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邮包”项目2019年实施情况公示
2019年1月-12月

季度 捐赠单位 捐赠金额(元) 实施时间 落实情况
发放贴心包个

数（个）
发放暖心包个

数（个）
发放家庭包个

数（个）
校园安全应急包

（个）
第一季度 福州市女企业家联谊会 50000.00 2019.1 福建省福州市 500
第一季度 甘肃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27000.00 2019.1 甘肃省兰州市 90
第一季度 吉林省妇联 500000.00 2019.1 吉林省四平市等地 2500
第一季度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 45000.00 2019.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等地 150
第一季度 肇庆市妇联 29400.00 2019.1 广东省肇庆市 98
第一季度 海南省白沙县妇联 89000.00 2019.2 海南省白沙县 445
第一季度 杨紫官方后援会及公众 20000.00 2019.2 青海省西宁市 100
第一季度 百事中国 170600.00 2019.3 云南省昆明市 853
第一季度 君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189400.00 2019.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 947
第一季度 温宇环 600.00 2019.3 海南省海口市 6

第一季度 蚂蚁金服爱心用户 895100.00 2019.1-3

广东省乳源市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市 、湖南省怀化市
、浙江省杭州市 、云南省昭通
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福建省厦门市 、四川省南充
市、湖北省十堰市 、云南省昆
明市、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

900 1300 1817

第一季度 腾讯爱心网友 2269800.00 2019.1-3

吉林省多地 、北京市延庆区 、
四川省南充市 、重庆市开州区
等多地、江苏恒镇江市等多地
、江西省赣州市等多地 、广西
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等多地 、四
川省来宾市等多地 、贵州省遵
义市等多地 、河北省张家口市
、甘肃省定西市等多地 、青海
省果洛州等地

6322 4243 2630

第一季度 重庆市妇联 215400.00 2019年1-3月
重庆市秀山县 、万州区、沙坪
坝区、江津区等地

414 510 240

第二季度 博德精神病医院  3100.00 2019.4 海南省海口 31
第二季度 缙云县妇联 19500.00 2019.4 浙江省丽水市 65
第二季度 南京市妇联 80000.00 2019.4 江苏省南京市 400
第二季度 阳江妇联 41400.00 2019.4 广东省阳江市 141 44
第二季度 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 10000.00 2019.4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100
第二季度 支付宝爱心用户 450000.00 2019.6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 、珙县 1500 750 500

第二季度 蚂蚁金服爱心用户 638000.00 2019.4-6

河北省张家口市 、黑龙江省伊
春市、大庆市林甸县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 、伊利市
、四川省自贡市 、重庆市开州
区、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杭
州市

3550 165 500 125

第二季度 腾讯爱心网友 1401700.00 2019.4-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江西省赣
州市、吉安市、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 、台江
县、贵州省江苏省南京市 、海
南省海口市 、重庆市渝中区 、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广西壮
族自治区玉林市 、柳州市三江
侗族自治县 、云南省迪庆自治
州、昭通市、青海省玉树藏族
自治州

1913 2728 2216

第二季度 重庆市妇联 91200.00 2019.4-6 重庆市江津区等地 60 420 4
第三季度 广东省妇联 41800 2019.7 广东阳江 209
第三季度 杨紫及水滴筹爱心网友 30000 2019.7 四川宜宾 300
第三季度 社会爱心企业 1700 2019.8 海南海口 17

第三季度 蚂蚁金服爱心用户 359600 2019.7-8
河北张家口 ；浙江台州；重庆
沙坪坝区

2000 338 115

第三季度 腾讯爱心网友 571800 2019.7-9

贵州丹寨、台江、榕江、剑
河；甘肃兰州、漳县；广东阳
江；吉林省白山市 、延边州、
通化市、四平市、吉林市、长
春市；重庆江津、江北、永川
、沙坪坝；海南白沙县 ；内蒙
古呼伦贝尔 、赤峰市、巴彦淖
尔、鄂尔多斯、锡林郭勒、兴
安盟

2206 1090 444

第三季度 重庆市、铜梁区妇联 179800 2019.7-9
重庆铜梁、江津、江北、永川
、沙坪坝

498 500 100

第四季度 青海日报社 5000 2019年10月 青海省杂多县 50
第四季度 安阳市邮政公司 44600 2019年11月 河南省安阳市 446
第四季度 浙江妇儿基金会 3600 2019年11月 浙江省宁海县 12
第四季度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税务局 20000 2019年12月 贵州省务川县 48 7
第四季度 海南省妇联 15000 2019年12月 海南省保亭县 50



第四季度 遵义市红十字会 10000 2019年12月 贵州省桐梓县 50

第四季度 蚂蚁金服爱心用户 473000 2019年10-12月
新疆乌鲁木齐市 ；河北省张家
口市；四川省阿坝州 ；山西省
太原市、运城市、长治市

1430 1200 300

第四季度 腾讯爱心网友 1928400 2019年10-12月

甘肃省多地 ；广东省阳江市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桂林
市；贵州省黔南州 、遵义市；
海南省保亭县 ；河北省邢台市
、张家口市；河南省信阳市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湖南省湘
西州、怀化市；江西省景德镇
市、抚州市、赣州市、吉安市
、九江市、南昌市、上饶市；
内蒙古自治区多地 ；青海省玉
树州、德令哈市、西宁市；山
东省多地；山西省吕梁市 ；四
川省成都市 、达州市、乐山
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
、乌鲁木齐市；云南省红河
州；重庆市多地

1763 3866 3263

合计 10920500 24006 22755 12571 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