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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简介 

1、 项目背景 

为帮助贫困母亲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引导贫困家庭提高

生活质量和安全健康意识，2012 年 5 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启动“母亲邮包”公益项目。该项目以中国邮政开启的邮政绿色

通道为服务支撑，主要选取贫困母亲日常生活必需品，发动社会

各界通过“一对一”的捐助模式，将由生活必需品组成的母亲邮

包准确递送至贫困母亲手中。 

2、项目目标 

为贫困母亲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帮助她们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 

3、项目资助标准 

100元捐赠一个“母亲贴心包”， 有效的解决贫困母亲生

活用品不充足的问题。  

200元捐赠一个“母亲温暖包”， 有效解决贫寒地区贫困

母亲过冬物资不充足的问题。 

300元捐赠一个“母亲家庭包”， 有效解决贫困母亲起居

生活品不充足的问题。 

700元捐赠一个“妈妈宝箱”，有效解决低收入家庭孕产妇

和新生儿生活用品不充足的问题。 



800元捐赠一个“校园安全应急包”，有效帮助师生应对地

震、火灾等突发事件造成的伤害。                          

二、2015 年度项目社会捐赠情况  

2015年共募集项目资金 1819余万元。                    

三、2015 年度项目执行情况                                   

1、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2015年，“母亲邮包”项目共实施项目资金 1819余万元，分

别向 31个省区市 1171个（截至 11月底）行政村共发放母亲邮

包 8万余个，8万余名母亲及家庭从中受益。 

 



 

2、项目实施情况表 

“母亲邮包”项目实施情况统计表 

制表时间 2016.1.14 

实施 

时间 
落实情况 邮包类型及发放数量(个） 母亲邮包金额（元） 

2015.1 广西贺州市富川县 51 个贴心包 2个暖心包(定制) 
贴心包：5100          

暖心包(定制)：400 

2015.1 四川省雅安市 207个贴心包 贴心包：20700 

2015.1 内蒙古 
900个暖心包、2000 个家庭包、250

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180000       

家庭包：600000       

暖心包（定制）：50000 

2015.1 四川省广元市 102个贴心包 贴心包：10200 

2015.1 新疆 475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95000 

2015.1 

西藏、重庆市长寿区、巫溪县、秀山县、北

碚区、永川区、垫江县、黔江区、潼南区、

巫山县、渝北区 

2002 个暖心包(定制)、1541 个贴心

包、178 个家庭包 

暖心包(定制)：400400 

贴心包：154100         

家庭包：53400   

2015.2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广元 146个贴心包、21 个暖心包(定制) 
贴心包：14600        

暖心包(定制)：4200 

2015.2 河南省鹤壁市 150个暖心包 暖心包：30000 

2015.2 广西、甘肃、宁夏、陕西 4525 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905000               

2015.2 辽宁省鞍山市 59 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11800 

2015.2 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 100个暖心包 暖心包：20000 

2015.2 广东省肇庆市 
50 个贴心包 314 个暖心包 82 个家庭

包 

贴心包：5000          

暖心包：62800         



家庭包：24600 

2015.4 

陕西省扶风 500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252000       广西靖西县 500个暖心包(定制) 

广西防城港市 260个暖心包(定制) 

2015.4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 130个家庭包 家庭包：39000 

2015.4 宁夏隆德县 825个贴心包 贴心包：82500 

2015.5 西藏 100个暖心包 暖心包：20000 

2015.5 西藏 250个暖心包 暖心包：50000 

2015.5 西藏 500个暖心包 暖心包：100000 

2015.5 西藏、甘肃 
1300 个暖心包、2400 个贴心包、133

个校园安全应急包 

贴心包：240000        

暖心包：260000          

校园安全应急包：106400 

2015.6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50个暖心包(定制) 

贴心包：11000         

暖心包：60000          

暖心包(定制)：232400 

青海省海南州 300个暖心包 

甘肃省 110个贴心包 

宁夏固原 7 个暖心包（定制） 

新疆 500个暖心包（定制） 

江苏连云港 252个暖心包（定制） 

广西、内蒙、贵州、四川、甘肃 253个暖心包（定制） 

2015.6 新疆 200个家庭包 家庭包：60000 

2015.6 江苏省扬州 497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99400 

2015.8 天津塘沽 1064 个家庭包 家庭包：319200 

2015.8 天津塘沽 2243 个家庭包 家庭包：672900 

2015.8 天津塘沽 1666 个家庭包 家庭包：499800 

2015.8 天津塘沽 185个家庭包 家庭包：55500 

2015.8 天津塘沽 170个家庭包 家庭包：51000 

2015.10 贵州 1000 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200000 

2015.11 青海、四川南充 15 个家庭包、709 个暖心包（定制） 
暖心包（定制）：41800  

家庭包：4500 

2015 
云南、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 29 个省

区市配备 100 个校园安全应急包 
2510 个校园安全应急包 校园包：2008000 

2015 

云南 2000 个孕产包 

孕产包：2000000 江西 2000 个孕产包 

河南 1000 个孕产包 

2015 西藏 108个贴心包、6 个暖心包 
贴心包：10800        

暖心包：1200 

2015 

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西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

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 

19429 个贴心包、2278 个暖心包、5437

个家庭包、4654 个暖心包(定制) 

贴心包：1942900           

暖心包：455600        

家庭包：1631100       

暖心包(定制)：930800 



2015 新疆喀什 
59个暖心包 191个暖心包(定制)1000

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        

暖心包：11800         

暖心包(定制)：38200 

2015 

陕西省咸阳淳化 400个贴心包 

贴心包：519700        

暖心包：1737300         

家庭包：600000 

河北省怀安县 20 个暖心包 

内蒙古阿拉善盟 34 个暖心包 

内蒙古赤峰市 166个暖心包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 100个暖心包 

甘肃省定西市 28 个暖心包 

河北省曲周县 250个暖心包 

内蒙古满州里 250个暖心包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79 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东地区 108个贴心包 

青海省西宁市 6 个贴心包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 37 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北市 46 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东市 152个贴心包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166个暖心包 

云南省迪庆 155个贴心包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52 个暖心包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 207个暖心包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 147个贴心包 

云南省迪庆 319个暖心包 

黑龙江省漠河 250个暖心包 

内蒙古赤峰市 8 个贴心包、50个暖心包 

安徽省涡阳县 800个贴心包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 7 个暖心包 

甘肃省定西市 48 个贴心包 

吉林省长春市 97 个贴心包 

内蒙古阿拉善盟 125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17 个贴心包 

山东省日照市 209个贴心包 

陕西省商洛市 66 个贴心包 

天津市北辰区 97 个贴心包 

西藏那曲地区 3 个贴心包 

重庆市荣昌县 112个贴心包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 200个贴心包 

新疆伊犁地区 400个贴心包 

天津塘沽 4003 暖心包、2000个家庭包 

甘肃省定西市 221个贴心包 

宁夏固原市 53 个贴心包 

青海省 
西宁市 25 个贴心包、海北州 7 个贴心

包、果洛州 34 个贴心包、海南州 400



个贴心包 

四川省甘孜州 98 个贴心包 

天津市蓟县 28 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 

丁青县 32 个暖心包、达孜县 2 个暖心

包、林芝县 32 个暖心包、亚东县 20

个暖心包、隆子县 4 个暖心包 

青海海东地区 200个贴心包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 309个贴心包、100个暖心包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 210个暖心包 

云南昭通 150个暖心包 

云南迪庆 100个暖心包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 9 个暖心包 

四川省达州市 95 个暖心包 

河北蔚县 250个暖心包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 450个贴心包 

重庆市 500个暖心包 

甘肃会宁县 60 个贴心包 

甘肃会宁县 100个暖心包 

新疆乌鲁木齐 200个暖心包 

西藏拉萨 53 个暖心包 

云南泸西县 54 个暖心包 

江西安远县 54 个暖心包 

北京怀柔区 54 个暖心包 

天津河北区 59 个暖心包 

上海 70 个暖心包 

吉林 71 个暖心包 

宁夏彭阳县 35 个暖心包 

新疆兵团莎车县 86 个暖心包 

海南儋州市 42 个暖心包 

河北滦平县 100个暖心包 

安徽蚌埠市 19 个暖心包 

湖南辰溪县 184个暖心包 

  合计 

贴心包：31165 个                   

暖心包：14644 个                    

家庭包：15370 个                    

暖心包(定制)：17107 个              

校园包：2643 个                     

孕产包：5000 个             

贴心包：3116500          

暖心包：2928800           

家庭包：4611000     

暖心包(定制)：

3421400            

校园包：2114400      

孕产包：2000000 

四、项目实施效果 



 “母亲邮包”项目锁定贫困母亲群体，从贫困母亲最基本的

生活所需出发，给她们送去最贴心的关爱和服务，并将这种关爱

辐射到整个家庭，为提高贫困母亲生活质量，改善贫困母亲生活

状况，让贫困母亲过上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

为推动项目实施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灾害

救助方面，母亲邮包发挥出了快捷、实用的项目优势。每次地震

灾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极大破坏、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短缺

的情况下，“母亲邮包”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为灾区群众渡过

难关解决了燃眉之急，成为受灾群众的及时雨、雪中炭。 

五、受益人故事 

“母亲邮包”温暖母亲的心 

吴改玲是曲周县依庄乡依庄村人，1964年出生。夫妇俩有

一个女儿和一个收养的残疾儿子，女儿现已出嫁。2009 年 3月

的一天，在依庄派出所附近她发现一名背后长着一个大肉瘤的弃

婴，不知这个孩子还能不能活，要是活下来给孩子治病是不是要

花很多钱，大家心里都没底，众人议论纷纷，但是都没有抱走的

意思，心底善良的她不顾别人的劝说收养了弃婴。随后四处求医

问药，在石家庄儿童医院被确诊为脊椎瘤，手术费需要数万元，

这对这个至今仍住着土坯房的家庭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她仍四

处借钱花费了 5万多元，为孩子做了切除手术。术后孩子的下肢

仍然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吴改灵为了照顾孩子，放下了手中

的一切，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对于自己的付出她



无怨无悔。当妇联同志们把“母亲邮包”送到吴改玲手中时，她

非常激动，说非常感谢好心人没有忘记她们，她说一定要好好的

生活下去，再苦再难也得坚持！ 

 

第一个用上妈妈宝箱的宝宝 

龙宗是一位藏族妇女，家住青海省海东市松多乡五十镇桑士

哥村三社。11 月 19 日是她家宝宝的“百天”，妈妈宝箱成为小

家伙收到的最特殊的礼物，他也成为第一个用上妈妈宝箱的宝宝。

当我们来到龙宗家的时候，屋内虽门窗紧闭，生着炉火，但犹有

一些冷意。因为青海省地处高原，冬季格外寒冷，农村地区又没

有暖气，只能靠火炉取暖，所以屋里还有一股厚重的煤气味。怎

么不稍微开点窗啊？龙宗的婆婆矛盾地说，屋里太冷，开窗怕孩

子感冒。 



我们打开妈妈宝箱，把里面的被褥、围嘴、隔尿垫等物品一

一介绍给婆媳俩，她们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些东西正是孩子需

要的。大家帮着把婴儿被褥铺好，把孩子抱进藤编的婴儿床里，

孩子躺在里面刚刚好。孩子奶奶摇着拨浪鼓，逗着孩子，说：“娃

娃有玩具喽。” 

随行人员拿出妈妈宝箱里面的平板电脑，翻到新生儿护理知

识，告诉龙宗婆媳俩，要经常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孩子身

体才更健康。龙宗欣奇地翻着平板电脑，高兴地说：“这里面的

知识太全了，很多时候孩子出现一些状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

下可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