

目启动仪式。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好时亚太

区 CEO 习乐施，好时供应链副总裁 Jason Remain、周

口市沈丘县教育局陈宁处长、好时 10 多名员工志愿者和付

井镇中心小学全体师生以及公益时报等媒体代表共同参加

了此次活动。

项目执行

精细化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精准扶贫、稳健发展”的年度主

题下，爱加餐项目在项目管理上从对象瞄准和资金使用方

面更加注重精准、有效。

对象精准：在 2016 年爱加餐项目申报主要瞄准国家

级贫困县，并增加了申报学校覆盖国家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村”和“贫困学生”情况的统计，对覆盖“建档立卡村”

和贫困学生数量较多的学校予以优先考虑。目前，271 所

爱心厨房项目学校，共覆盖 781 个建档立卡村，5.7 万名

严把项目招标，遴选优质供应商

1）4 月 21 日，"2016 年爱加餐项目－爱心厨房供应

商竞争性谈判会 "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层会议室举行。此次

谈判会共 12 家企业参加，评委包括 3 名外部专家、捐赠人

代表百胜集团天津市场代表、受益项目区威宁教育局代表、

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共 7 人，中国扶贫基金会法务风

险官全程监标。在谈判过程中，各家企业分别进行了述标，

7 位评委从设备的生产技术、资质、售后服务、增值服务等

维度进行评审，尤其针对贫困地区对厨房设备要求及项目

执行要求，最终通过打分和核算确定了投标企业的评分和

排名顺序。最终选定昆明宏鑫城不锈钢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 2016 年爱加餐项目—

爱心厨房的中标供应商。

2） 7 月 26 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 2016 年爱加

餐项目——营养加餐竞争性谈判会。此次谈判会共 9 家供

应商参加，评委包括 3 名外部专家、捐赠人代表、百胜集

团北京市场代表、受益项目区江华县教育局代表以及中国

扶贫基金会秘书处领导和监测部工作人员共 7 位，中国扶

贫基金会采购督导官全程监标。各家供应商分别述标，评

委从技术、价格、售后服务、增值服务等方面进行评审，

经过打分和核算确定了投标供应商的评分和排名顺序。最

终，牛奶、鸡蛋供应商分别选定了昆明华曦牧业集团有限

公司、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以及昆明雪兰牛奶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家作为

2016 年爱加餐项目—营养加餐的中标供应商。

贫困学生，即每个项目学校平均覆盖约 3 个建档立卡村，

平均约 211 名贫困学生受益。

资金使用精准：为使资金使用更加有效，不断提升项

目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防止设备的闲置，本次申报将厨房

设备分为必选设备和可选设备，申报学校可根据学校实际

情况进行个性化选择，项目管理人员根据项目学校的选择

和前期考察情况，对厨房设备进行配置。

1 2

爱心厨房供应商竞争性谈判会现场。

参加谈判会供应商提供的招标文件。

图一

图二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江绍高（后排右二）、
秘书长助理秦伟（后排
右一）与百事公司大中
华区营养品类及商业高
年级副总裁林思瀚（右
四）和集团事务副总裁
邰详梅（右三）与学生
们大合影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与好时亚太区 CEO 习乐施一起为沈
丘县付井镇中学小学爱心厨房捐赠

百事公司向中国扶贫基
金会捐资 100 万元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左二）、好时亚太区 CEO 习乐施（左
三）、好时供应链副总裁 Jason Remain（右一）与学校老师一
起为孩子们分餐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营养加餐供应商竞争性谈判会现场。

参加谈判会供应商提交的招标文件。

图三

图四

3 4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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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项目前期考察与过程监测，确保项目质量

2016 年，为了解各县在实施项目前的准备工作及各县

基本情况，项目工作人员先后赴河北、辽宁、河南、贵州、

云南 5 省 13 县进行项目考察。2016 年，爱加餐新增项目

县学校 85 所，项目人员赴 43 所项目学校进行前期考察，

考察率达 50.59%。通过实地走访学校、学生家庭，了解

各地关于农村地区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模式、学校发展情况、

贫困现状、厨房准备情况等，并通过座谈会的形式介绍了

项目基本情况、操作要求，为项目在当地的顺利开展奠定

了基础。

2）9 月 2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事公司大中华

区共同邀请中国营养学会的营养专家在云南昭通县盘河乡

三寨小学举办食育教育活动。 他们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 (2016)》开发出了适合小学生的《健康营养手册》和营

养知识海报，为孩子们设计了寓教于乐的“营养知识课”和

食物模型等，让孩子了解什么是基本营养保证，怎样吃才

能更营养。此外专家还对当地学校校长以及老师开展了“学

校食堂供餐安全及营养知识”培训，旨在帮助提高中国贫困

农村地区学生营养水平和健康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3）10 月 10 日至 11 日，蜜儿餐项目营养知识培训会

在威宁县举行，培训会上，昆明医科大学营养专家芮溧、

如新企业善的力量经理朱小青、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

分别从营养知识讲座、蜜儿餐介绍及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

介绍，同时，营养专家为学生们上了一节生动的营养知识

公开课。来自威宁县 20 所小学的校长、老师们参加了培训

会。

201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先后赴云南福贡县、

施甸县、南华县开爱心厨房项目的项目监测。通过查看各

学校爱心厨房使用情况与教育局、学校老师座谈、走访学

生家庭，了解项目实施情况。同时，项目工作人员为项目

学校的校长、老师们进行了项目培训。

开展培训，提升营养意识和项目管理水平

1）3 月 11-1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营养学

会在云南昭通昭阳区开展爱加餐—“百事营养行动”培训会，

培训包括项目执行流程、反馈、宣传以及学生营养、学校

供餐安全等内容。来自昭阳区主要乡镇学校校长、学校供

餐负责人等近 200 人参加了培训。

营养知识培训

项目工作人员为受益学校的老师们做项目管理培训。

项目工作人员入户探访项目受益学生家庭。

图一

图二

制作的项目管理手册

营养专家为参会老师、厨师等人开展营养知识讲座。

学生们喝桂格燕麦乳

早上，学生们吃着营养“桂格燕麦片”和鸡蛋。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如新集团代表给参会老师们介绍蜜儿餐。

营养专家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营养知识公开课。

图一

图二

营养专家利用食物模型为学生们讲解营养知识。图一

图为项目工作人员入户考察学生家庭。图一

1）新学期开学前，营养加餐供应商为项目受益学校校

长、项目负责老师进行供餐前培训，内容包括鸡蛋、牛奶

储存条件、食用规范与注意事项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爱心厨房供应商在设备安装完毕后，对各学校后勤负

责人及厨师一对一进行培训，确认他们可以独自操作并安

项目管理培训

全使用设备。

2）为顺利实施项目，2016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

员多次赴项目县为学校校长、项目负责老师开展项目管理

培训，内容包括项目执行、反馈、宣教等方面进行培训。

1

1

2

1

3

2

4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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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最美教师”，发挥示范作用

为总结项目执行优秀经验，发挥其示范作用，表彰优秀项目区的老师们，并激励项目区校长与老师们的工作热情。中

国扶贫基金会爱加餐项目于 2016 年 3 月起，开展“最美教师”评选活动。此次评选的“最美教师”，包括最佳管理奖、

最佳传播奖和最佳培训奖三类奖项。活动包括教师推荐、项目区初选、网上投票、最终评选和颁奖五个阶段，历时 2 个月。

获奖教师老师名单：

企业探访活动

百胜中国

4 月 1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中国在云南寻

甸县联合乡凹子小学举办 2015-2016 年“捐一元”发餐

仪式。活动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百胜中国

CEO Micky Pant( 潘伟奇 )、公共事务副总裁王立志以及

百胜员工代表们将一盒盒凝聚着万众消费者及百胜员工爱

心的营养加餐分发到全校每一位学生手里，这也预示着“捐

一元”2015-2016 年度营养加餐发放工作正式启动。

9 月 1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肯德基中

国 CEO 屈翠容、肯德基公益大使——奥运冠军张梦雪赴河

北省西洪子店小学，看望“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项

目受益的孩子们，为每一个孩子亲手送上牛奶和鸡蛋，作

为每日营养补充。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为孩子们发餐。

百胜中国 CEO 潘伟奇先生与孩子们。

活动大合影。

图一

图二

图三

活动大合影。

肯德基公益大使——奥运冠军张梦雪、肯德基中国 CEO 屈翠容
共同为学生们发营养加餐。

图一

图二

中国扶贫基金会、百胜中国西南市场共同向洱源县捐赠 10 所爱
心厨房。

图一

11 月 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百胜中国西南市场公共

事务部、云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 2016 年“捐一元·献

爱心·送营养”项目云南省洱源县捐助仪式，会上，向洱

源县 10 所完小捐赠了爱心厨房，将惠及洱源县 21000 多

名学生。

最佳管理奖

省份 项目县 姓名

贵州 威宁县

李文燕

张薇

李威

李锦跃

云南

石林县
金莉萍

冯石平

　 邱先林

宣威市

孙本琳

朱法政

杨德敏

富宁县 鲁光祥

广南县 罗正华

两区（倘甸和轿子山） 左蕊

玉龙县 余尚仁

泸水县
李雪艳

王德文

湖南 江华县
伍守亿

熊艳

广西 凌云县 任彩祝

河北 隆化县 李顺民

最佳传播奖

省份 项目县 姓名

云南

宣威市 陈顺达

富宁县 叶森林

广南县 方朝平

石林县 沈鹏飞

湖南 江华县 周小芳

最佳培训奖

省份 项目县 姓名

云南

石林县 鲁玉芬

宣威市
蒲恩惠

苏学考

富宁县 黄东怀

泸水县 张福海

1

2

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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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公司

9 月 2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沃尔玛中国及其主要

供应商伊利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东田镇逸夫完小开展了

爱加餐项目受益学校探访活动，此活动也标志着 2015“你

‘沃’一起，为爱加餐”筹款活动的圆满收官。中国扶贫

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付

小明，伊利集团重点客户部门总监王东军和湖南省扶贫基

金会办公室副主任翦志锋、江华县副县长黎氢、江华县扶

贫办和教育局代表，沃尔玛 20 余名员工志愿者 , 以及逸夫

完小的全体师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受益人故事

九艳梅，怒族，12 岁，是云南福贡县匹河小学五年级

学生。一家 4 口人，爸爸在九艳梅很小的时候去世了，妈

妈一人独自带大了九艳梅三兄妹，是低保户。一家人住在

年代久远的房子里，家里没有什么电器。家里没有地，妈

妈患有眼疾，只能在家照顾九艳梅，两个哥哥在县城打工，

但收入很低，一年到头很少往家里寄钱，生活很困难。在

家生活的母女俩，日常生活中能省则省，一年也很少吃肉。

自从爱心厨房进入到福贡县，九艳梅在学校每天能吃上热

乎、可口、有营养的饭菜了，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好，性格

也开朗了起来。据老师说，九艳梅学习成绩很好，人也很

懂事。爱加餐项目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份营养，增强了

他们的体质，而且让他们学会珍惜、奉献。

学生们开学吃着营养加餐。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右一）、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
级副总裁付小明（右三）参观爱心厨房。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为学生们讲解食物营养与健康的重要

活动大合影。

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付小明为学生们发营养加餐。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匹河小学的贫困学生九艳梅和妈妈

九艳梅的家（门前狭窄只好拍房后）

图一

图二

1

3

4

52

如新集团

11 月 9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 NU SKIN 如新集

团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双龙镇凉山小学开展蜜儿餐项目

贵州探访活动，这是如新第二次组织蜜儿餐探访活动。在

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攻坚战的号召下，如新通过可持续的公

益项目帮助贫困儿童均衡营养，更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培养

贫困地区儿童对膳食营养理念的认知，从而缓解“隐性饥

饿”的影响，改善贫困地区营养匮乏的现状。活动上，NU 

SKIN 如新集团 20 余名经销商作为志愿者实地探访了蜜儿

餐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对受益学生家庭进行家访。同时，

志愿者们为学生们开展了营养知识课和趣味体育课。

如新集团代表为学生们讲解营养知识。

厨房阿姨正在用蜜儿餐做饭。

图一

图二

1 2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张哓艳发言。

好丽友

10 月 1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好丽友在福建长汀

县举办爱心厨房探访活动。好丽友爱心厨房志愿者代表走

进福建长汀赖坊小学，不但现场见证了爱心厨房的正式落

成，带去了生动有趣的膳食营养知识课堂 , 还同孩子们一起

进行了营养美食 DIY 课堂的精彩互动。

活动大合影。

图一

图二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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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胜国，12 岁，苗族，贵州雷山县排告小学五年级学生。

家有 6 口人，包括 77 岁爷爷、未婚的叔叔、爸妈与已上三

年级的弟弟。吴胜国与爸妈弟弟共用两件屋子，一间为卧

室，一间为厨房。家里以父母务农为生，除了自己家一亩

地还租了别人五亩地，每年收成后分一半给出租户。也因

此，吴胜国家靠天吃饭，经济来源不稳定，家庭贫困。她说，

家里鸡下的蛋不能吃，这是要孵小鸡的；牛奶只有过年来

客人了才能喝一点点。

2016 年，爱加餐项目进入到排告小学，吴胜国不用等

到过年就能吃上了美味的鸡蛋、牛奶。她喝着牛奶，幸福

地笑了……

罗转金，7 岁，苗族，三都县高硐小学一年级学生。一

家 4 口人住在一间年代长久的房间，房间既是卧房，又是

客厅厨房等，一家四口每晚挤在一张床。罗转金一家属于

建档立卡的低保户，每个季度可以领到 300 元的补贴。罗

转金一家只有 4 分地，种了一点菜，但不够吃，还需要买

一些。家有养一头猪，一天喂两次，一年到头才长到 50 斤

（一般家养猪可以养到 100 斤以上）。因为贫困，罗转金

家一天吃 2 顿饭，每顿一个辣椒酱炖的菜，没有油水，因

此罗转金一家都偏瘦小。40岁的爸爸身体不好，做不了重活，

但也没有钱去检查。

因家庭的贫困，7 岁的罗转金长的偏矮，从来没有喝过

牛奶，在家的时候很少能吃到鸡蛋和肉。罗转金总说，在

学校很幸福，学校的饭菜很好吃。

吴胜国的家

既是厨房又是客厅的屋子

图一

图二

吴胜国家一餐的菜

吴胜国与爸爸妈妈

图三

图四

欢快的罗转金。

罗转金家的外观

一家四口住的房间

透着光的房顶；下雨天，屋里也下着小雨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1

2

4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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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大事记 项目标准

资助一名学生一年的营养加餐：3 元 / 餐 *200 天 =600 元（按一学年 200 天计算）

资助一所贫困学校一年的营养加餐：600 元 *200 人 =120000 元（按一所学校学生人数 200 人计算）

资助一间标准化爱心厨房费用为 5-6 万元

其中营养加餐为：牛奶 + 鸡蛋

爱心厨房设备包括：电磁炉、蒸饭车、冰柜、操作台、消毒柜等。

1 月 1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召开“蜜儿餐营养评

估项目媒体解读会”。

8 月 2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秘书长助

理秦伟、北京必胜客比萨饼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志蕴来到北

京东直门必胜客餐厅体验“捐一元”劝募。

8 月 25 日至 26 日，母婴项目部张鹏与百胜（中国）

天津市场公共事务部媒体关系主任王涵共同对河北省平山

县爱加餐项目的实施进行实地可行性调研。

9 月 10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肯德基中

国 CEO 屈翠容、肯德基公益大使——奥运冠军张梦雪赴

河北省西洪子店小学，看望“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

项目受益的孩子们，为每一个孩子亲手送上牛奶和鸡蛋，

作为每日营养补充。

9 月 20 日，百事营养行动捐赠仪式在云南省昭通县盘

河乡三寨小学举行，百事公司宣布再次向中国扶贫基金会

捐赠 70 万元，继续支持爱加餐项目。

9 月 21 日，肯德基公益艺术餐厅揭幕仪式在杭州西湖

举行，现场展示了包括捐一元在内的多个肯德基公益主题

项目。

9 月 2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沃尔玛中国及其主

要供应商伊利，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东田镇逸夫完小

开展了爱加餐项目受益学校探访活动，此活动也标志着

2015“你‘沃’一起，为爱加餐”筹款活动的圆满收官。

10 月 8 日 - 28 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沃尔玛中

国联合发起的“你沃一起，为爱加餐”活动在沃尔玛全国

400 多家门店正式启动。嘉士利、佳洁士、舒肤佳、伊利、

好丽友等品牌通过销售附捐参与活动。

10 月 10 日至 11 日，蜜儿餐项目营养知识培训会在

威宁县举行。

10 月 25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好时公司在河南省

周口市沈丘县付井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好时爱心厨房”项

目启动仪式。

2 月 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明星 Angelababy 和

李易峰在微博发起“晒给力 POSE，为爱加油”的活动，

号召网友在春节期间捐红包，为爱加餐项目捐款。

3 月 9 日，好时公司代表实地考察了河北省承德市隆

化县爱心厨房的建设和使用情况。

3 月 11-1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营养学会在

云南昭通昭阳区开展爱加餐—“百事营养行动”培训会。

4 月 13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中国在云南寻甸

县联合乡凹子小学举办 2015-2016 年“捐一元”发餐仪式。

4 月 14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母婴项

目部副主任问会芳考察爱加餐项目牛奶供应商的奶源基

地——石林新希望雪兰牧业有限公司，实地了解奶牛养殖、

挤奶等情况。

4 月 21 日，"2016 年爱加餐项目－爱心厨房供应商竞

争性谈判会 "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层会议室举行。

4 月 26 日至 28 日，母婴项目部张鹏与好时（中国）

企业传播与社会责任部经理南晶共同对河南省沈丘县 2016

年爱心厨房项目进行了前期考察。

6 月 17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应邀参加

中国营养学会（CNS）举行的《2016 年全球营养报告》

发布会。

7 月 26 日，母婴项目部举办 2016 年爱加餐项目—营

养加餐竞争性谈判会。

8月2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百胜中国发起“捐一元•

献爱心 • 送营养”2016 年全国餐厅劝募活动正式启动。筹

款时间为 8 月 20 日至 9 月 11 日，通过百胜旗下遍及全国

的肯德基、必胜客、必胜宅急送以及东方既白近 7000 家

餐厅开展。

8 月 22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北京肯德

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莉前往北京东直门肯德基餐厅参加“捐

一元”劝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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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爱加餐项目资金收入表：

序列 公司名称 捐赠金额（元）

1 百胜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2,410,000.00 

2

沃尔玛中国联合伊利、嘉士利、好丽友、

佳洁士、舒肤佳品牌商 2016 年“你沃一起，

为爱加餐”活动筹款

2,650,000.00

3 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2,000,000.00 

4 百事公司 681281.57 

5 卡特彼勒基金会 1,000,843.89 

6 通用磨坊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835,151.50 

7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615,000.00 

8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277,800.00 

9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258,250.00 

10 利乐公司 189,953.00 

11 昆明雪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150,600.00 

12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145,999.00 

13 玛氏（中国）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00 

14 美国普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 17,000.00 

15 北京 GPJ 市场顾问有限公司 10,000.00 

16 爱心公众 5,243,183.79 

17 善行者 1,604,328.55 

合计 38,189,391.3 0

2016 年爱加餐项目物资收入表：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额

1 昆明宏鑫城不锈钢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39,070.00

2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1,591,240.00

3 百事公司 513,034.32

合计 2,643,344.32

特别鸣谢

特别鸣谢百胜中国、沃尔玛中国、百事公司、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好时公司、湾仔码头、伊利、嘉士利、佳洁士、

舒肤佳、好丽友、帝斯曼、利乐、卡特彼勒基金会、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昆明宏鑫城、新希望雪兰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蚂蚁金服爱心平台、新浪微公益等对爱加餐项目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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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 36 号南楼 5 层   

邮编：100086

网址：www.cfpa.org.cn

邮箱：my120@fupin.org.cn

联系电话：010-6256 1633；010-8287 2688 转 588,825

爱加餐项目腾讯乐捐 微公益爱加餐项目网织希望 - 为饥饿儿童
送营养 腾讯乐捐

捐一元项目腾讯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