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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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事（中国）有限公司 402,800.00 2014.1 青海省互助县 2014个乐包 乐  包：402800

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4.9 贵州省桐梓县 500个暖心包 暖心包：100000

新疆和田地区 500个乐包 贴心包：100000

广西百色市 133个暖心包 贴心包：26600

河南省安阳市 159个贴心包 贴心包：15900

北汽集团职工 125,800.00 2014.4 湖南省 746个贴心包256个乐包
贴心包：74600

乐  包：51200

国贸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31,000.00 2014.5 内蒙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310个贴心包 贴心包：31000

中国保监会 59,300.00 2014.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93个贴心包 贴心包：59300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2014.6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元生蓝海（深圳）有限公司 2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1000个暖心包 暖心包：2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5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5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500000

福建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301,400.00 2014.8 云南鲁甸 3014个贴心包 贴心包：301400

黄金佳集团 3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1000个乐包、700个贴心包、100个家庭包

乐  包：200000

贴心包：70000

家庭包：30000

澳门妇女联合会 230,500.00 2014.8 云南鲁甸 2305个贴心包 贴心包：2305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5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500000

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500个暖心包 暖心包：100000

北京恒昌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666个家庭包、2个贴心包
家庭包：199800

贴心包：200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36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1800个乐包 乐  包：360000

赛莱默（中国）公司 77,300.00 2014.8 云南鲁甸 3个贴心包、150个暖心包、235个乐包

贴心包：300

暖心包：30000

乐  包：47000

广东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四会金宝利橡胶鞋厂

有限公司
8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800个贴心包 贴心包：80000

河南省平安福果业有限公司 4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200个乐包 乐  包：40000

郑州海龙实业有限公司 7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350个乐包 乐  包：70000

潢川县光州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4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200个乐包 乐  包：40000

新乡澳达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250个乐包 乐  包：50000

郑州佛光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2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100个乐包 乐  包：20000

宁夏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28,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140个乐包 乐  包：28000

网易爱心网友 10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200个暖心包、300个乐包
暖心包：40000

乐  包：60000

上海中威智投商贸有限公司 150,000.00 2014.8 云南鲁甸 750个乐包 乐  包：150000

福建省 霞浦县2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200000

甘肃省 漳县5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500000

湖北省 1000个贴心包 贴心包：100000

海南省 500个暖心包 暖心包：100000

云南省 迪庆334个家庭包、巧家县412个家庭包 家庭包：2238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陕西省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江西省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14年母亲邮包公益项目落实情况

母亲邮包

2014.2142,500.00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4,153,700.00中国农业银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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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内蒙古自治区 1000个乐包 乐  包：200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099个贴心包 贴心包：109900

青海省 1700个乐包 乐  包：340000

贵州省 5900个乐包 乐  包：1180000

湖南省 安化2000个乐包 乐  包：400000

重庆市妇女儿童基金会 359,500.00 2014.11 重庆市

江津213个贴心包63个乐包9个家庭包、黔江

161个乐包、巫溪218个贴心110个乐包、武隆

20个乐包、石柱县99个贴心6个乐包10个家庭

包、开县120个贴心包530个乐包、云阳县108

个贴心包、长寿区500个乐包

贴心包：75800

乐  包：278000

家庭包：5700

陕西榆林市妇联 9,400.00 2014.11 陕西省榆林市 47个暖心包 暖心包：9400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企业、各级妇联和邮局组

织通过邮政系统前台捐赠
10,594,700.00 2014

天津市、河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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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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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9个贴心包、3715个暖心包、1692个家庭

包、31096个乐包

贴心包：3124900

暖心包：743000

家庭包：507600

乐  包：6219200

青海省

互助土族自治县1281个贴心包、达日县28个

贴心包、湟中县7个贴心包、民和回族自治县

124个贴心包、循化撒拉族自治县16个贴心包

、门源回族自治县48个贴心包、祁连县24个

贴心包、化隆回族自治县181个贴心包、平安

县4个贴心包、芒崖2个贴心包

甘肃省
漳县17个贴心包、天祝县18个贴心包、通渭

县200个暖心包、陇西县69个暖心包

广西百色市
那坡县126个暖心包、德保县6个暖心包、平

果县8个暖心包、田林县7个暖心包、靖西县

588个暖心包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113个暖心包

吉林省

江源县和临江市200个贴心包、白山八道江区

20个贴心包、四平市梨树县20个贴心包、白

山市抚松县100个贴心包、昌邑区9个贴心包

、德惠市10个贴心包、东昌区11个贴心包、

二道江区9个贴心包、白山市4个贴心包、江

源区1个贴心包、靖宇县1个贴心包、龙井市7

个贴心包

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地区亚东县9个暖心包、阿里地区日土

县20个暖心包、山南地区浪卡子县25个贴心

包、那曲地区38个贴心包、阿里地区日土县8

个贴心包、噶尔县94个贴心包、山南地区65

个贴心包、改则县102个贴心包、索县4个贴

心包

天津市 和平区39个贴心包、蓟县4个贴心包

陕西省
淳化县318+121个贴心包、宁强县120个暖心

包500个贴心包

宁夏 西吉县302个贴心包、彭阳县45个贴心包

内蒙古 翁牛特旗701个贴心包、松山区150贴心包

黑龙江省 穆棱市200个暖心包

云南省
鲁甸县1512个贴心包600个暖心包、景谷县49

个暖心包

母亲邮包

腾讯爱心网友

20144,153,700.00中国农业银行员工

贴心包：625000

暖心包：556400
1,181,400.0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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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蔚县269个暖心包、巨鹿县50个暖心包

安徽省 蚌埠市淮上区55个暖心包

四川省 黑水县4个暖心包

贵州省 丹寨县100个暖心包

新疆

哈巴河县189个暖心包、阿勒泰地区80个贴心

包

20,707,300.00

贴心包：65988个

暖心包：9527个

家庭包：3223个

乐  包：56181个

贴心包：6598800

暖心包：1905400

家庭包：966900

乐  包：11236200

注：贴心包单价100元、暖心包单价200元、家庭包单价300元、母亲乐包单价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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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邮包

腾讯爱心网友
贴心包：625000

暖心包：556400
1,181,400.00

合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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