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赠时间 捐赠单位 金额 备注

2016年1月 杭州恒安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

2016年1月 朱奕恋 ￥5,000.00

2016年1月 兰溪市上海商会 ￥20,888.00

2016年1月 浙江省实方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2016年2月 邵敬之 ￥28,000.00

2016年2月 李捷 ￥100,000.00

2016年2月 李海燕 ￥20,000.00

2016年2月 上海会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50,000.00

2016年3月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6年3月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100,000.00

2016年4月 刘明峰 ￥60,000.00

2016年4月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6年5月 中拓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2016年5月 李满红 ￥150,000.00

2016年5月 杭州蓝天动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6年5月  钟奋 ￥220,000.00

2016年5月 陈洋 ￥250,000.00

2016年5月 陈豪刚 ￥50,000.00

2016年5月 高志峰 ￥100,000.00
2016年6月 杭州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184,000.00
2016年6月 杨振宇 ￥5,000.00
2016年6月 沈洁 ￥819.00
2016年6月 王海曦 ￥20,000.00
2016年6月 陈豪刚 ￥50,000.00
2016年6月 苏国桢 ￥3,000.00
2016年6月 袁春 ￥50,000.00
2016年6月 沈洁 ￥2,000.00
2016年6月 苏国桢 ￥5,000.00
2016年6月 苏国桢 ￥10,000.00
2016年6月 苏娟 ￥500.00
2016年7月 刘晓庆 ￥197,171.67
2016年8月 乌鲁木齐力新典当有限公司 ￥50,000.00
2016年8月 俞峥 ￥137,163.00
2016年8月 杨磊 ￥5,000.00
2016年8月 陈新妹 ￥33,873.00
2016年9月 杭州市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 ￥50,000.00
2016年10月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300,000.00
2016年10月 张琪 ￥30,000.00
2016年11月 2016年“母亲微笑行动”慈善晚宴现场刷卡 ￥589,000.00
2016年11月 丁益 ￥3,000.00
2016年11月 上海泰然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6年11月 侯筱文 ￥3,000.00
2016年11月 俞慧芬 ￥3,000.00
2016年11月 北京菱汇达电器有限公司 ￥30,000.00
2016年11月 卫燕 ￥200.00
2016年11月 周俊 ￥3,000.00
2016年11月 夏淮 ￥100,000.00
2016年11月 寇珊红 ￥3,000.00
2016年11月 张伟 ￥3,000.00
2016年11月 张抗美 ￥3,000.00
2016年11月 徐炜 ￥60,000.00
2016年11月 徐茜 ￥6,000.00
2016年11月 房新妹 ￥3,000.00
2016年11月 曹倩 ￥18,000.00
2016年11月 杨冠美 ￥3,000.00

微笑行动公益项目2016年度公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2012年设立了微笑行动公益项目，通过固定医院和流动手术两种方式为全国贫困唇腭裂患儿提供免费
手术。现将2016年上半年度项目接收捐赠及使用情况公示如下：

（一）公益项目收入



2016年11月 杭州先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0
2016年11月 杭州宇佑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0,000.00
2016年11月 杭州美高华颐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2016年11月 杭州西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4,000.00
2016年11月 杭州趣尚贸易有限公司 ￥6,000.00
2016年11月 毛浩迪 ￥3,000.00
2016年11月 浙江中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
2016年11月 浙江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30,000.00
2016年11月 浙江新兰得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
2016年11月 浙江省百世慈善公益基金会 ￥150,000.00
2016年11月 王季 ￥3,000.00
2016年11月 金艳 ￥3,000.00
2016年11月 陈燕敏 ￥3,000.00
2016年11月 陈莉嘉 ￥3,000.00
2016年11月 傅柯平 ￥100,000.00
2016年12月 曹吉宙 ￥17,231.74
2016年12月 卫燕 ￥300.00
2016年12月 江西中氟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6年12月 浙江省百世慈善公益基金会 ￥100,000.00
2016年12月 苏柏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016年12月 陈芸 ￥4,600.00

2016年9月-12月 腾讯乐捐项目/唇腭裂孩子需要你 ￥621,310.34

￥7,163,056.75

支出时间 支出项目 金额 备注

2016年1月 支付微笑行动医院2015年7月12月医院运营经费 ￥1,500,000.00

2016年6月 支付微笑行动贵州六盘水手术费用 ￥144,369.70
共筛查患儿 92例， 手术患儿63例，
完成语音训练指导26例。

2016年6月 支付微笑行动贵州黔南手术费用 ￥251,809.00
活动筛查唇腭裂患儿109例。完成语音
训练39名，手术83名。

2016年6月 支付微笑行动宁夏中卫手术费用 ￥631,500.00
共进行筛查患儿158例，语音训练45
人，完成手术100名孩子。

2016年7月 支付微笑行动甘肃兰州、青海玉树手术费用 ￥607,000.00

本次活动在兰大一院东岗院区共筛查
患者115例，免费手术治疗88例。完成
语音宣教51例，语音评估12例。青海
玉树手术活动在八一医院开展，共筛
查患儿155例，完成手术85名孩子。

2016年7月 支付微笑行动广西南宁手术费用 ￥408,709.40
本次行动在南宁市红十字医院医院举
办，共筛选患者162例，手术104例，
全麻99例，局麻5例。

                 合计

（二）公益项目支出



2016年9月 支付微笑行动乌鲁木齐手术费用 ￥500,000.00 共筛查患者199人，手术126人。

2016年10月
支付微笑行动杭州慈善医院运营费用

及提前支付云南曲靖、浙江义乌和广东肇庆部分手
术医药费用

￥1,089,856.32

2016年12月 支付云南曲靖、浙江义乌手术费用 ￥192,188.00

本次在云南曲靖共筛选患儿110例，手
术70例。语音宣教24人次。评估15人
次。“母亲微笑行动”走进义乌之行
总计筛查病患44例，手术40例。

2016年11-12月 支付2016年母亲微笑行动慈善晚宴费用 ￥430,800.00

￥5,756,232.42
该项目为持续性项目，目前仍在进行
中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