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 2018 年第二季度实施情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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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 们的童年埋下爱的种子，启迪孩子们未来的梦想。

爱心包裹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尼泊尔小学生生活，2018

年爱心包裹又先后走进柬埔寨及缅甸小学生生活。

（二）受益对象

1、项目县

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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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推荐的贫困学校，爱心包裹项目组通过讨论评审方

式确定其受益资格，推荐人通过微信一对一平台发起项目为所推荐的学校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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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国际包裹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规划推进，已经启动了尼泊尔、柬埔寨和缅甸

3国，后续还将启动纳米比亚等更多项目国。



（三）包裹类型

1、1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美术包，关爱一名国内及国际贫困地区小学生

2、2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温暖包，关爱一名国内贫寒地区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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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累计捐赠美术包 102626 个，



温暖包 2245 个，合计 1071.16 万元。

三、第二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按照正常流程推进各项工作，

包括国际柬埔寨包裹发发放、尼泊尔包裹发放、缅甸包裹推进等；国内包裹产品

生产及验货、项目监测、受益学生名址收集、爱心包裹发放及手续回收等工作。

1、柬埔寨爱心包裹发放

5 月 11 上午，中柬民生合作项目启动仪式暨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

捐赠仪式在柬埔寨金边市布雷萨小学举行。柬埔寨王国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基础

教育司，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布雷萨小学及民众等

500 余人参加捐赠仪式。

2、尼泊尔爱心包裹发放

5月 27 日，在尼泊尔西部苏尔凯特的 LAMXI 中学响起了中国和尼泊尔两国

国歌，在尼泊尔的孩子们欢声笑语中迎来了中国人民援助的爱心包裹。捐赠仪式

上，LAMXI 学校的孩子们非常的开心。一接到书包，孩子们就坐在教室里翻开书

包，把里面的铅笔合、笔记本打开，仔细地查看着，爱不舍手。



3、缅甸爱心包裹推进

5月 27 日至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缅甸办公室爱心包裹工作团队前往掸邦

东枝，对缅甸爱心包裹试点项目受益学校进行了培训、与当地合作伙伴掸邦妇女

事务组织就项目启动仪式和发放仪式等细节工作（包裹仓储与运输、仪式活动方

案、活动筹备等）进行了沟通，并对当地三所受益小学进行了实地考察，进一步

了解了学校的教育现状与学生的学习用具需求。

4、爱心包裹验货



6 月 23 日至 27 日，爱心包裹项目组分别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前往宁波贝发厂

家和东清远真彩厂家厂家验收 2018 年美术包裹新产品。

5、爱心包裹项目监测

6月 21-26 日，爱心包裹项目组前往江西省宁都县、莲花县和安徽省太湖县

开展爱心包裹项目监测活动，分别向县教育局、学校教师及小学生了解包裹接收、

发放和使用情况，同时评估了小学美术课程开展情况及教师培训现状。

（二）受益情况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国内累计发放学生型美术包

102626 个、学生型温暖包 2245 个。项目惠及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50 个

县的 104871 名学生。

序号 省 市 县 学生数

1 安徽省 六安市 裕安区 283

2 广东省 茂名市 电白县 34

3 广东省 清远市 阳山县 44

4 广东省 韶关市 乐昌市 70

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11,143

6 贵州省 毕节地区 纳雍县 349

7 贵州省 毕节地区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
1,839

8 河北省 邢台市 平乡县 184

9 河北省 张家口市 阳原县 8,910

10 河南省 南阳市 淅川县 122

11 黑龙江省 黑河市 爱辉区 200

12 湖北省
黄冈市

麻城市 65

13 湖北省 英山县 32

14 湖北省 荆门市 钟祥市 50

15 湖北省 荆州市 洪湖市 658

16 湖南省 张家界市 桑植县 1,107

17 江苏省 徐州市 云龙区 78

18 江西省 九江市 修水县 592

19 江西省 萍乡市 莲花县 1,022

20 江西省 上饶市 鄱阳县 416

21 辽宁省 葫芦岛市 建昌县 10,251

22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红山区 42

23 内蒙古自治区 锡林郭勒盟 锡林浩特市 56

2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 隆德县 13,436

25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 同心县 3,517

26 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 达日县 2,307

27 山东省 聊城市 莘县 2,991

28 山东省 淄博市 淄川区 59

29 山西省
长治市

平顺县 1,040

30 山西省 屯留县 237

31 陕西省 商洛市 商州区 41

32 陕西省 榆林市 佳县 300

33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德格县 256

34 四川省 广元市 利州区 92

35 四川省 乐山市 夹江县 23



36 四川省 自贡市 贡井区 26

37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布拖县 123

38 天津市 天津市 静海县 56

39 西藏自治区 阿里地区 普兰县 66

4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英吉沙县 518

4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2,500

42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鹤庆县 1,248

43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元阳县 158

44 云南省 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25

45 云南省
昭通市

彝良县 20,371

46 云南省 镇雄县 11,647

47 浙江省 湖州市 吴兴区 141

48 浙江省 丽水市 青田县 76

49 重庆市 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3,808

50 重庆市 重庆市 巫溪县 2,262

合计 104,871

（三）项目照片

图为云南彝良县两河镇中心学校铜厂学生收到包裹情景



图为宁夏西吉县偏城乡回民小学学生收到美术包裹

图为遂川县洋湖小学学生收到美术包图片



图为千哈博爱小学 学生收到包裹图片

图为广西罗城县纳翁中小学学生收到包裹情景

（四）项目故事：

我是石城县龙岗中心小学一名普通的学生，像班上大多数孩子一样，我是个

留守儿童，爸爸妈妈为了生计为了供我们读书在广州打工，而我们姐弟几个由爷



爷奶奶照料，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只能尽量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求。

生活平淡着过着，直到有一天，学校沸腾了，听老师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爱心包裹到了，每个学生能发到一个爱心书包，当我打开书包的时候，被书包里

的各种礼物惊呆了，有我喜欢的画画笔和纸，还有许多学习用品，每个同学都很

高兴，一点都不亚于过年的喜悦，我们都兴致勃勃的翻看里面的“宝贝”，老师

告诉我们这些礼物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给我们的，我拿起笔在爱心卡片上写下了我

对那些不曾见面的爱心人士感谢与祝福。

老师给我们讲了爱心基金会很多献爱心的事，我心里不由的对这些爱心人士

产生了敬佩之情，他们真的很伟大，把自己的关爱传达到各个角落，让身在远方

的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我不仅感谢他们，而且心里暗暗发誓长大后我也要

当爱心人士，也要把我的爱心献给每一个人，只要每个人献出一点爱，那我们的

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我祝愿所有的爱心人士都万事顺心，天天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