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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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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孩子们的童年梦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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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爱心包裹先后走进柬埔寨、纳米比亚和缅甸，

2019 年，国际爱心包裹项目启动，爱心包裹全面国际化。（注：本项目总结不

含国际爱心包裹数据）

（二）受益对象

1、项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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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通过组织爱心包裹捐购，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学现状和学习生活条件，

给孩子们送去一对一的关爱，圆孩子们的童年梦想。



（四）项目内容

1、学生型美术包：

1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美术包，关爱一名贫困地区小学生。学生型美术包以

基础文具和美术用品为主，共 3 大类，26 个品种，共计 102 件单品，产品突出

学生安全教育。

学生型美术包样图

2、学生型温暖包：

200 元捐购一个学生型温暖包，关爱一名贫寒地区小学生。学生型温暖包以

保暖御寒物品为主，包含羽绒服、围巾、手套、袜子、帽子等共 8个品种，能有

效解决贫寒地区学生过冬物资不充足的问题。



学生型温暖包样图

（五）项目流程

1、爱心包裹项目流程图：



2、爱心包裹项目执行图：

（六）项目整体数据

爱心包裹项目自 2009 年 4 月 26 日启动以来，截至 2019 年 12 月，累计接收

结对社会捐赠 72678.14 万元。项目累积发放学生型美术包裹 588.3 万个，学生

型温暖包裹 55.87 万个，学生型生活包裹 3.2 万个，学校型包裹 3.1 万个；惠及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78 个县 30217 所学校和 652.76 万名学生，同时还

有 6549 个家庭受益。（注：不含国际爱心包裹数据）

爱心包裹项目地图：



二、2019 年度爱心包裹项目开展情况

（一）2019 年度项目整体情况

2019 年，爱心包裹项目以 10 周年活动、流程优化、需求调研为思路开展工

作，全年筹款 5157.28 万元，支出 7009.43 万元。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爱心包裹项目共计结对发放学生型美术包 535600 个，

学生型温暖包 64924 个，惠及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16 个县（含 41 个深

度贫困县）2479 所学校的 600524 名学生，详情如下：

序号 省名称 美术包数 温暖包数 包裹总数

1 安徽省 31249 31249

2 北京市 107 107

3 甘肃省 32194 40733 72927

4 广西 26092 26092

5 广西壮族自治区 5291 5291

6 贵州省 169022 4665 173687

7 河北省 40800 40800

8 河南省 10543 447 10990

9 黑龙江省 800 800

10 湖北省 17944 17944

11 湖南省 52286 52286

12 江西省 11273 515 11788

13 内蒙古自治区 3167 3167

14 青海省 1163 1536 2699

15 山东省 3611 3611

16 山西省 4216 4216

17 陕西省 2532 2532

18 四川省 23012 17028 40040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1073 1073

20 云南省 94576 94576

21 重庆市 4649 4649

合计 535600 64924 600524



（三）年度重点工作

2019 年，爱心包裹项目正常流程推进各项工作，包括爱心包裹 10 周年活

动筹备及落地、项目升级需求调研开展、项目实地监测走访、百色美术教师培训

招募及落地、项目县培训、供应商招标及货物采购管理、99 筹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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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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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爱心包裹项目价值分析报告”。截

止 2019 年 4 月 26 日，项目累计接收善款超过 7个亿，包含了 232 万份个人捐赠、

17 万家爱心企业捐赠，以及 40 多亿笔网络捐赠。十年来，四川、甘肃、河南等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53 个县 2.8 万多所学校的 600 万名小学生和青海玉

树 6500 多个家庭从爱心包裹项目中受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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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地监测走访

2019 年，项目组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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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水城县、云南澜沧县等 10 多个项目县，了解

项目落地情况，包括包裹是否发到对应学生手中、县域内邮政投递是否有困难、

包裹的使用情况、教育局/学校对项目的意见和建议等。



4 美术教师培训活动

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23 日，我会联合百色市教育局、百色市教育基金会在

广西百色学院开展 2019 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百色市美术教师培训

会。百色市教育局副局长梁富文、百色市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梁文化出席，近 100

名来自靖西市、平果县等 7个县的小学骨干美术教师参加培训。同时，项目还支

持了云南澜沧县、河北青龙县、甘肃陇西县、广西靖西县等 10 余县开展美术教

师培训活动，直接受益教师近 1000 人。



5、项目县培训会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项目在京举行 2019 年度项目县培训会，通过流

程讲解、分组讨论、优秀案例分享等形式帮助参会人员了解项目流程。10-12 月，

项目组成员先后前往广西昭平县、河北蔚县/青龙县、贵州水城县/六枝地区、甘

肃陇西县/康乐县等 10 余县开展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项目学校老师对项目的了

解并提升执行效果。



6、供应商招标及管理

2019 年 7 月 30 日，项目举行学生型温暖包供应商竞争性谈判活动，经过公

开、公正、公平的评议，最终红豆集团和耶利亚服装有限公司中标，招标结束后，

项目重新设计了温暖包产品。



7、99公益日活动

99 公益日期间，项目组联合项目合作伙伴中国邮政集团及捐赠企业参与 99

公益活动，为中国国邮政集团公司、各省公司、地市公司等代表 600 多人开展了

2次直播培训。99 公益日活动爱心包裹共计发起一起捐 200 余次，动员近 3万人

次参与，筹集善款 100 多万元。

8、爱心包裹验货

2019 年，为保证爱心包裹生产交付质量，项目组先后 10 多次组织大学生

志愿者前往美术包裹供应商工厂浙江宁波、广东深圳、广东清远及温暖包供应商

工厂江苏无锡、山东耶莉娅开展验货活动，保证交付合格率超过 98%。



三、项目效果

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和公域合力管理咨询联合发布的“爱心

包裹”项目价值分析报告显示：爱心包裹项目创新了公益项目的标准化和精细化

管理，不断拓展筹资渠道并建立立体化激励机制，将情感、声誉、荣誉等多维度

激励应用到组织化、社会化筹款渠道中，持续激活各方资源为项目注入活力。爱

心包裹项目严格透明的资金管理、流程化操作以及差异化传播，为公益项目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范本。爱心包裹项目敏感捕捉互联网公益、“走出去”风潮等机遇，

发展网络筹款、将项目推向国际，引领行业。爱心包裹项目产品设计使学生感受

社会温暖，引导学生感恩社会。



四、项目故事及照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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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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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9 年度项目照片

河北蔚县受益学校学生收到爱心包裹

青海小学生放学路上



学生最喜欢的包裹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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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教师培训优秀画作

美术教师培训优秀画作



受益学生穿上爱心包裹里的羽绒服

爱心包裹发放现场



贵州省台江县桃赖小学学生收到爱心包裹

我最喜欢抱抱



云南会泽县迤车镇索桥小学学收到爱心包裹

广西昭平县学生收到爱心包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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