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3年1月-8月

项目名称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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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3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300000

世华智业投资集团 1,00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10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0

中国铝业公司 285,9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2859个贴心包 贴心包：285900

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 1,00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10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0

赛莱默（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101,6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1016个贴心包 贴心包：101600

上海江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28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6800个贴心包，3000个暖心包
贴心包：680000

暖心包：600000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 40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4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400000

活跃传媒集团员工捐赠 23,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230个贴心包 贴心包：23000

网易UGC爱心网友 18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 900个暖心包 暖心包：180000

四川省雅安市 5319个暖心包

甘肃省定西市 7000个暖心包

百事基金会 2,010,000.00 2013.5 四川省雅安市 20100个贴心包 贴心包：2010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克什克腾旗980个暖心包、红山区20个暖心包

河北省秦皇岛市 昌黎县87个暖心包、卢龙县16个暖心包

河北省张家口市

万全县564个暖心包、赤城县16个暖心包、康

保县74个暖心包、蔚县10个暖心包、宣化县

246个暖心包

四川省雅安市 2000个家庭包

云南省曲靖市 富源县5000个贴心包

云南省昆明市 东川区5000个贴心包

李宁（北京）体育用品商业有限公司 390,000.00 2013.4 四川省雅安市发放30000个应急小药包 3000个应急小药包 应急小药包：390000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3.7 甘肃省定西市 1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393,400.00 2013.5 四川省眉山市 1967个暖心包 暖心包：393400

贵州省桐梓县 188个贴心包

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县 62个暖心包

广州爱福来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3.5 广东省鹤山市 1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

河北省邯郸市 500个暖心包

安徽省淮北市 500个暖心包

香港纪惠集团、香港慧贤慈善基金 393,400.00 2013.5 四川省雅安市 1967个暖心包 暖心包：393400

河北省张家口市富迪慈善基金会 120,000.00 2013.1 河北省张家口市 12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20000

北京科技大学师生 5,700.00 2013.9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 57个贴心包 贴心包：5700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8,400.00 2013.5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 84个贴心包 贴心包：8400

中国光大银行 800,000.00 2013.5 四川省雅安市 2000个贴心包、2000个家庭包
贴心包：200000

家庭包：600000

甘肃省 漳县3000个贴心包、岷县4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700000

广东省

阳江市650个贴心包、湛江市650个贴心包、

茂名市650个贴心包、梅州市500个贴心包、

汕头市500个贴心包、韶关市500个贴心包、

河源市500个贴心包、肇庆市350个贴心包、

清远市350个贴心包、揭阳市350个贴心包

贴心包：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员工 3,200,000.00 2013.8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3年母亲邮包公益项目落实情况

暖心包：4026002013.5402,600.00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母亲邮包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200,000.00

2013.72,463,800.00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暖心包：2463800

家庭包：600000

贴心包：1000000
2013.5

暖心包：2000002013.7

1,600,000.00

香港华懋集团

贴心包：18800

暖心包：124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1,200.00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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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伊春市200个贴心包、讷河100个贴心包、肇

源200个贴心包、青冈县100个贴心包、兰西

100个贴心包、甘南100个贴心包、绥化北林

区100个贴心包、嘉荫县200个贴心包、望奎

县100个贴心包、萝北县200个贴心包、绥滨

县200个贴心包、庆安县100个贴心包、明水

县100个贴心包、抚远县200个贴心包、饶河

县200个贴心包、同江县200个贴心包、漠河

100个贴心包、呼玛100个贴心包、北安100个

贴心包、嫩江县100个贴心包、孙吴县100个

贴心包、逊克县100个贴心包

贴心包：300000

辽宁省
东洲区150个暖心包、清原县1050个暖心包、

新宾县300个暖心包
暖心包：300000

吉林省

桦甸市200个暖心包、永吉县200个暖心包、

敦化市200个暖心包、和龙市200个暖心包、

抚松县200个暖心包、梅河口市200个暖心包

、吉林省300个暖心包

暖心包：300000

浙江省

余姚市400个暖心包、慈溪市横河镇150个暖

心包、奉化市200个暖心包、鄞州区200个暖

心包、江北区150个暖心包、海曙区南门50个

暖心包、海曙区望春50个暖心包、海曙区西

门50个暖心包、江东区东郊30个暖心包、江

东区白鹤40个暖心包、江东区百丈40个暖心

包、江东区东胜40个暖心包、镇海区九龙湖

镇40个暖心包、东钱湖40个暖心包、杭州湾

新区20个暖心包

暖心包：300000

西藏自治区

阿里地区300个暖心包、昌都地区1200个暖心

包、拉萨市340个暖心包、林芝地区260个暖

心包、那曲地区100个暖心包、日喀则地区

1800个暖心包

暖心包：800000

新生活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144,300.00 2013.5 四川省雅安市 1443个贴心包 贴心包：144300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110,000.00 2013.1 浙江省 11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10000

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干部职工 15,400.00 2013 青海省泽库县 146个贴心包、4个暖心包
贴心包：14600

暖心包：800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干部职工 23,000.00 2013 河北省阜城县 230个贴心包 贴心包：23000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53,500.00 2013.7 青海省黄南州 535个贴心包 贴心包：53500

四川省雅安市 宝兴县4000个家庭包、石棉县5000个贴心包

四川省成都市 邛崃市2000个家庭包、新津县2000个家庭包

四川省眉山市
东坡区3000个家庭包、洪雅县2000个家庭包

、丹棱县2000个家庭包

各级妇联和邮局组织发动，通过邮政系统前台

代收捐赠
7,247,000.00 2013.8

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

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河南

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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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心包：62062个、晚心包：5123个、家庭

包：54个

贴心包：6206200

暖心包：1024600

家庭包：16200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12个贴心包

重庆市永川区 4个暖心包

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 172个贴心包

中国农业银行员工 3,200,000.00 2013.8

家庭包：4500000

贴心包：500000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5,000,000.00 2013.5

母亲邮包

支付宝网友 54,700.00
贴心包：46300

暖心包：8400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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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 亭湖区7个贴心包、响水县11个贴心包

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 4个暖心包

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 8个贴心包

广西贺州市
八步区1个贴心包14个暖心包、钟山县15个暖

心包、富川瑶族自治县2个暖心包5个贴心包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8个贴心包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50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3个贴心包

广西钦州市 浦北县1个贴心包、钦北区31个贴心包

广西梧州市岑溪市 3个暖心包

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左贡县 12个贴心包

贵州遵义桐梓县 138个贴心包

内蒙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达兰图如嘎

查

4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 7个暖心包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 10个贴心包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1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哈什哈苏木乌尼格图嘎查7个贴心包、巴润别

立镇上海嘎查2个贴心包

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 7个贴心包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1个贴心包、2个暖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1个贴心包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 2个暖心包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 107个贴心包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彭阳县120个贴心包、原州区169个贴心包、

西吉县24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察隅县 175个暖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245个贴心包、喀喇沁旗210个

暖心包、巴林左旗366个贴心包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43个贴心包

河北省秦皇岛市
青龙满族自治县50个贴心包、卢龙县25个贴

心包、抚宁县25个贴心包8个暖心包、海港区

2个暖心包

甘肃省天水市 武山县803个贴心包、秦安县200个贴心包

黑龙江佳木斯市
汤原县9个暖心包、富锦市5个暖心包、同江

市3个暖心包、桦南县10个暖心包、桦川县10

个暖心包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300个贴心包52个暖心包

江西省吉安市
吉安县64个贴心包、永新县100个贴心包、熬

成乡茶园村236个贴心包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11个贴心包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白塬乡 12个贴心包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左前旗老圈沟乡 90个贴心包

江苏省徐州市丰县 5个贴心包

贵州省桐梓县 63个贴心包

四川雅安 6680.7元用于购买卫生巾发往灾区

甘肃定西 46个贴心包

四川雅安 247个贴心包

四川雅安 4261元用于购买卫生巾发往灾区

2013.8

2013.8

11,280.70

1,700.00

母亲邮包

腾讯乐捐网友

支付宝网友

易宝支付网友

腾讯月捐网友 402,600.00

施乐会网友 3,400.00

新浪微公益网友
贴心包：24700

卫生巾：4261
2013.428,961.00

2013.4

贴心包：900

暖心包：800

贴心包：2000

暖心包：1400

贴心包：4600

卫生巾：6680.7

贴心包：305800

暖心包：96800

2013.8

54,700.00
贴心包：46300

暖心包：8400
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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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1个贴心包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3个暖心包

青海省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 1个贴心包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3个贴心包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 1个贴心包

29,886,041.70

贴心包：162899个

暖心包：37395个

家庭包：19054个

应急小药包：3000个

卫生巾：向四川雅安地震灾区捐赠

贴心包：16289900

暖心包：7479000

家庭包：5716200

应急小药包：390000

卫生巾：10941.7

注：贴心包单价100元、暖心包单价200元、家庭包单价300元。捐赠金额出现零钱时，捐赠累计每100元，即为贫困母亲寄送一个母亲邮包。

贴心包：600

暖心包：600
淘宝网友 1,200.00 2013.8

母亲邮包

合计

第 4 页，共 5 页



时间:2013年1月-8月

第 5 页，共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