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 2019 年第一季度实施情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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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项目募捐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爱心包裹项目接收善款 1197.16 万元,项目

支出 418.36 万元；项目结对发放美术包 78227 个，结对温暖包裹 20604 个，共

计 105831 个，惠及 1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5 个县 615 所学校的 105831 名

学生。

序号 省 市 县

美术包

数

温暖包

数 合计

1 云南省 昭通市 巧家县 2226 2226

2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
文山县 994 994

3 云南省 普洱市
澜沧拉祜族

自治县
15059 15059

4 云南省
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
红河县 690 690

5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
尼勒克县 521 521

6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

治州
盐源县 1783 1783

7 四川省 乐山市
马边彝族自

治县
0 16003 16003



8 山西省 长治市 武乡县 433 433

9 山西省 吕梁市 兴县 360 360

10 山西省 吕梁市 方山县 158 158

11 山西省 大同市 灵丘县 2759 2759

12 山东省 临沂市 郯城县 619 619

13 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

治州
共和县 551 551

14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

治州

门源回族自

治县
342 342

15 江西省 上饶市 广丰县 483 483

16 湖南省 岳阳市 平江县 16701 16701

17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巴东县 430 430

18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甘南县 398 398

19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 桦南县 402 402

20 河南省 商丘市 睢县 287 287

21 河南省 三门峡市 陕县 1565 144 1709

22 河南省 三门峡市 渑池县 0 43 43

23 河南省 三门峡市 卢氏县 0 135 135

24 河南省 三门峡市 灵宝市 674 125 799

25 河南省 三门峡市 湖滨区 147 147

26 河北省 张家口市 赤城县 257 257

27 河北省 石家庄市 行唐县 454 454

28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
长顺县 443 443

29 贵州省 六盘水市 水城县 9936 9936

30 贵州省 六盘水市 六枝特区 1133 1133

31
广西壮族

自治区
贺州市 昭平县 1038 1038

32 甘肃省 天水市 秦安县 9080 9080

33 甘肃省 陇南市 礼县 8044 8044

34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

治州

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

153 11154 11307

35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107 107

合计 78227 27604 105831

三、第一季度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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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活动筹备、项目实地监测走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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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活动筹备

爱心包裹项自 2009 年 4 月 26 日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累计接受社

会捐赠 400多万笔共计 6 亿多元，动员 38.8 万大学生志愿者宣传推广项目。项目先后为汶

川地震灾区、玉树地震灾区、西南旱灾灾区、芦山地震灾区、鲁甸地震灾区及全国贫困地区

的 842 个县、27738 所学校，为近 600万小学生送去了社会的关爱。为梳理总结爱心包裹项

目十年成果,我会计划于 2019 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开展“爱心包裹项目十年总结及新战略发

布会。

2、项目实地监测走访

2019 年 3 月 11-12 日，爱心包裹项目人员前往山东聊城市冠县参加陈贯庄小学爱心包

裹发放仪式，并开展爱心包裹项目监测及美术教师培训调研。捐赠企业耀莱财富总裁刘颖卓、

聊城市老促会李体元、冠县曲副县长、教育局代表、媒体代表、冠县小学教师代表及陈贯庄



小学全体师生 400 余人参加。

3、爱心包裹验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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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小学生放学路上

学生最喜欢的包裹里的东西



收到爱心包裹好开心呀

我想画出那个爱心人士



我们都有小画家宝盒啦

学生用爱心包裹里面的美术工具画心目中的美丽学校

（四）项目故事：



（1）收获温暖

在白石学校，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和老师，还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其

中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便发生在上个星期。还记得那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听着广播

里的通知，排着两条长长的队伍走出了教室，就像蜿蜒的长城一样。

在综合楼前站好后，老师在前面说的什么我都没有听进去，好奇的眼睛里只

有台上大大的包裹。不一会儿，老师把他们发了下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排队回教

室里准备拆开，但由于还没得到老师的示意，也只能在教室焦急的坐着。虽然只

过了几分钟，但却像过了好几年似的，我们班的同学开始期待盒子里面到底是什

么，于是手开始不听使唤，在盒子上抠来抠去，好奇的要命，看着他们的表情，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时老师过来了，我们打开了包装，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一个书包，顿时有些

难过。不料老师突然说："打开书包里面有惊喜"，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打开了

书包，发现里面竟然是满满当当的学习用品和玩具等，欣喜不已，有的开始把玩

里面的橡皮泥；有的在往新的文具盒里放置自己喜爱的文具；有的在与同学一起

用里面的小娃娃玩“故事表演”游戏，在段时间我们还拍了许许多多开心的照片。

我永远都记得那天班上的欢乐气氛，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有用

的人，让母校的学生也展开笑颜。

（2）温暖的爱

我们这里天气很冷，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上学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有的同学要走几个小时。冬天，山上的雪白白的，

就算偶尔出一次太阳也特别冷。我觉得这个冬天实在是太漫长了，过去了，又好

像没过去。

突然有一天，我看见学校来了一辆大车，我当时非常好奇，里面是什么呢？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是送给我们的东西。

王老师让我们坐在教室里，然后亲手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包裹，我们兴奋的打

开了它，原来，里面是一套衣服，还有手套，围巾。王老师那天亲自给我穿上了

厚厚的外套。后来，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社会上一些关心你们的好心人送给你

们的爱心包裹，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也能成为一个热心的，对社会有用的



人。

从此之后，我觉得大竹堡的冬天竟然没有那么寒冷了，因为，有一些哥哥姐

姐叔叔阿姨们时时刻刻都在温暖着我们。

（3）感谢爱心包裹

非常感谢来自远方的爱心人士，我已收到您们的爱心衣服。在这个寒冷的冬

天有了那么一件暖和的衣服以及手套，帽子，围巾都温暖了每一个内心寒冷的学

生！

爱心衣服发下来的第一天，全校小同学都穿上了温暖的衣服，课间操看着同

学们黄、蓝两种颜色的爱心衣服，做操时他们脸上流露出那灿烂的微笑，他们的

微笑就像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每个同学嘴上都有说不清楚的满足，就像每年过

年每个孩子都要穿新衣，吃好东西，这是每个孩子的期望，在这新年即将到来的

时刻，我看到了他们满足的喜悦。

在往时的我们，虽然有衣服穿，但都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兴过，也许有的同学

冬天还穿着一件短袖或者一件薄外套，或许他们最怕的永远是冬天，寒冷，刺骨，

每一个冬天避免不了的是一阵阵狂风。但这次在我们最冷的时候，谢谢您们——

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因此我不怕冬天，同学们也不怕冬天，反而更喜欢冬天了。

当我穿上这件衣服时，感觉这件衣服特别暖和，特别是早晨跑操时，我竟感

觉不到冷。而且在即将到来的考试，每天写字手指都会被冻得通红，但是现在有

了手套，我的手也特别暖和，所以发自内心的感谢，感谢您们带来的温暖。放假

来临之际，每个同学都穿着一样暖和的衣服，别提心里那美滋滋的滋味了。

谢谢您们——来自远方的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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