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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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及缅甸小学生生活，2019 年全面启动

国际爱心包裹项目。（注：本公示不包含国际爱心包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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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包裹类型

爱心包裹产品包括学生型美术包、学生型温暖包、学生型生活包、学生型图



书包、学校型体育包、学校型音乐包、家庭型温暖包和灾害生活包，现阶段项目

主要产品是学生型美术包、学生型温暖包和学生型图书包。

1、1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美术包，关爱一名国内贫困地区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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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 元：捐购一个图书包裹，关爱一名国内贫困地区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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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图书包裹，因生产批次不同，包裹产品细节略有不同

二、第二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爱心包裹项目接收善款 1227.40 万元,项目

支出 1807.72 万元；项目结对发放美术包 84695 个，惠及 11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18 个县 408 所学校的 84695 名学生。

序号 省 市 县 受益人数

1
广西壮族自治

区 玉林市 博白县 2257

2 河北省 张家口市 赤城县 1262

3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东乡族自治县 1299

4 四川省 泸州市 古蔺县 419

5
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 古丈县 1043

6 湖南省 怀化市 会同县 70

7 云南省 曲靖市 会泽县 19804

8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 建始县 1136

9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

治县 837

10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 科尔沁右翼前旗 1037

11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奎屯市 552

12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平山县 646

13 江西省 上饶市 鄱阳县 9794



14 云南省 昭通市 巧家县 23438

15 安徽省 阜阳市 颍上县 129

16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 越西县 10876

17 湖北省 十堰市 郧西县 7483

18 云南省 昭通市 镇雄县 2613

总计 84695

三、第二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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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爱心包裹 10 周年活动落地、项目需求调研开展、项目县/学校走访及发包、

包裹产品生产及验货、受益学生名址收集、爱心包裹发放及手续回收等工作。

1、爱心包裹项目 10 周年活动成功举办

2019 年 5 月 28 日，以“小包裹，大爱心”为主题的“爱心包裹项目十年总

结暨新战略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央宣传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教育部全国资助中

心等单位领导及捐赠人、合作伙伴、媒体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会议，爱心大使王

宝强先生全程参与。



2、项目需求调研

2019 年 4-5 月，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七悦社会服务中心、北京师范大

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开展爱心包裹项目需求调研活动，以 10 年来爱心包裹项目

受益学校负责人为调研对象，推送问卷 2.8 万份，回收有效样本 4200 余份；需

求调研围绕音体美课程开展情况、音体美教师配备情况以及音体美教学用具配置

情况设计。5-6 月，项目组实地走访山东聊城冠县、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广西百

色隆林县和云南曲靖会泽县进一步了解受益学校/学生/需求。

3、项目县包裹发放

2019 年 5 月 3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爱心大使、著名演员王宝

强先生前往河北省赤城县，参加万东口中心小学爱心包裹发放活动，为孩子们送

上六一儿童节祝福。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副主任金疏雨、伙伴关系办公

室主任黄陆川\赤城县副县长李想、赤城县教科局局长刘志强川及东万口小学全

体师生等 300 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4、爱心包裹验货

4-6 月，新长城项目部多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前往浙江宁波、广东深圳、广

东清远收爱心包裹美术包裹产品。



（三）项目照片

安徽省萧县李庄小学学生收到爱心包裹

甘肃省秦安县千户镇徐王教学点学生收到包裹



山西省灵丘县东武庄小学学生收到爱心包裹好开心呀

抱抱太可爱了先给它涂上颜色



云南会泽县迤车镇索桥小学学收到爱心包裹

我最喜欢抱抱



公众-贵州省台江县桃赖小学学生收到爱心包裹

（四）项目故事：

（1）爱画画的女孩

我是一个爱画画的女孩，四年前通过爸爸的介绍知道有爱心包裹项目，在他的帮助下，

我把自己的绘画作品制作成台历进行拍卖，然后以拍卖者的名义进行捐赠。四年来，累计拍

卖 113 本台历，募集了 11300 元，帮更多的小朋友购买美术书包，园了他们的美术梦。我觉

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2）善行 100 让我感觉很有意义

2017 年十一月底大一的我第一次参加了善行一百。也很荣幸认识了两个队

友，也很荣幸成为那两个队友的猪队友。我们抱着做志愿者的心态在太原市里寻

找好心人为小朋友们募捐，我们总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最让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就

是我们在太原市茂业商城遇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那位妈妈很有爱心得为我

们捐献了一个包裹，她身边小朋友也从身上摘下自己的书包，翻了老半天，最后

翻出 3.7 元钱硬要塞给我们。此刻我们三个人对于小朋友的行为很是感动。



2018 年十一月中旬大二的我再一次参加了善行一百。对于第一年的经历我

感触很深，我想在大学时光中多做些事情，多帮助些人。善行一百是个很好的平

台。这一次的善行一百的经历我们感觉到了苦。坐在山西省图书馆外面的板凳上，

和队友迎着冷风吃着已经凉了的打包的麻辣拌。但是我感觉自己很幸福，因为我

在做好事，我在帮助别人，感觉这样的大学生活很有意义。

通过这两次善行一百，让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社会上存在很多的好心人。

这样的活动也锻炼了我的交流能力，让我敢于去与别人沟通，我很享受这种活动，

我也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参加善行一百，它将是我大学生活中很重要很难忘的一

部分。当看到小朋友们收到我们用募捐的钱为他们买的包裹的时候，我是流泪的，

是感动的，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幸福。他们的笑容是我们的

行动的最大肯定。

（3）爱在延续

我是来自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李伟豪，现在在中国农业大学读大四，我

第一次接触爱心包裹的时候是 09 年，那会刚上六年级，也正是 5.12 地震发生后

的不久，现在还清楚得记得在板房小学的操场上排队领爱心包裹的那个下午，真

的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第一批受益的学生，我的包裹是一个泸州的兵哥哥资助的，

那会的爱心包裹还是一个绿色的长方形盒子，不像现在是书包有更大的作用。每

天课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爱心包裹里浅蓝色的方形折纸折各种各样的东西，用

从来没用过的 24 色彩色水彩笔画画，每个包裹里还随机有一个福娃的人偶，我

的包裹里是熊猫晶晶，摁一下人偶的肚子人偶就会说" welcome to BeiJing"，

爱心包裹是我第一次接触志愿活动，是关于我的公益事业的开端，我的座右铭是

做一个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的人，上大学以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校内后

勤职工子女辅导作业，去市郊小学支教，暑假期间去贫困小学支教，看望听障儿

童等等。大三在校外兼职以来，我在支付宝爱心捐赠，腾讯公益，水滴筹，轻松

筹等公益平台共捐款 1500 余块，其中爱心包裹累计捐款 419 块。即将步入社会

的我，不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最后祝愿爱心包裹项目越办越好！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小孩子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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