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包裹项目 2017 年第四季度实施情况公示

一、爱心包裹项目简介

（一）项目背景

爱心包裹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电影频道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共同发起的一项全民公益活动，致力于改善贫

困地区农村小学生综合发展问题和生活条件。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给孩子们

送去一对一的关爱，改善贫困地区小学生综合发展和生活条件，圆孩子们的童年

梦想。

（二）受益对象

1、项目县

国家级贫困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贫困地区农村小学为项目学校，项目

学校的学生为受益对象。

2、社会推荐学校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地方推荐的贫困学校，爱心包裹项目组通过讨论评审方

式确定其受益资格。

3、指定捐赠

中国扶贫基金会接受大客户提出的指定捐赠申请，但是必须符合捐赠总金额

达 10 万元及整校覆盖的原则。

（三）包裹类型

1、1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美术包，关爱一名贫困地区小学生

2、2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温暖包，关爱一名贫寒地区小学生



图为学生型美术包，因厂家和生产批次不同，包裹颜色略有不同

图为学生型温暖包，因厂家和生产批次不同，包裹颜色略有不同

二、第四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爱心包裹项目累计接受社会捐赠 5691.98

万元，其中来自个人的捐赠409619笔，合计 5217.33万元；来自单位的捐赠47171

笔，合计 474.65 万元 。



三、第四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2017 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 日，爱心包裹项目按照正常流程推进各项工作，

包括：包裹产品生产及验货、评估验收及产品优化讨论、受益学生名址收集爱心

包裹发放及手续回收等工作。

1、包裹生产及验货

2017 年 10-11 月，爱心包裹项目组按计划推进采购及验货工作，分别组织

高校志愿者分赴真彩、齐心、贝发三家爱心包裹美术包供应商，检验美术包产品；

分赴红豆、耶莉娅两家温暖包供应商检验温暖包产品。

图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贝发验货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齐心验货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真彩验货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耶莉娅验货现场 图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红豆验货现场

2、爱心包裹项目评估验收

爱心包裹项目运营八年以来，内外部环境及公益市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爱心包裹项目更好的发展，新长城项目部通邀请北师大公益研究院作为第三

方机构开展项目影响力评估。截止 11 月底，评估团队完成项目评估报告，报告

指出：爱心包裹项目是一个多方受益的项目，在推动全民公益上有巨大贡献；

98.8%受益学生和学校对项目满意；77.7%受益学生认为项目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

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



（二）受益情况

2017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爱心包裹项目累计发放学生型美术包388434

个、学生型温暖包 90382 个。项目惠及 22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56 个县 2378

所学校和 478816 名学生。

序号 省 市 县
受益学生

数

1 安徽省 安庆市 太湖县 1159

2 安徽省 阜阳市 临泉县 2102

3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301

4 甘肃省 定西市 陇西县 13872

5 甘肃省 定西市 通渭县 10166

6 甘肃省 定西市 渭源县 18083

7 甘肃省 兰州市 榆中县 20299

8 广东省 茂名市 信宜市 43

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大化瑶族自治县 6409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都安瑶族自治县 306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北流市 53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博白县 277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陆川县 121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容县 122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兴业县 233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 玉州区 128

17 贵州省 毕节地区 纳雍县 11458

18 贵州省 毕节地区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
15200

19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
雷山县 6800

20 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
麻江县 7097

21 贵州省 遵义市 正安县 5211

22 河北省 保定市 顺平县 11056

23 河南省 周口市 太康县 20301

24 湖北省 宜昌市 秭归县 7136

25 湖南省 邵阳市 城步苗族自治县 13774

26 江苏省 盐城市 阜宁县 500

27 江西省 赣州市 石城县 13902

28 江西省 吉安市 遂川县 22857

29 辽宁省 本溪市 本溪满族自治县 455

30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 1606

31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 察哈尔右翼中旗 247

32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彭阳县 8304

33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西吉县 1068

3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原州区 18850

35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盐池县 17697

36 青海省 海东地区 平安县 3790

37 青海省 西宁市 湟中县 25297

38 山西省 忻州市 保德县 8660

39 山西省 长治市 平顺县 7261

40 陕西省 榆林市 横山县 4298

41 陕西省 榆林市 子洲县 1053

42 四川省 巴中市 南江县 22762

43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炉霍县 4230

44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石渠县 2138

45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布拖县 49449

46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美姑县 23786

47 四川省 绵阳市 平武县 4930

4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喀什地区 莎车县 781

49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尼勒克县 140

50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1133

51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
梁河县 8734

52 云南省 临沧市 云县 1175



53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
富宁县 21228

54 云南省 昭通市 镇雄县 6685

55 重庆市 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10479

56 重庆市 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
13614

合计 478816

（三）执行照片

图为溢水镇东川小学美术包裹发放仪式

图为贵州正安小学生收到美术包用橡皮泥表达当时的感受



图为小学生使用美术包产品

图为贵州正安县小学生穿上温暖包羽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