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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壹家人的一封信

2021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二年，很多壹家人一直

奔波在路上，支援各地疫情防控、地震救援、洪涝灾

害救援……大家辛苦了，谢谢每一位壹家人！

2021年是困难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历百年而不老，一世纪

正青春。学习百年党史，我们看到的是青春理想、是

矢志奋斗，党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永远年轻，为理想而迎难向上的组

织才能突破自我。2021年，中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和壹基金联合支部委员会被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委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壹基金获首届“深圳青年五四奖

章”。这些鼓励与肯定，给壹基金带来了更大的前进动

力。壹基金的党员、青年们，将继续听党指挥、矢志

奋斗，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2021年也是我国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

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求我们先创

造更多的财富，因为这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贫

富差距提醒我们要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

在物质、精神、环境等领域一起发力。这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需要久久为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

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作为第

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被寄予了更大的期许。作为公

益慈善事业的重要主体，慈善组织理应更好地起到桥

梁纽带作用，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发挥自身价值。

壹基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最好的公益项目、公益

服务，践行“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理念，和所有

壹家人一起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径。

2021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以及众多爱心企业和个

人的支持下，壹基金与1,800余家社会组织及爱心团队、

29万人次志愿者携手，积极参与政社协同、社企协同，

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抗洪救灾、服务乡村、帮助有需

要的孩子们，为更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壹基金在深圳11年的探索与发展，离不开深圳市委市

政府领导的支持和关心，更得益于深圳市在社会治理

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在第三次分配和慈

善事业发展方面的提前布局。

2022年，面对仍在持续的新冠疫情，壹基金一直在

行动，将壹家人的爱心送给受疫情影响的人们。在疫

情带来的多重影响之下，壹基金壹家人竭尽所能，致

力于更深入地了解社会需求，更创新地提出解决方案，

为有需要的人们尤其是困境儿童提供帮助。壹基金是

大家的，是每一位壹家人的。“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的理想背后，是每一位壹家人的尽心尽力。

仰望星辰大海，脚踏实地向前。2022年，希望与所有

壹家人一起，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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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 

做救灾的公益人是不愿意看到灾害发生的，

但也是经历灾害场景最多的。2021年，多

地疫情响应，河南、山西等地的洪涝灾害

救援，漾濞、泸州的地震灾害救援，壹基

金和各地社会组织伙伴、企业壹家人都在

迅速、积极、不遗余力地行动。

自然灾害无法完全避免，但可以在它发生

前做好准备，发生后有效应对，尽力减少

受到的损失和伤害。这也是壹基金一直在

探索和推动的。未来，希望壹家人继续一

起为防灾减灾救灾、社区安全、儿童福利

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而努力。

马艳 

十年前温暖包第一次来辣子树村，我特别记得

那个场景，有一个志愿者小姐姐抱着我，帮我

换鞋子，说你不要怕。温暖包里还有厚衣服、

学习用品等很多东西，那天我特别开心。我觉

得自己很幸运，感谢壹基金，希望所有的爱心

都会继续传递下去。

罗君 

帮助公众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孤独症群体是一件急迫

且必要的事。只有当大家真正了解了，才不会再害

怕和歧视他们。从2015年的世界孤独症日开始，每

一次，只要有公开发声的机会，我都会勇敢地、主

动地分享自己和孩子的故事。2018年，我和其他

家长一起成立了互助中心，同时成为了壹基金海洋

天堂计划的合作伙伴。这些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周围的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

壹基金温暖包
受益人

壹基金秘书长

一位孤独症孩子的妈妈 
岳阳市忧乐心智障碍者
家长互助中心创始人之一

黄琼镖    

当今社会就像高速发展的列车，人们为生

计奔波，很容易忽略有人需要帮助。但现

在也有很多公益机构和爱心团队，他们在

努力地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了解、关爱。我

个人的力气虽然微薄，但也常常提醒自己

要回报社会，滴水汇聚成海。公益活动同

时带给我深刻的生活感悟，以后我也会带

动家人朋友积极地了解社会、参与公益。

壹基金月捐人

牟伦峰 

我们机构2017年成立，2018年开始与壹基

金合作开展公益项目。2021年了解到壹基

金壹起月捐计划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关

系机构未来长远发展的大事件，一定要积

极参与，并全身心投入，通过半年多的努

力，机构的月捐人突破1000人。在维护捐

赠人的同时，带动机构同事更加团结、敬

业、自信，机构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机构影响力获得了明显提升。

重庆市万州区江城
公益慈善发展中心
负责人

李紫筝

谈到2021，我是充满感激的。作为资历尚浅的公益

后辈，我曾无数次追问过壹基金是什么。后来答案

慢慢在心中有了呈现，壹基金就是你，就是我，就

是每一个人，我们是什么样子，壹基金便是什么样

子。新的一年，我仍会满怀谦卑并充满感激，踏踏

实实做项目，认认真真守本心。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壹基金
儿童关怀部员工

李晔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制药和化工公司，默克与壹基金

结缘，始于2018年的公司350周年庆典。秉持“以已之长，

回馈社会”的理念，默克加入“壹基金净水计划”，由公司

代表全体员工每天捐出一元钱，为乡村地区的学生提供

安全的饮用水。

项目开展以来，我们多次组织员工志愿者进行实地探访，

给乡村地区的同学们带去了生动有趣的科学课程和教具

用品，受到当地师生的热烈欢迎。此外，默克还为净水计

划提供了水质监测设备。

与壹基金携手，为“净水计划”这样优秀的公益项目提供

资金和技术支持，默克责无旁贷。也希望有更多人和爱心

企业加入我们的行列，奉献爱心，“壹”起净水！

默克中国副总裁 
企业和政府事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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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壹基金

壹基金最早由李连杰先生于2007年创立，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为愿景，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与发展、公益支持与创新三大领域。

2010年12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作为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深

圳注册，是5A级社会组织，连续十年保持信息公开透明度满分，两度

获得慈善领域政府最高奖“中华慈善奖”，并获得“先进基层党组织”“鹏

城慈善40年致敬单位”“深圳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2021年，壹基金共获得超过10.34亿人次捐赠支持及信任托付，收到善

款和物资捐赠超过4.83亿元，惠及31省（自治区、直辖市）225个市（自

治州、地区）1,014个县（区、县级市、自治县、旗），帮助了超过700

万人次改善困境、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过程中，壹基金联合全国

超过1,800家社会组织和爱心团队、29万人次志愿者一起行动，带动更

多人参与公益。

壹基金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及《章程》进行治理。理

事会是壹基金最高决策机构，秘书处是壹基金日常执行机构，监事会是

壹基金专职监督机构。三者为围绕“决策、执行、监督”的制衡机制，

共同防范风险，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壹基金专业透明的稳健发展。

第四届理事长：马蔚华

第四届副理事长：马化腾

荣誉理事：柳传志、马云

第四届理事：马蔚华、马化腾、李连杰、王石、牛根生、冯仑、俞敏洪、柳青、孙利军、周惟彦、李弘

第四届监事：白涛、吴晓波、张敏

第四届监事长：白涛

第四届秘书长：李弘

投资委员会：冯仑、马蔚华、马化腾、柳青，主席：冯仑

发展委员会：俞敏洪、王石、金建杭、江阳、雷永胜、居劲松、张华莹、李劲，主席：俞敏洪

预算委员会：马蔚华、吴君亮、张敏、李弘、李君香，主席：马蔚华

机构简介

理事会

组织架构 理事会

秘书长

助理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互联网筹款总监

财
务

运营总监

综
合
事
务

信
息
与
数
据

项
目
管
理

公
众
捐
赠
人
发
展

品
牌
发
展

合
作
发
展

研
究
与
评
估

捐
赠
人
服
务
与
发
展

发展委员会

投资委员会

预算委员会

监事会

内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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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理事长 马蔚华

第四届副理事长 马化腾

荣誉理事 柳传志、马云

第四届理事 马蔚华、马化腾、李连杰、王石、牛根生、冯仑、俞敏洪、柳青、孙利军、周惟彦、李弘

第四届监事 白涛、吴晓波、张敏

第四届监事长 白涛

第四届秘书长 李弘

投资委员会 冯仑、马蔚华、马化腾、柳青， 主席 ：冯仑

发展委员会 俞敏洪、王石、金建杭、江阳、雷永胜、居劲松、张华莹、李劲，主席 ：俞敏洪

预算委员会 马蔚华、吴君亮、张敏、李弘、李君香，主席 ：马蔚华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
壹基金联合党支部

社会认可

◎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

◎“深圳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

◎粤桂扶贫协作“先进单位”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活动“传承红色基因，

展百家社会组织风采案例集” 

◎连续十年中基透明指数满分

◎河南省防汛救灾“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新华网“2021 年度最具影响力创作机构 -新华号”

◎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公益创新”奖

◎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活力慈善”奖

◎ 凤凰网行动者联盟2021公益盛典“抗洪行动奖”

◎ 2021澎湃新闻·责任践行公益项目

壹基金

海洋天堂计划 

紧急救灾计划 & 安全家园计划 

安全家园计划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 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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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财务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 年度支出情况2021年，壹基金实现收入计502,737,726.70人民币元，同比增加9%。

其中，捐赠收入计483,657,835.21人民币元，同比增加7%。2021年壹

基金总收入和捐赠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2021年，壹基金年度总支出计416,664,647.12人民币元。其中，业务活

动成本支出计404,323,232.55人民币元。2021年总支出和业务活动成

本构成情况如下：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慈

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

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2021年度，本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占

上一年度总收入的比例为86.81%。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年

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本年度管理费用计

9,344,181.66人民币元 ，本年度总支出共计416,664,647.12人民币元，

管理费用占本年度总支出的比例为2.24%。

502,737,726.70人民币元 416,664,647.12人民币元

2021年，壹基金实现收入计 2021年，壹基金年度总支出计收 支

收入构成 支出构成情况

公众筹款比例

捐赠收入构成

捐赠收入 业务活动成本 灾害救助领域

公众捐赠 网络平台

定向捐赠

服务收入 筹资费用 公益支持与创新领域

投资收益 管理费用 儿童关怀与发展领域

企业捐赠 银行

非定向捐赠

其他收入 其他费用 税金及附加

96.21% 97.04% 41.90%

56.33% 58.28%

96.75%

0.74% 0.72% 3.32%

3.03% 2.24% 54.76%

43.67% 41.72%

3.25%

0.02% 0.00% 0.02%

网络筹款比例

业务活动成本
按领域的构成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 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2021年度工作亮点

权威认可

捐赠信任 联合行动

社会价值

AAAAA

31
225 1014 700

4.83 1800

29

县（区、县级市、自治县、旗）
万人次

亿元 家

万人次

5A 级社会组织

中华慈善奖 鹏城慈善
40年致敬单位

先进基层党组织 深圳青年五四奖章

项目惠及 受益人数

收到善款
合作的社会组织
和爱心团队

志愿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地区）

58
开展救灾行动

紧急响应7·20河南及周边
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救援行动

持续开展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行动

建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158支

建立儿童服务站

662个

建立益童乐园

174个

建设壹乐园多功能运动场

110座

建设壹乐园音乐教室

111间

健康童乐园服务家庭

3891户

净水计划帮助

建设乡村足球场 为爱同行公益健行活动
参与队员

建设乡村图书馆

10座
建设未来教室

8间

建设乡村儿童操场

155个 注：2020-2021年

注：2020-2021年

儿童平安小课堂走进

1535所学校

为寒冬中的孩子发放温暖包

次

帮助特殊需要孩子和家长

219720

10年

连续十年保持信息
公开透明度满分

10.34亿人次

捐赠人

85545个

24万儿童
喝上安全饮用水

义仓项目惠及社区

2693个
零废弃项目惠及社区

685个

资助、支持、参与行业组织15个

管理慈善信托3个

12座

91753人次人次

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1110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

个

个 个



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13

党建引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和壹基金联合

党支部以此为契机，总结经验，抓住机遇，在2021年主要开展了以下几

项工作：

一、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支部响应党中央号召，把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党支部2021年重大政治任务，组织党员参加了一系列线上党史

党课的学习，包括：3月12日全省社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线上党课、

4月9日《大党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线上党课、6月23日《学

习百年党史 筑牢信仰之基 凝聚人民奋斗力量》书记讲党课线上党课、11

月24日《全省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培训班》线上党课、12月7日深圳市

社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培训班（第二期）线上课程的学习。

二、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做好主题教育。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进一步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7月1日，党支部组织全体党

员、员工集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直播；7月5日，

召开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大会；7月9日，组织党员参加

广东省社会组织党委召开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动员大会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辅导线上党课。

全体党员深入学习，并结合实际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为深入传达、学

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党支部于11月17日组织召开深圳国际公益学

院全体员工学习大会、11月30日召开传达十九届六中全会文件精神学习

扩大会，党支部全体党员和公益学院、壹基金两家机构的各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三、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党支部动员、号召、吸纳优秀年轻骨干加入到

党组织中来。2021年党支部严格按照党员发展工作流程，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讨论，接收了三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发展

为发展对象、三名入党申请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并将相关材料报送

至上级党委，完成备案手续。

四、发挥和弘扬党员先锋作用。2021年党支部积极报送党支部、党员的

先进事迹，在“七一”党庆之际，党支部荣获深圳市社会组织党委授予

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党员李君香同志、包旭日同志被深圳

市社会组织联合党委评为“优秀党员”，陈少燕同志获得“优秀党务工作者”

荣誉称号。另外，7月28日，经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委员会批准，

中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河南抗洪救灾临时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

五、做好日常党务工作。按照规定完成了2021年党员党费收缴工作；完

成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手续的办理；做好党支部信息宣传工作；规范党支

部会议材料、各类文件通知等，形成完整的党支部年度台账并整理存档，

进一步提升了党支部的党建工作水平。

壹基金项目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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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规律

快速救援

提前备灾

联合行动

●以中小型自然灾害为主

●洪涝、地震、凝冻、干旱为最主要响应的灾害类型

●分布具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

●在灾害来临之前，依据国际人道主义赈灾标准

及灾害中弱势群体的需求提前采购备灾物资，

储存于灾害易发频发地区。

●灾害发生后，能够在24小时内抵达灾区

开展人员搜救和转移等紧急救援工作，

并持续开展紧急生活救助等赈灾工作

●重大灾害紧急救援工作将持续一个月以上

减灾备灾 紧急搜救 紧急生活救助 过渡安置 灾后重建

儿童平安计划
安全家园计划

生命搜救
人员转移

紧急救援伙伴网络  联合救灾伙伴网络

帐篷、温暖包、
食品、饮用水等物资、

儿童服务站等

净水计划
儿童服务站

壹乐园

韧性重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农房及校舍重建、

壹乐园、净水计划等

企业联合救灾平台

●每次救灾行动依托社会组织、

志愿者组织开展联合行动

●重大灾情，跨网络联合响应

灾害周期全链条应对

阶段

产品与服务

合作伙伴

灾后1个月 灾后1-5年灾后3月 -1年灾后72小时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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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20日，河南多地暴雨形成特大洪涝灾害，7月20日20时国家防

总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7月21日3时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7月20日下午，壹基金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截至2021年12月31日，壹基金

河南及周边省份洪涝灾害救援项目，获得互联网爱心捐赠人次超过 1.1亿，

款物捐赠超过 1.21亿元。款物支出超过8,176万元，根据灾区实际需求和捐

赠人意愿，剩余资金已全部规划完毕，持续用于河南灾区韧性重建。

壹基金根据灾害规律和灾区需求，分为三个阶段开展工作：紧急救援（搜

救转移群众）/紧急生活救助阶段——过渡安置阶段——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专
题

1918

壹基金响应7·20河南及周边省份
暴雨洪涝灾害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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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转移受灾群众

社会救援队伍和
社会组织

防疫消杀面积

68,330人次

165支（家）

780平方公里

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

为全力配合党委政府开展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壹基金及其陆续合作

的超过165支社会救援队伍和社会组织，超一个月持续在河南洪涝

灾区开展救援/救助行动，在郑州、鹤壁、新乡、巩义、卫辉、浚

县等多个受灾严重的市县开展转移群众、防疫消杀、救灾物资发放

等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壹基金紧急救援项目合作的61支社会救援队，超过8,200人次队员，

转移受灾群众68,330人次，防疫消杀面积780平方公里。

来自安徽、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吉林、四川、新疆、辽宁、

宁夏等多地的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伙伴急赴河南灾区，在郑州、新

乡、鹤壁、安阳、周口、洛阳、许昌、信阳 等多个受灾严重区域设

立一线工作站。壹基金援助物资发放到了河南、陕西2个省的12个

地（市）49个县（市区）165个乡（镇、街道）。

1

3

2

4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

援助灾区物资包含四个方面

用于抗洪抢险的

防汛物资

用于灾区群众转移

安置阶段的应急生

活物资和装备

用于改善灾后环境

卫生条件的防疫消

杀物资

用于一线救援队的

救援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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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服务

壹基金联合支付宝公益开展灾后儿童服务站30个，为受灾害影响的儿童

提供一个安全、友好的活动空间，累计服务61,221人次儿童，志愿者参与

2,409人次。

壹基金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在河南受洪涝灾害影响的地区设立灾后益童乐

园40个，累计服务20,029人次儿童，志愿者参与3,436人次。

心智障碍者家庭服务

8月5日，壹基金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发起“爱星加油站”专项计划，支

持河南省受洪涝灾害及疫情影响的心智障碍者家庭。截至12月底，爱星

加油站项目已经在河南落地2个站点，针对河南省心智障碍者家庭开展

了家长赋能、融合活动总计30场，心智障碍者及家长总计1,049人。

灾后重建

12月20日，壹基金与河南省减灾委办公室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壹

基金安全家园项目”计划在河南省50个多灾易灾县（市、区）318个社区

（村）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安全家园项目，助力基层社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升。

2022年，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将支持社会组织伙伴在河南14个地级市开

展生存训练营活动，提高儿童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Apple支持壹基金在河南地区的灾后重建，捐赠15个儿童服务站在2022-

2024年期间持续为受灾儿童开展社区儿童服务，从安全教育、科创教育、

心理支持等方面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壹基金也将持续开展灾后儿童服务和爱星加油站计划，助力受河南洪涝

灾害影响社区的儿童长期发展。

联合字节跳动公益设立灾后
益童乐园，服务儿童

受益心智障碍者及
家长总计

开展灾后恢复重建
安全家园项目在

联合支付宝公益开展灾后
儿童服务站，服务儿童

20,029人次

1,049人

318个社区（村）

61,221人次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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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壹家人抗疫行动
专
题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起起伏伏。在壹家人的支持下，壹基金联合全国

各地合作伙伴，随时准备着，为疫情中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21年，壹基金携手229家社会组织、1,387名志愿者，共开展19次抗疫

行动。

2021年，壹基金支持湖北、山东、陕西、吉林等地伙伴开展疫后社区应

急能力提升项目，为23个社区配置应急装备和工具，组建社区志愿者救

援队，开展应急培训、预案制订完善及宣传、演练活动，提升社区灾害

应对能力，惠及社区居民107,599人；在湖北、重庆、黑龙江、四川、陕

西等地开展疫后社会组织应急能力提升项目，助力社会组织提升面对疫

情以及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289家社会组织、445人次

受益。

2021年全年，壹基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共募集款物8,668,868.37元。

其中现金捐赠200,428.77元，实物捐赠8,468,439.60元。2021年支出

11,287,228元（含实物捐赠）。

疫后社区应急能力
提升项目惠及

开展抗疫行动

疫后社区应急能力提升项目 
惠及社区居民

23个社区

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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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灾
灾
害
救
助

壹基金紧急救灾计划以“掌握规律、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

为策略，建设属地化社会力量灾害应急机制。在重大灾害和中小型

灾害中，壹基金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筹指导下，通过与当地社会组

织、志愿者团队的合作，面向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开展生命救援和

生活救助；同时，努力提升社会救灾力量的专业化发展，推动社会

组织参与灾害治理体系的建设。

紧急救灾计划包括紧急救灾、联合救灾能力建设、紧急救援三个子

项目。

●紧急救灾项目主要针对中国常规多发的中小型洪涝、地震、凝冻、

干旱等灾害和突发重大灾害进行持续的人道主义赈灾行动。2021

年，壹基金开展紧急救灾行动 58次（其中洪涝 34次、疫情防控19次、

地震3次、龙卷风2次），惠及 23省（自治区、直辖市）、93市（地区）、

174县（市、区）。共计667家次社会组织和9,197人次志愿者参与紧

急救灾行动，超过210万人次受益。

●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从项目执行、资金管理、技能培训、社会

资源动员等方面支持灾害多发地的社会组织发展，为救灾行动提供

属地力量。2021年，联合救灾能力建设项目在10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开展了18次能力建设活动，515家次爱心团队的1,042人次参与。

●紧急救援项目致力于在灾后72小时的黄金时间内开展生命搜救和

人员转移。2021年，紧急救援项目15支成员队伍共参与抗击疫情、

洪涝灾害救援16次、常规救援80次，参与的救援队员达2,408人次，

后勤人员610人次，营救和转移被困群众86,116人。

2021年8月重庆市彭水县，暴雨导致的山体

滑坡，把原本用来引流的山泉沟渠阻断，大

水带着泥沙冲往袁爷爷家。整个厨房都把柴

火厨具都浸泡得不能用了，袁爷爷和老伴儿

清理了好几天。当志愿者把物资送到袁爷爷

家时，两位老人家还在清淤。志愿者从救灾

温暖箱拿出一件件物资，袁奶奶在一旁一直

笑着，说这些物资太实用了。

开展紧急救灾行动

受益人次

58次

210万人次

安全家园
灾
害
救
助

壹基金安全家园计划是以社区为本的综合减灾

项目，通过资助社会组织驻点服务，协助社区

组建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完善应急物资、标识

配套，提供标准化的减灾知识、技能培训，完

善“家庭-隐患点-社区”三级应急预案，资助

社区开展风险排查、应急演练等减灾主题活动，

从“个人-家庭-社区”多层面提高社区灾害应

对能力。

2021年，安全家园在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327个社区开展，与101家社会组织合作，建

立158支社区志愿者救援队，推动社区志愿者

救援队27,719人次开展志愿服务，惠及社区居

民超过39万人。

9月13日凌晨，云南省漾江镇金盏村突发暴雨，暴雨引发的泥石流冲毁

了村里的电站坝口，阻断了部分道路。灾情发生后，漾江镇人民政府

紧急启动了应急方案，积极调动了漾江镇安全家园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开展灾后救援与居民疏散活动。

这支在漾濞5 · 21地震后成立的队伍，在接到任务后迅速集结，分组有

序开展救援、疏散群众、排查安全隐患。队员们都是本地村民，在经

过培训后，他们不仅能用已掌握的技能让自己远离危险，更能帮助邻

里乡亲，为大家添一份保障。 
建立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惠及社区居民

158支 3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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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平安

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通过支持社会组织、社会救援队、企业员工等社会

力量，在学校和社区运用体验、参与式教学的教育方法，赋能志愿者和

教师开展安全教育，提升儿童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促进儿童享有更安

全的校园环境，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安全教育与倡导儿童保护的平台。

2021年，儿童平安计划在全国培养安全教育讲师541人。儿童平安小课

堂携手253家社会组织，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4个县（市、区）

的1,535所学校开展安全教育课程36,840节，开展训练营活动371场，帮

助超过75万人次儿童提升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

灾
害
救
助

儿童平安小课堂走进

受益儿童

1,535所学校

75万人次

温暖包

壹基金温暖包针对欠发达地区儿童的过冬生活和心理关怀需求而设

计。壹基金联合各地社会组织、志愿者、媒体、爱心企业和社会公

众，参与到温暖包的募款、分装、转运、发放等环节中，帮助困境

儿童温暖过冬。

2021年冬天，壹基金在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66个市（州）

548个县（市、区）发放85,545个温暖包，350家爱心团队和超

过2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在11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发放了超过2,000个温暖包；在5个深圳对口支援地区发放了超过

1,000个温暖包。

2021年，温暖包继续采用3M中国提供的环保创新的新雪丽保暖科

技，棉衣调整了整体配色，细节设计在对儿童友好方面有所提升。

晨光彩虹公益连续三年为项目捐赠彩笔套盒，并无偿提供创意美术

课程用于志愿者开展的儿童绘画活动，促进乡村孩子发挥绘画潜能，

累计超过13.5万名儿童受益。

2021年12月，辽宁桓仁县的最低气温是-29℃。

琪琪踩着整个冬天都不会化的雪去上学，一

步步咯吱咯吱响。她时不时把手放到嘴边呵

口气暖手。棉衣是村里乡邻送的旧衣，有点

不合身，袖子遮不住手腕。 

琪琪今年12岁了，爸爸病了，她和妹妹都靠

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养育。好在有政策兜底，

还有村里老乡们的照顾，壹基金温暖包的志

愿者们也一直在关注着两个孩子。今年琪琪

收到了温暖包，这是那一天最让她开心的事情。

孩子的幸福很简单，只要有一个温暖的冬天。

灾
害
救
助

发放温暖包

参与志愿者超过

85,545个

20,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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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以孤独症、脑瘫、罕见病等特殊需要儿童为主要服

务对象，以社会倡导为主要策略，通过搭建与支持特殊需要儿童服务机

构、家长及病友组织、研究机构、公众和企业的联合行动网络，有效促

进社会接纳及政策支持，帮助特殊需要儿童及其家庭享有有尊严、无障

碍、有品质的社会生活。

2021年，海洋天堂携手26省（自治区、直辖市）67个市的241家社会

组织伙伴、67,802名志愿者，为心智障碍儿童提供行为训练，为脑瘫

群体提供康复教育训练，为罕见病群体提供药费辅具支持，通过家长喘

息、亲子活动营等活动为家庭照料者赋能，同时开展大龄社区融合、就

业技能培训、校园融合、转衔教育服务等活动，全年共111,936名孩子

直接受益，70,832名家长直接受益。同时，项目还通过开展蓝色行动

公众倡导活动以及积极参与两会提案等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孤独症

议题。

2021年，25个心智障碍者家庭资源中心在17个省25个城市，开展家

长赋能培训及家长喘息活动78次，社区融合活动167次，直接受益

36,952人次，间接受益46,060人次，参与志愿者7,067人次。

“壹基金儿童服务站项目”以儿童保护和发展为核心，通过支持本地社

会组织在乡村社区、城乡结合社区及灾后地区建立安全友好的儿童活动

空间，为乡村留守儿童和城乡流动儿童提供参与式课外游戏活动、安全

卫生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等服务，缓解留守流动儿童及受灾害影响儿童

因监护人照顾不周引起的安全意外多发、因陪伴缺失引起的心理问题突

出及因教育环境落后引起的认知发展滞后等问题，搭建社区儿童服务平

台，保障儿童基本权利，助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

2021年，壹基金儿童服务站携手539家社会组织和187,211人次志愿者，

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8个县（区）建设631个常态

化站点，惠及37个学校、594个社区，受益儿童2,466,913人次；项目

组和各省级协调机构通过组织40场培训，提升儿童工作专业能力，为

1,324名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及一线儿童工作者提供关于项目管理、社区

儿童服务、站点运营、传播倡导等相关能力建设培训。

同时，壹基金儿童服务站也积极响应灾后紧急行动，在云南漾濞地震及

河南洪灾发生后，携手31家社会组织和2, 454人次志愿者在灾后地区共

建立31个灾后儿童服务站，在12个市（州）、26个县（区）的受灾社区

为儿童提供服务，累计服务儿童62, 573人次。

在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广东的站点，有一

个9岁的小朋友贝贝（化名）。刚来服务

站的时候，他不仅怕生还很爱哭。老师

们去了解贝贝家的情况，得知他的爸爸

妈妈忙于生计，平时都是奶奶照顾他和

姐姐，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让他缺少安

全感。

来服务站的时间越来越长，在老师和小

伙伴们的陪伴下贝贝逐渐有了不一样的

感受。每当贝贝哭的时候，老师们都会

放下手里的事情，慢慢地开导他。他明

白了不是仅通过哭才能获得别人的关注，

当自己有想法和需求时，可以直接跟老

师或者小朋友表达。他开始主动参加甚

至组织活动，开心的时候越来越多，那

个爱哭的小男孩变成了站点的小主人。

常规和灾后站点

服务儿童

662个

2,529,486人次

携手社会组织

直接受益孩子和家长

241家

219,720人次

海洋天堂计划
儿
童
关
怀

与
发
展 儿童服务站

儿
童
关
怀

与
发
展



38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报告 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39

益童乐园由壹基金发起，字节跳动支持，通过

搭建儿童友好空间、聘用专职儿童工作者，为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儿童、乡村留守和城乡流动

儿童提供包括安全教育、文化传承、社区融入、

心理支持等社区儿童服务，帮助孩子们获得更

好的校外陪伴、学习和成长。

2021年，项目在贵州和河北的76个县（区）

建立128个社区常态站点，惠及受益儿童

688,907人次，43家社会组织和17,564人次

志愿者参与其中。开展10次线上及线下培训，

43家社会组织的284名儿童工作者参与。

 

益童乐园项目在云南漾濞地震、河南洪灾和

四川泸县地震发生后，携手42家社会组织和

4700人次志愿者参与到紧急救援及转移安置

工作中，在17个市（州）的42个县（区）建立

46个灾后益童乐园，陪伴42,087人次受灾害

影响的儿童度过灾后艰难的日子。

常规和灾后站点

174个

服务儿童

730,994人次

“健康童乐园——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是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健体中心、安利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

金会共同发起的项目。为中国农村地区0-6岁儿童家庭提供早期发展物

资包，建立家庭亲子互动游戏角，改善家庭养育环境；研发并提供适合

农村家庭的营养健康和养育课程，提高农村养育人健康意识和养育技

能；定期组织集体亲子活动，促进社区建立支持互助的养育氛围；通过

这三方面的努力，促进养育人行为改善，降低农村儿童早期发展迟缓风

险，给农村儿童一个更公平的开端。

2021年，健康童乐园在贵州省4个市县127个村3,891户家庭开展；同时

开展社区亲子活动11次，354人次受益，32人次志愿者参与。

服务家庭

3,891户

8岁的小博（化名）来自贵州省

纳雍县的一个小镇，由于家庭原

因常年寄宿在叔叔家。小博上

课和写作业时总是心不在焉，还

经常迟到，身上也总是脏兮兮的。

为了建立和小博之间的信任，老

师想了各种办法，小博终于一点

点卸下防备，还和老师成了好朋

友。对于小博的“坏”习惯，站

点老师专门设立了奖罚机制。小

博渐渐发生了变化，不仅迟到早

退现象越来越少，而且参与活动

也越来越积极，同时自觉主动地

做好个人卫生。老师也一直积极

跟小博的叔叔沟通，希望所有人

一起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健康有爱

的成长环境。

益童乐园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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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通过开展净水计划、洗手计划、农

村学校厕所升级改造等项目，为农村地区

的项目学校提供净水设备、洗手台、卫生

厕所等硬件，以及儿童卫生健康教育活动，

从而提升儿童卫生健康意识，促进儿童养

成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

2021年，净水计划携手42家社会组织，为 

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4个县(市、区) 

的429所学校提供了456台净水设备并配备

儿童水杯，开展水与卫生健康教育，帮助

超过24万名儿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

惠及学校

帮助儿童超过

429所

240,000名

壹基金壹乐园计划通过为乡村学校提供音乐和体育教学设备设施、培训

乡村教师、开发趣味课程，提高音乐体育教学质量，进而促进儿童的认

知发展和社会交往，帮助儿童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 该项目主要由阿里巴

巴公益XIN益佰计划通过公益宝贝持续支持。

2021年，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携手35家社会组织，为13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22个县（市、区）的110所学校建设多功能运动场110座，培

训教师、教育局教研员及伙伴373名，66,361名儿童受益。

2021年，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携手36家社会组织，为1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25个县（市、区）的111所学校建设音乐教室111间 ，培训教师、

教育局教研员及伙伴141名，64,521名儿童受益。

建设多功能运动场

110座

建设音乐教室

111间

“在从小的记忆中，家乡是干旱的，我们靠天、靠

水窖喝水。现在大家有了自来水，但农村学校很少

安装饮水机，老师和孩子们用各种瓶子、杯子排队

接食堂烧开的水，或者从家里带水。冬天凉得快，

夏天不够喝。

当壹基金净水计划的净水设备送到学校那天，看着

外包装上写着“干净的水，干净的心”几个字的时候，

心中默默有些激动。全校师生都很开心，老师们一

起帮安装师傅干活。不为喝水发愁的日子，是如此

幸福和开心。”

                ——王学勇

新疆的一名小学老师

净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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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通过为乡村学校建设足球场、培训体育教

师，协助乡村学校开发趣味足球课程、组建少儿足球队、推广校园

足球文化，支持学校参与区域、省级乃至全国性足球比赛，推动校

园足球教育发展，从而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促进乡村儿童的全

面成长。

2021年，乡村儿童足球项目在四川、陕西、吉林、安徽的6个市县

的62所学校建成足球场12座，组建足球队141支，举行县域及校域

足球赛事共10场，受益学生8,142人次。2021年4月28日，由支付

宝公益基金会、支付宝运动联合壹基金发起的支付宝梦想足球场项

目，联合中国足协，在云南石林县共建“玫瑰梦想球场”，是首座

中国女足主题球场。

建成足球场

受益学生

12座

8,142人次

壹基金乡村图书馆项目通过为乡村学校建设

儿童友好的多功能校园图书馆，配备适宜儿童

阅读的优质图书，以及支持学校开展阅读活动

和图书馆运营管理，促进乡村儿童知识的拓展

与兴趣的多样性的培养，以改善乡村儿童的阅

读条件，探索乡村学校图书馆运营的模式，为

儿童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2021年，联动7家社会组织，为 四川、甘肃、

安徽、贵州、山东等5个省8个县的10所乡村

学校建成图书馆10座，开展图书馆管理、阅

读培训3场，惠及项目校受益学生5,361人次。

我的梦想不能实现了，但我可以帮助孩子们

实现呀。”——他叫李永强，是四川省自贡

市大安区一所乡村小学的专职体育老师。

李永强曾经是四川省体育学校举重队的一名

队员，因为训练时受伤遗憾退役，成为了一

名乡村体育老师。他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体育

梦想融入课堂，用心上好每一节课，放学后，

他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免费为学生们提供专

业的体育训练和教学。可那时学校的水泥操

场常常让孩子们受伤，让家长和老师心疼。

2018年，壹基金关注到了李老师所在的和平

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崭新的训练场地。装

好新运动场地后，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

还协助学校组建足球队、为学校配备训练器

材包和训练服，推广校际足球比赛，为孩子

们举办足球夏令营。李老师说：“这个运动

场地的修建，让我不再束手束脚，它不只是

一个场地，是我梦想的指挥棒，是孩子们飞

向未来的翅膀”。

建成图书馆

10座

受益学生

5,361人次

乡村儿童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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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教室项目由腾讯成长守护与腾讯游戏、腾讯基金会、壹基金共同发

起，项目通过在城乡学校修建科技教室、提供科技和兴趣课程，联合学

术和科技的力量让青少年学生获得“看见更多可能”的平等权利。

2020年至2021年，项目在湖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累计建成8间未来

教室。2021年，项目开展了472节未来教室课程，11,639名青少年受益。

建成未来教室

8间

受益青少年人数

11,639名

●在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中，恩施市龙凤镇民族初级中学未来教

室社团的2名学生荣获全国二、三等奖；

●第三届腾讯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追梦营总营嘉年华在深圳举行。来自

云南、四川、深圳等地的共56名学生，以“未来家乡”为主题展开创意

编程角逐。其中，雅安市芦山县第二初级中学、恩施市龙凤镇民族初级

中学、雅安中学三所项目校的3名学生，分别荣获追梦营“未来家乡”主

题活动的未来新星奖和创新创造奖。

荣誉奖项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马

家庄幼儿园举办了一场与往年不同的趣味运

动会。在新铺设的操场上，孩子们一起完成

了穿越障碍物、愚公移山等有趣又有挑战性

的亲子活动项目。

幼儿园的朱园长说：“新运动场铺好后，孩子

们可以尝试的户外游戏有所增加，不再受到

场地限制。雨天过后，还可以在操场上进行

游戏，不用担心地面有水洼的问题，有时孩

子们玩累了，还会躺在操场上休息一下。”

乡村儿童操场项目，由美团公益与壹基金联合发起，致力于通过为

偏远山区及乡村公办幼儿园铺设多功能运动场，配备幼儿园体能游

戏综合器材包，并提供教师培训，支持幼儿园老师开展相应的体育

教学和户外游戏活动，帮助乡村儿童获得更安全、更完善的运动环

境，更好地促进乡村学龄前在园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020至2021年，项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的155个乡村幼儿园建设

完成多种游戏功能的运动场，培训教师100人，受益幼儿20,960名。

建成运动场

155个

受益幼儿

20,960名

未来教室
儿
童
关
怀

与
发
展 乡村儿童操场

儿
童
关
怀

与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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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持与创新

PHILANTHROP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联合公益
公益支持
慈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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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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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联合公益计划致力于联合同一议题领域的公益组织建立议题网络，

支持网络运营发展和能力提升，开发并推广标准化的公益项目，倡导公

众参与政策支持，最终促进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义仓发展网络于2017年在成都启动。项目针对社区邻里关系疏离和社区

公共生活匮乏的问题，围绕社区困难人群的关怀服务、社区居民的公益

教育、参与式互助平台搭建、义仓日倡导等开展工作。

2021年，义仓发展网络已成立9个省级区域支持中心，有218家社会组织

成员，惠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9个市（县、区）的2,693

个社区，4,363名志愿者参与人人公益服务，22,162人直接受益。

义仓发展网络建设项目

零废弃网络与壹基金于2016年12月开始聚焦垃圾分类项目产品“壹起分”

开展合作，通过联合赋能社会组织，唤醒、培育和带动更多社区公众环

保生活家，推动建设零废弃示范社区。

2021年，项目聚焦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及减量行动，联合12省（自治区、

直辖市）18市（县、区）共24家社会组织在全国685个社区，开展了社

区零废弃行动，直接吸引了39,853人次社区居民、3,579名志愿者参与，

实现垃圾减量99,903千克。 8月21日第四届零废弃日活动举办，173家社

会组织参与线上线下互动。

零废弃网络发展项目

联合公益
公
益
支
持

与
创
新

壹基金通过跨界、联合的平台和机制，支持公益行业中人才培养和关键

问题解决的创新项目，推动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2021年，壹基金资助、支持、参与了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广东减灾救灾应急协会、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深圳市慈善事业

联合会、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深圳市减灾救灾联合会、基金会发

展论坛、基金会救灾协调会、公益筹款人联盟、好公益平台、公益行业

评估支持平台、传一基金、资助者圆桌论坛、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

等15个行业组织。

公益支持 
公
益
支
持

与
创
新

慈善信托
公
益
支
持

与
创
新

2021年，壹基金各慈善信托运行稳健，基于慈善项目管理方的计划和

受益方的需求开展服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信托资产净值533.88万元。 2021年8月16日，

向雅安市社会组织联合会拨付388,851.00元，用于支持青少年学生减灾

体系建设及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推动公众参与防灾减灾行动，社区救援

队伍体系建设等项目。

2021年，壹基金-林氏家族慈善信托整体运行稳健。截至2021年12月31

日，本信托资产净值1794.92万元。2021年，项目正常执行。

2021年，该慈善信托整体运行稳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信托资产

净值1688.2万元。将计划用于防灾馆设施设备的维护与更换，因该场馆

的设备运营处于质保期内，故截至2021年年底，该慈善信托未拨付资金

用于项目支出。

华润信托·壹基金雅安防灾减灾慈善信托

壹基金-林氏家族慈善信托

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
设备设施维护与更换基金慈善信托

义仓项目惠及社区

零废弃项目惠及社区

2,693个

68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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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为爱同行 •公益健行活动自2013年发起，致力于打造一个体验健

康与快乐公益的平台，让“公益+运动”的生活方式渗透到公众生活中，

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2021年，为爱同行与悦跑圈APP合作，联合发起“2021为爱同行大湾

区公益挑战赛”活动，91,753人次参与，解锁大湾区11个城市勋章，完

成7,670,070公里，可绕地球近191圈。

2019年在为爱同行贵阳站，路夏和亚

亚在徒步途中相遇，都喜欢运动、热

爱公益的两人一见如故。这段33公里

的路程是连接他们的一条红线，也是

他们互相鼓励走过的第一段人生历程。

此后他们一起发温暖包、一起做志愿

者……2021年，因为公益相识的两人

走入婚姻，身着志愿者的服装拍摄了最

美婚纱照。愿所有在为爱同行的路上

行走的壹家人，都能收获爱。

完成

7,670,070公里

为爱同行活动参与

91,753人次

为爱同行

公众参与活动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更多公众参与活动

●2021年世界孤独症日期间，壹基金联合伊利QQ星共同开启

“美丽的妈妈开满山坡”关爱孤独症家庭主题展。

●2021年重阳节，壹基金安全家园计划社区志愿者救援队

队员向老乡们宣传防灾减灾知识

●2021年12月23日至2022年1月18日，壹基金携手招商商管

深圳区域在海上世界、蛇口花园城开展“壹起爱传递”

壹基金公益快闪店活动。

●2021年4月，壹基金蓝色行动倡导活动在全国各地开展，

通过变蓝、击掌等方式表达对孤独症（自闭症）群体的支持

53ONE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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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壹基金携手众多演艺、体育和文化界人士，通过开展公众倡导活动、捐赠善款、共建项

目等方式，传播公益理念、带动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践行人人公益

（按照首字母排序）

公众人物参与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爱心壹家人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2021年度参与壹基金公益活动的社会公众人物包括

阿侃

阿鑫

敖心仪

陈皓然 icon

陈亮言

陈甜竹

崔文美秀

崔知秋

大左

代斯

戴娇倩

段奕宏

菲鱼罐头

冯琬贺

高伟光

何琳

胡可

胡杏儿

黄磊

黄梦莹

黄杨钿甜

金龟子（刘纯燕）

吉杰

寄与秋日

江依昊 

姜博杨

蒋熠铭

经纬

旧声

佧佧

康姆士乐队

李子峰

李欣雨

烈儿宝贝

林诗文

刘恺威

刘芮麟

刘璇

卢奂瑜

马东辰

孟子义

明道

陌言

那本

潘晓婷

七予

秦天

沈唤唤

史彭元

史卿妍 

宋予诚

孙莉

孙艺洲

唐珂伊

唐笑

田京凡

听叔

王思忱

王骁

王雅乐

王一菲

王一鸣

王媛可

温宁

吴川章

夏舟

闲晚

湘军

向佐

晓生

姓诗

徐娇

徐开骋

徐峥

杨幂

叶一茜

易大千

袁雨萱

张彬彬

张茗灿

张凇

张月

张云龙

张允晨

赵宥维

赵泽帆

周洁琼

朱林雨

朱品勋

祝绪丹

祝子杰

左其铂

左岩

《张卫国的夏天》剧组

Jackeylove（喻文波）

RNG.M ZERO

RNG.M雨雨

Sunnee 

……

2021年，壹基金联合腾讯视频开展五期积分公益捐助活动，39万余

人次捐助超1亿积分，积分转化为公益善款，用于改善困境儿童的生活。

2021年春节期间，壹基金参与腾讯公益“神奇的年货大街”活动，公众

通过壹基金“壹家杂货铺”线上商店，为困境儿童捐赠。

在2021年“99公益日共同富裕专场”中，壹基金携手多家社会组织和

爱心企业，发起256个线上项目，为特殊需要儿童和困难儿童筹款；并

携手15家爱心企业通过一起捐、定制接龙、爱心加倍金、爱心消费券、

爱心义卖等多种方式助力公益行动，让公益持续破圈。

河南洪涝灾害发生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向壹基金捐赠800万元，用

于物资支持、群众转移、消杀防疫以及部分灾后重建工作。

腾讯公益，科技向善

基于腾讯集团提出的“科技向善”愿景及其产品形态，壹基金积极与腾

讯各产品开展联动合作。

壹基金联合腾讯视频延续积分公益捐助活动，腾讯视频VIP会员所捐

献的积分将转化为公益善款，用于改善受助区域困境儿童的生活现状。

2021年度，合计上线五期积分公益捐助活动，累计捐助人次超39万人

次，共捐助超1亿积分。

2021年春节期间，腾讯公益打造了一条 “神奇的年货大街”。人们可以

来到壹基金的【壹家杂货铺】商店，为困境儿童购买特别的“年货”，

捐赠守护孩子们健康、平安、有尊严地成长。

2021年99公益日首设共同富裕专场，人人公益热潮滚滚涌动。壹基金

携手全国多家公益伙伴与爱心企业，在特殊需要儿童、困难儿童关怀等

领域，在活动期间共计发起了256个线上项目。

15家爱心企业壹家人解锁有趣的公益新玩法，通过企业一起捐、定制接

龙、爱心加倍金、爱心消费券、爱心义卖等公益参与方式，齐心助力公

益行动，让公益持续破圈。

◎科技赋能，多场景的公益参与方式共同打造“科技向善”

◎新一年里向善积福，一块做好事

◎99公益日，一块做好事，把好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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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壹家人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2021年，壹基金和阿里巴巴公益在发掘公益好项目、联动行业好商家

以及带动直播好影响这三大方面进行积极联动。通过项目孵化、垂类商

家聚力和直播曝光增量的方式，联合天猫食品生鲜、天猫国际母婴以及

淘宝生活电器等垂直行业的商家、阿里拍卖、爱心淘宝主播、阿里巴巴

员工公益、阿里乡村特派员以及广大阿里巴巴公益平台爱心用户，支持

乡村图书馆、净水计划、壹乐园、温暖包和河南洪涝灾害救援等项目。

阿里巴巴公益，多方合作共赢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体中心和安利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

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健康童乐园——儿童早

期发展计划”，提高农村养育人健康意识和养育技能，降低农村儿童早

期发展迟缓风险。

河南洪涝灾害发生后，壹基金收到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定向为支持河

南洪灾紧急驰援行动的爱心捐赠款800万元。灾情发生后，壹基金联合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在河南多地进行紧急救援，开展物资支持、群众转

移、消杀防疫以及部分灾后重建工作。

共建XIN益佰

壹基金作为首批共建轮值公募基金会之一，与阿里巴巴公益共同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XIN益佰计划”，致力于打造高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好项目。

携手驰援河南

河南洪涝灾害发生后，壹基金得到阿里巴巴公益平台的大力支持，并通

过逛逛用短视频的形式向捐赠人反馈一线项目执行进展。此外，“重建河

南安全家园” 紧急上线阿里巴巴公益宝贝计划，项目得到爱心商家们的支

持，合力帮助河南进行灾后恢复和重建。

爱心主播发声

2021年，壹基金官方公益店联合多位爱心淘宝主播一起为爱发声。河南

洪灾救援期间，胡可、叶一茜、唐笑、大左、戴娇倩、左岩、九球天后

潘晓婷、主持人经纬等多位爱心主播在直播间呼吁粉丝一起来关注河南

灾情，支持壹基金救灾项目驰援河南。95公益周期间，壹基金邀请到向

佐作为嘉宾到爱心主播烈儿宝贝的直播间，一起为安全农家社区备灾项

目推广助力。吉杰直播间更是长期支持壹基金多个项目，不断传递正能量。

关注乡村儿童，让每一个开始都不落后

紧急驰援河南抗洪

2021年，腾讯宣布投入共计1,0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

略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为中国公益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贡

献力量，为社会“第三次分配”提供有力的公益技术平台和数字能力服

务保障。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长期可持续的公益力量

爱心捐赠款

800万元

2021年腾讯宣布投入共计

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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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儿童操场”公益项目由美团公益和壹基金联合发起，商家每笔订

单可设置捐赠一小笔善款，累计满20元就可以为乡村幼儿园捐赠一块

拼接地板（及相关配套费用），该计划实现了商家可以随时在美团后台

查看公益档案，并精准定位到自己捐赠的拼接地板最终铺设在哪个幼儿

园运动场的第几行第几列。

2021年4月16日，“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广州地区心智障碍者家

庭资源中心“慈善空间”授牌，12月，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计划爱心大

使胡杏儿担任水滴小善日爱心大使，共同为心智障碍者家庭助力。

美团公益，透明公益看得见

水滴公益，持续关注和支持心智障碍群体

爱心壹家人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2021年，壹基金与支付宝公益等多方联合发起“想象力画廊”活动。

支付宝爱心用户捐赠成功后会收到一份心智障碍青少年创作的NFT艺

术画作。这些画作由蚂蚁链提供存证确权技术支持，让每一份爱心和回

馈都独一无二，也让捐赠人拥有了全新的公益体验。

此外，净水计划、安全家园、儿童服务站、温暖包、儿童平安和海洋天

堂等六个项目先后完成区块链改造，全年共完成395次区块链签收。

9月3日，由支付宝公益与壹基金在内的三家基金会联合发起「想象力

画廊」活动，邀请爱心用户一起支持美育课程，帮助孤独症等心智障碍

儿童和乡村儿童与世界平等交流。

爱心用户通过支付宝搜索“想象力画廊”进入活动页面，捐赠成功的

用户除了能在爱心捐赠平台查看项目进展外，还会收到一份“爱心回

礼”——NFT艺术画作。在“画廊”中展示的所有画作中，有9幅是由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帮助的心智障碍青少年创作的。这些画作由蚂蚁链

提供存证确权技术支持，让每一份爱心和回馈都独一无二，也让捐赠人

拥有了全新的公益体验。

本次活动中，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共收到4.3万人次捐赠的43万元善款，

帮助心智障碍儿童及其家庭照料者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2021 年，净水计划、壹基金安全家园计划、壹基金儿童服务站、壹基

金温暖包、教会儿童自救和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先后完成区块链改造。

通过区块链技术，以解决公益的痛点——信任问题。区块链技术具有不

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需要从项

目管理人员、执行伙伴到受益人进行全线参与，来一同共建透明公益。

截至2021年12月底，底六个项目共完成395次区块链签收。

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联合壹基金定向发起了针对河南洪灾救援期间社会

应急力量的支持计划，捐赠爱心善款500万元，用于58支社会救援队

伍成员的基础人身保障、生活补贴、救灾装备购买和后续能力建设等，

为冲在一线的社会救援队伍提供全方位支持。

支付宝公益，科技让公益更透明

◎科技公益：想象力画廊

◎透明公益：区块链

◎为一线救援队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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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壹基金携手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通过新浪微公益平台发

起“微博电竞全明星战队乡村儿童足球项目”和“微博电竞全明星战

队乡村儿童运动场项目”，支持四川雅安市、凉山州等地的乡村学校建

成2座球场、4座多功能运动场，组建21支校园球队，配置运动器材包4 

套，培训22名体育教师及区县教研员，惠及儿童12,730名。2021年冬

季，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为2,192名儿童捐赠壹基金温暖包，帮助孩

子们温暖过冬。

2021年，壹基金与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达成五年期战略合作，加

入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共建“字节备灾”专项，用于定向支持灾

后益童乐园及紧急救灾物资支持。此外，壹基金入驻字节跳动公益平台，

通过益童乐园、温暖包等公益项目的上线，连接了公益内容创作者，通

过抖音等平台倡导公众关注和参与。

微博之力，让公益更美

字节跳动公益，链接善意

2021年，在山西、陕西暴雨导致洪灾之际，壹基金第一时间与易宝公益、

中国银联紧急联动上线筹款项目，3天筹集善款500,027元，及时支持

了山西、陕西地区一线的洪灾救援行动。

易宝公益，携手银联云闪付助力抗洪救援

惠及儿童

14,922名

2021年4月，壹基金携手京东珍品拍卖、亨利慕时，慈善拍卖亨利慕时

腕表孤品——SWISS ALP WATCH INFINITE REBOOT腕表，拍卖所

得38.8万元善款捐赠给“壹基金壹乐园计划”。

2021年11月，由京东珍品拍卖、京东电竞、拳头游戏、腾竞体育、LPL 

CARES、壹基金共同举办的“英雄战归，筑梦课堂”公益拍卖活动，

所得款项捐赠给“壹基金LPL Cares公益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儿童关

怀领域公益项目——成长守护未来教室项目。

京东公益，慈善拍卖助力公益

拍卖所得善款

38.8万元

爱心壹家人
公
众
参
与

及
捐
赠



2020年11月12日，由腾讯成长守护与腾讯

游戏、腾讯基金会、壹基金发起的未来教

室项目正式上线。项目旨在通过优质的数

字内容与技术，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少

年提供科技化教室、兴趣课程及配套设备，

帮助他们探索成长中的更多可能性，有机

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一年半过去，“未来

教室”已经覆盖湖北、重庆、四川的3省8校，

受益青少年达11,639名。2021年12月正式

启动腾讯成长守护智体双百专项计划，为

更多有需要的地区带去“未来教室”与“未

来运动场”。

2021年，可口可乐中国“净水24小时”项目

共启动19次，在云南漾濞地震、河南洪涝灾害、

山西陕西洪灾等紧急救灾行动中第一时间向灾

区运送了1,299,420瓶饮用水，共108,285人次

受益。河南720特大洪灾期间，可口可乐基金

会为河南省9个县（市、区）24个乡（镇、街道）

93个村（社区、单位）的受灾群众发放应急救

援和生活物资，共175,216人次受益。

腾讯成长守护
科技向善

可口可乐中国
在这里，在乎这里

2021年，滴滴公益“正能量在路上”项目

支持壹基金及项目伙伴共49次紧急救灾的

行动费用。在河南洪涝灾害期间，滴滴公

益救灾物资专项行动捐赠1000万元，滴滴

应急救援项目捐赠400万元，用于紧急物

资支持、救援队装备及社区安全家园计划。

山西、陕西洪灾中，滴滴应急救援项目共

捐赠400万元，用于向受灾群众发放生活

安置物资。

2021年，滴滴公益与壹基金及深圳市公益

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共同发起“滴滴公益救

援队”公益创新项目，由深圳市公益救援

志愿者联合会定向做技术指导，在深圳试

点邀请网约车司机自愿参与，建设一支专

业的公益救援队，为社企联合响应灾害救

援打下基础。

滴滴公益
正能量在路上

2021年，宝洁中国携手护舒宝等品牌与壹基金一起行动，向吉林通

化、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受灾害影响地区捐赠了超10万件援助物资。

宝洁援助物资不仅有针对家庭的个人清洁用品和儿童洗漱用品，还

有卫生护理品，以帮助女性及一线人员度过短期的卫生困境。针对

受灾严重的河南郑州地区，物资分装成1万份“宝洁家庭救灾箱”，更

系统地满足受灾家庭应急阶段的生活和卫生需求。

宝洁中国，
关注社区灾后需求

2021年，壹基金与舒肤佳联合推行的“健康传

中国-洗手计划”为全国8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21个县（市、区）的361所乡村地区学校

提供1,885台洗手设施设备，改善超过17万儿童

的洗手环境；此外，洗手计划还在87所学校为

14,294人次儿童开展水与卫生健康教育。10月

15日全球洗手日期间，舒肤佳与壹基金联合号

召公众关注洗手卫生。

舒肤佳，关注洗手
这件重要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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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洁士及各地爱心商家共同发起 “爱护口腔卫生，

关心师生健康”活动，通过壹基金向全国10个地

区捐赠超20,000支电动牙刷。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壹基金携手发起“壹

基金 · 首创证券乡村振兴公益基金”，定向支持

新疆、内蒙古及北京的六县一村，推动乡村学

校足球与音乐教育发展。

平安银行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向壹基金捐赠现金

100万元，用于支持山西洪涝灾害的一线救援

应急物资，惠及晋中、长治的3个县（区），约

28,240人次受益。

鸿星尔克联合壹基金向河南、山西及周边受洪涝灾

害影响地区捐赠超2000万款物，为抗洪救援人员、

社区工作者及受灾群众提供有力的支持。

源码资本向壹基金捐赠的500万元善款中，100

万元用于支持河南洪涝灾害受灾群众在安置阶段

的生活物资及环境消杀用品，400万元善款用于

40个社区的灾后重建安全家园项目建设。

比亚迪精诚服务大爱精诚是比亚迪售后公益品牌。自 2016 年

起比亚迪联合壹基金开始关注脑瘫儿童群体并发起比亚迪大爱

精诚援助脑瘫儿童专项计划，至今已累计帮扶943位脑瘫儿童。

2021年邀请南宁、西安、深圳三地爱心车主积极参与世界脑瘫

日公益活动，通过多元融合活动，带动更多爱心人士关爱、接纳、

帮助他们。

宇通携手壹基金持续开展儿童交通安全公益行项

目，2021年帮助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46所小学18,905名学生，提升儿童交通危险识别

能力和应对能力，项目执行期间共有35个爱心团

队的1551余名志愿者参与。

佳洁士 首创证券 平安银行鸿星尔克

源码资本

比亚迪精诚服务
大爱精诚

宇通

更多年度创新公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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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世中国慈善中心支持壹基金儿童平安计划在

100所学校开展生存训练营和交通安全训练营，

同时培育安全教育讲师，提升学校安全教育的有

效性。

博世

陶氏公司向壹基金捐赠善款100 万元，助力河南灾

后重建工作。支持壹基金安全家园项目在河南的落

地，通过社区志愿者救援队的组建，提升社区灾害

应对的第一响应能力。

陶氏公司

伊利QQ星向“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捐款

50万元，帮助2,500个心智障碍家庭的7,960

名家庭照料者。蓝色行动期间，伊利QQ星携

手壹基金联合开展“美丽的妈妈开满山坡”关

爱孤独症家庭主题展。

伊利 QQ 星

中航盈富联合壹基金在广东、广西、湖南、

江苏、四川等地设立爱心计划，通过捐赠基

础教育设施、生活学习物资等方式支持各项

爱心公益教育事业。

中航盈富

LPL Cares联合壹基金发起的“竞筑海洋

天堂”助力孤独症儿童公益活动，10位

全明星选手走进海口雨润特教学校，开展

社会融合活动，并发布关爱孤独症儿童的

公益倡导视频。此外，LPL Cares及17支

LPL俱乐部共同将全明星正赛比赛的经济

总和即343,000元捐赠给壹基金海洋天堂

计划，整体活动微博话题阅读量破1.34亿，

引发广泛关注。

壹基金 LPL Cares
专项基金

晨星资讯参与壹基金“这个冬天暖暖的”温暖包主题活动，

通过配捐、画箱子、画卡片等多种方式，带动650名员工参

与活动，为373名困境儿童送去温暖与关爱。

晨星资讯

东方启音携手壹基金为有需要的

孤独症、发育迟缓及心智障碍儿

童家庭提供康复训练课程，通过

服务支持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关

注孤独症儿童。

东方启音

NONOO原创设计潮牌水杯将插画师

所创公益画作制作成两款公益联名保

温杯，携手壹基金呼吁公众关爱孤独

症儿童及其家庭。

NON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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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按项目统计的捐赠收入情况 管理费用明细

资产保值增值情况

业务活动成本支出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年累计

灾害救助领域

1 温暖包项目 30,205,124.62

2 儿童平安项目 27,096,100.38

3 九寨沟地震项目 -

4 抗击新冠疫情项目 8,668,868.37

5 安全家园项目 13,588,557.43

6 河南及周边省份洪灾项目 121,346,956.77

7 其他救灾项目 21,152,169.48

儿童关怀与发展领域

1 海洋天堂项目 71,030,993.11

2 净水项目 23,334,320.98

3 壹乐园项目 54,447,623.76

4 儿童服务站项目 62,494,735.79

5 中航盈富公益基金 1,560,000.00

6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15,377,611.75

7 其他儿童关怀项目 11,911,867.86

公益支持与创新领域

1 联合公益项目 2,858,813.67

2 为爱同行项目 510,200.04

3 快手 V 困境儿童关怀行动 -

4 其他公益支持项目 2,359,625.12

非限定性收入 15,714,266.08

合计 483,657,835.21

项目 本年累计

工资及福利费 4,409,230.87

水电等其他费用 1,555,281.38

社保及公积金 993,392.46

网站及信息化建设费 951,431.72

资产折旧及摊销 889,799.14

房屋租赁费 302,694.56

办公费 154,673.34

差旅费 87,678.19

合计 9,344,181.66

项目名称 本年累计

灾害救助领域

1 温暖包项目 26,287,392.01

2 儿童平安项目 19,941,576.06

3 九寨沟地震项目 2,209,731.82

4 新冠肺炎疫情项目 11,287,228.00

5 安全家园项目 9,015,935.24

6 河南及周边省份洪灾项目 81,757,719.84

7 其他救灾项目 18,922,820.61

儿童关怀与发展领域

1 海洋天堂项目 69,486,038.37

2 净水项目 20,064,296.00

3 壹乐园项目 57,231,290.10

4 儿童服务站项目 58,054,148.39

5 中航盈富公益基金 1,494,999.00

6 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8,621,737.30

7 其他儿童关怀项目 6,442,616.66

公益支持与创新领域

1 联合公益项目 3,249,859.29

2 为爱同行项目 293,273.91

3 快手 V 困境儿童关怀行动 6,266,811.55

4 其他公益支持项目 3,617,109.42

税金及附加 78,648.98

合计 404,323,232.55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六十条规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

支出的百分之十”。本年度管理费用计9,344,181.66人民币元，本年度总支出共计416,664,647.12

人民币元，管理费用占本年度总支出的比例为2.24%。

本基金会为非营利组织，为实现慈善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下发的《慈善组

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在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下，本基金会制定了保障机构

资产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投资原则以及相应的资产保值增值制度和流程。本基金会依据上

述的投资原则和决策流程开展对外投资，力求实现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2021年，投资的理财

产品均已收回理财收益和本金。2021年保值增值收益共计15,343,046.94人民币元，其中：投资

收益15,256,177.03人民币元，银行存款利息86,869.91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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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大额捐赠方

Apple

Evereden 安唯伊

TCL 集团

阿科玛｜阿麦仔 

阿里巴巴 ( 中国 ) 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爱心商家 - 北京阳光立拓商贸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爱心商家 -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爱心商家 - 深圳市思利他贸易有限公司

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

安利公益基金会

宝洁中国

北京贝壳公益基金会

北京德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滴滴公益基金会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汉朝兄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

北京企鹅童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北京智如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比亚迪大爱精诚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

戴永祥

东莞艾可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东阳欢瑞世纪艺人经纪有限公司

敦煌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华矩传媒有限公司

广州市欧派公益基金会

广州市小谭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贵阳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郭馨桐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星竞体育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温晚服饰有限公司

豪士科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何敏超

河南瑞之翼摩托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慈善总会

鸿星尔克

护舒宝 

湖北孟宗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华帝股份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特迪士尼（中国）有限公司

黄磊、孙莉

佳洁士

嘉道理慈善基金会

江楷莹

江苏金奥天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京东旭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基金会

可口可乐中国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华圣捷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徕卡显微系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廊坊万福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林业伟

刘凯

刘恺威

罗湖政协委员公益基金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蚂蚁智信（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毛国恒

萌兽医馆

芈星（广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默克创新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默克光电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舒肤佳

南都公益基金会

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QQ 星

宁波迈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晨熙亿博商贸有限公司

品栋数码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启音言语康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全球赠与基金会（美国）上海代表处

饶靖鹏

赛信通（上海）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善心莲心

上海波克公益基金会

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务所

上海竞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曼伦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天健地坤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握寿餐饮有限公司

上海雪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映朝创意设计中心

上海左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饶市君顶华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饶市龙晟酒业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傲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川基金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慈善会

深圳市龙华区慈善会

深圳市五百公益基金会

深圳市周六福慈善基金会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中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

陶氏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腾讯音乐娱乐（深圳）有限公司

万科公益基金会

威富服饰（中国）有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海菲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展飞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仙游县日义劳务有限公司

谢燕玲

新加坡红十字会

信德会所

徐娇

徐峥、陶虹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杨俊姣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易宝支付有限公司

英德市荣达实业有限公司

余欢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源码资本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

张桂敏

张龙 

张掖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江 FMBA20 上海班全体同学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浙江氮氧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

浙江众安慈善基金会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同舟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滴滴应急救援项目”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中国狮子联会辽宁代表处

中航盈富

重庆市九龙坡区慈善会

重庆娱猫文化

舟山一扬商贸有限公司

周琎

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朱美音携平安弘龙 18 部

珠海市恺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遵义市四季方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于篇幅有限，暂列 2021 年捐赠 5 万元及以上的企业、机构、慈善信托和个人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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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专业志愿服务

公益合作伙伴

君合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3M 中国有限公司 

特别鸣谢

社会组织及爱心团队

白涛

谌楠

卢亮

孙轶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

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

应急管理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

河北省民政厅

甘肃省商务厅

云南省商务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河南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贵州省慈善总会

本溪市民政局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教育局

阿克苏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阿克苏地区指尖微爱公益协会

阿克苏市爱在阿克苏志愿者服务协会

阿拉山口市爱心妈妈志愿者团队

阿勒泰地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爱E石泉志愿者协会

爱家儿童康复中心

爱心驿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爱在塔城

安福县安馨社工服务社

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困服务中心

安康义工联合会

安利公益基金会

安龙县义工联合会

安陆市义工联合会

Eric Fouk

Steve Lin

Carrie Wang

Totti Liang

Jackie Liu

Katherine Xu

魏宇明

江雪

武宁

余利均

毕节市教育局

毕节市金海湖新区科教文卫局

织金县教育科技局

威宁县教育科技局

大方县教育科技局

赫章县教育科技局

纳雍县教育科技局

百里杜鹃管理区教育局

雅安市教育局

雅安市应急管理局

雅安市教育科技研究院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峨眉山市民政服务中心

乐山市救助管理站

袁昕仪

金鹿敏

徐睿翔

陈如新

安庆沐阳之家

安庆市明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安庆市宜秀区卓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安庆市迎江区沐阳之家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安庆市迎江区起点自闭症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安丘市慈善义工协会

安顺市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安阳市博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安阳市惠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安阳市殷都区博爱特殊教育学校

安州区绿茵公益中心

鞍山市为民爱心公益服务中心

巴楚县人仁爱心志愿者发展中心

巴东县博爱之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巴中市心缘公益协会

巴中兔兔青少年爱心家园

巴中众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巴州红十字生活乐语志愿服务队

白河县红十字会

白山市智慧爱心公益助残协会

白水县心连心爱心公益协会

白银市白银区宏瑞社区服务中心

白银市社会组织促进会

白银市同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白银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平川分队

白银市知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百合公益

百色市中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拜城户外志愿者服务队

拜泉县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

蚌埠市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蚌埠市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蚌埠市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蚌埠市善星公益协会

蚌埠市四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蚌埠市稳恒者公益协会

宝鸡慧芳公益发展中心

宝鸡青青草康复教育中心

宝鸡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宝鸡市金台区社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

宝鸡曙光应急救援中心

宝鸡萤火虫公益服务中心

宝应县立责社工服务社

保定市慈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保定市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

北安市福惠志愿者协会

北安市狼族车友会公益队

北安市女企业家协会

北安市太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安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北川羌族自治县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川羌族自治县志愿者服务协会

北京白兰鸽白塞病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光之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美好树脑瘫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北京睦友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北京企鹅之家小脑萎缩症病患关爱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晨光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睿诚社会工作事务所

北京市丰台区金蜗牛心智障碍者家庭服务中心

北京市丰台区育慈儿童疗育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北京市融合联汇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我们的家园残疾人服务中心

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

北京市应急救援协会

北京心盟孤独症儿童关爱中心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北京益动燕赵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中康在线健康管理中心

本溪弘益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本溪市弘亮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本溪市木棉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本溪市启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毕节市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服务中心

毕节市亿田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毕节市益缘志愿服务协会

滨州市滨城区海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滨州市博兴县华悦公益青年志愿者协会

滨州市海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滨州市如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滨州市众智社会工作服中心

兵团第十二师妇女联合会

博峰小兵青少年发展中心

博兴县华悦公益青年志愿者协会

苍南县暖星园家长互助中心

苍溪县爱心同盟青年志愿者协会

苍溪县聚爱救援协会

曹县彩虹志愿者服务中心

曹县志愿者协会

茶陵县东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妇女联合会

昌吉回族自治州义工联合会

昌吉市东方启智感统服务部

昌吉市汇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昌吉怡霏爱心工作团队

昌黎县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

常熟市小蜗牛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

常州星缘家长互助中心

巢湖市思想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巢湖向日葵志愿者协会

朝阳市东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朝阳市恩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朝阳市华纳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潮州市潮安区山豹应急救援队

辰溪县义工协会

成都成华区爱慧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支点公益发展中心

成都麦田阳光自闭儿童助残中心

成都融智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三才脑伤儿童关爱中心

成都市金堂心翼社工站

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

成都市莲新邻里互助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春台爱奇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众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小桔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龙泉驿区智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郫都区崇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青白江区蓉青源社区服务中心

成都市社区营造创生学社

成都市水井坊邻里互助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自然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汇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你我他社区治理行动与研究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善为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心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有你社区发展中心

成都市新都区小草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支点公益协会

成都唐氏综合征互助协会

成都天府新区公艺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天使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童行心智障碍儿童关爱中心

成都新秋减防灾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新芽脑伤儿童关爱中心

成县公益慈善事业协会

成长军营陕西延安基地爱心团队

澄城县国学经典培训学校

池州彩虹公益志愿者协会

赤峰爱氧星志愿服务发展协会

赤峰消防安全协会

赤水市义工联合会

重庆慈孝文化促进会

重庆慈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江北正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乐一融合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联合救援队

重庆两江新区点点心青少年服务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恒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雾都之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两江新区旭睿爱心志愿者协会

重庆两江新区翌科志愿者服务中心

重庆山城志愿者服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

重庆市巴南区启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小雨伞志愿服务中心

重庆市巴南区愉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北碚区碚城义工协会

重庆市北碚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璧山区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大足区福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德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垫江县三叶草志愿者服务中心

重庆市垫江县天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涪陵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爱心树特殊儿童发展中心

重庆市涪陵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合川区江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合川区景盛青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合川区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江北区圆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江津区创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江津区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江津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春芽社工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和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红樱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家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绿山墙志愿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民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凝聚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情满渝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融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小叶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心理咨询协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暖杨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义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益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开州区益兴公益发展中心

重庆市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Diya Liu

Aria Hu

Steven Shi

Jim Cai

Cathy Yang

Yannie Yang

Carter Qin

Aeron Wu

Taylor Dou

Michael Zhang

胡绵鹏顾朝阳 Bright Xiang

马兰戈尼（上海）Istituto Marangoni Shanghai

乐山市金口河区民政局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乐山市井研县民政局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政局

乐山市五通桥区民政局

乐山市沙湾区社会救助福利中心

乐山市犍为县救助管理站

重庆市九龙坡区慈善会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

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

文山州救助管理站

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道办事处

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政府寥廓街道办事处

曲靖市麒麟区太和街道办事处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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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梁平区巾帼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梁平区禁毒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梁平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梁平区万年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民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巴渝公益发展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珊瑚村社区公益站

重庆市南岸区启明星智障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村社区居委会

重庆市南岸区向日葵智力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南岸区小太阳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青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南川区益启义工服务总队

重庆市暖洋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会姐志愿者服务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蓝天救援队

重庆市黔江区凌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润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社稷公益慈善发展中心

重庆市黔江区顺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荣昌区棠城爱心志愿者协会

重庆市荣昌区棠城社工服务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家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乐一融合特殊需要儿童康复托养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同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沙坪坝区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八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八方义工志愿协会

重庆市潼南区善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馨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潼南区志愿服务联合会

重庆市万州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薄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江城公益慈善发展中心

重庆市万州区义务工作联合会

重庆市武隆区乐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武隆区乡村振兴公益慈善发展中心

重庆市武隆区胤宸社工服务中心

重庆市武隆区真善美公益协会

重庆市永川区心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大同社工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红领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天爱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童乐儿童亲子成长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万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星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百川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共好企业家协会

重庆市渝中区和家社会工作事务所

重庆市渝中区汇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静水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历城文物保护志愿服务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益行儿童发展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优质家庭成长发展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怀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希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长寿区小种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忠县译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市忠县宗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兴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扬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渝中区阳光职业康复园

崇仁县志愿者协会

崇仁县志愿者义工服务队

崇义爱心公益志愿者群

崇左市星港湾心智障青家长联合会

滁州草根爱心公益协会

春晖星儿家长支持中心

春晓公益课堂爱心团队

脆性 X 关爱之家

措步者关爱中心

达州善行社会服务中心

达州市万家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达州市众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安市志愿者联合会

大理众合青少年社会事务中心

大荔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

大连市爱纳孤独症障碍者综合服务中心

大连市沙河口区小海豚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

大连市万里爱心会

大连市西岗区万众应急救援中心

大连长利区义仓

大庆市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

大庆市和庆社会服务中心

大庆市巾帼向阳花志愿者协会

大庆市让胡路区为爱前行志愿者协会

大庆市萨尔图区朝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大田县华正义工联合会

大同市阳光行自闭症康复中心

大同天龙救援队

大武口区善信公益服务中心

大竹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丹东市七彩慈善义工站

丹凤朝阳爱心志愿者协会

丹灶心天使志愿服务队

单县义工联合会

当涂县天下益家志愿者协会

德安义工联合会

德惠市网络志愿者协会

德清县四叶草亲子成在服务中心

德兴市凯风志愿者协会

德阳市泰田文化善行中心

德阳曙光公益

德州市陵城区博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德州市新领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德州市志愿者协会

德州星雨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迪庆州达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第三师石榴花开公益联合会

垫江县虹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垫江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定边乐天康复教育中心

定南县义工联合会

定西市安定区爱心公益协会

定西市安定区爱之家特殊儿童培训中心

东港市爱心义工协会

东港市童盈心理健康培训中心

东莞市乐成公益服务中心

东莞市南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莞市小雨点儿童潜能开发中心

东归公益

东营市东营区齐家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营市垦利区益道社会服务发展中心

东营市齐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

东营市新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营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东营市众合公益服务中心

东至县龙泉春风志愿者协会

东至县义工协会

都江堰市爱奇儿心智障碍儿童关爱中心

都江堰市锦康唐氏综合症残疾儿童助残服务中心

独山县困境儿童关爱促进会

杜小英新疆天山爱心公益团队

峨眉山市牵手志愿者协会

额敏爱心天使团

鄂尔多斯市安达公益协会

鄂尔多斯市小蜗牛身心障碍者家长服务中心

鄂州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恩平市崇德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恩施市众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房县聚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肺动脉高压病友联盟

分宜静益团

汾阳天龙救援队

丰城市同心公益协会

丰城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丰都县采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沣东新城益生活社区发展中心

凤阳县爱心公益协会

奉节县大爱夔州志愿者协会

奉节县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奉节县新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奉新县乐行公益联合会

扶绥县笔架山爱心协会

扶余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佛山市禅城区星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瑞航社会工作服务与研究中心

佛山市星盟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

佛山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福安市萤火虫志愿服务中心

福建省从善助困公益服务中心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福建省心启航助残帮扶中心

福建省正能量公益服务中心

福建省中安防减灾服务中心

福清市手拉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抚州市东乡区公益志愿者协会

抚州市新希望公益发展中心

阜蒙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阜新市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阜新市众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阜阳市孤独症爱心支助协会

阜阳市蒲公英残障人士互助协会

阜阳益爱志愿者协会

富平县帮帮乐公益协会

富县鄜州雨露志愿服务中心

富蕴县马丁别克爱心救助协会

甘谷县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甘肃北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会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甘肃微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甘肃益启公益慈善中心

赣县区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赣州慧聪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赣州经开区阳光志愿者协会

赣州市赣县区爱帮公益

赣州市赣县区联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赣州市南康区天利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赣州市身心障碍儿童家长支援中心

赣州市义工协会

赣州市章贡区星火志愿者协会

高安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高青县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高邑县黎明之家康复站

公安县辣妈酷爸

公主岭市馨园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巩义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共青城市白杨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共青城市义工联合会

共青团额敏县委员会

共青团吉木乃县委员会

共青团金塔县委

共青团奇台县委员会

共青团疏附县委员会

共青团托里县委员会

共青团新源县委员会

共青团昭苏县委员会

古棠村乡村振兴服务队

古田县爱心公益联合会

古冶守望家长网络

谷城县民间义工协会

谷城县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谷城县五谷社会工作服务社

固始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固原市宁南爱心公益社

固原市身障者服务促进会

固原市微笑义工社

固原市原州区博福爱心服务中心

固原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固镇县奉爱志愿者协会

馆陶县弘孝协会

光泽县龙樟青少年事务社工服务中心

广昌县莲乡爱心联谊会

广德市义工联合会

广东省遂溪县志愿者联合会

广南公益服务中心

广水市广善义工联合会

广西爱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西安琪之家康复研究中心

广西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西来宾市心雨心声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会

广西维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

广州市乐翔社会工作服务社

广州市天河区小天使康复训练中心

广州市协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广州市阳光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缘爱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融爱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贵定县融爱园特需教育中心

贵港市创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贵港市慈善总会

贵港市飞鹰救护队

贵港市港北区旗袍文化协会

贵港市港南区爱助义工协会

贵港市红太阳义工协会

贵港市巾帼家庭服务联合会

贵港市康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贵港市女企业家协会

贵港市平安风志愿者协会

贵港市旗袍文化协会

贵港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

贵阳市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贵阳市聚爱助学公益中心

贵阳市云岩区欢乐船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贵阳市云岩区明彻助学促进中心

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贵阳市子燕特殊孩子家长支援中心

贵阳昕霖特殊儿童家长心理援助中心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贵阳旭康筑梦特殊孩子关爱公益中心

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贵州省厚德公益基金会

贵州省励志助学中心

贵州省齐民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贵州省志愿服务总队

贵州师范大学春晖行动发展社

贵州市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贵州星心特殊儿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救援队

桂林市博爱社工服务中心

桂林市七色光特需儿童家长加油站

桂平市飞鹰救护队

桂阳县古郡志愿者协会

哈尔滨市精协

哈尔滨市南岗区乐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哈尔滨市松北区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哈尔滨市香坊区桑榆为老服务中心

哈密爱心互助

哈密市妇联

哈密小草公益团队

海口海燕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海林市义工协会

海南青年星公益服务中心

海南省嘉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海盐县桂之韵社工事务所

海盐县民联社工服务中心

海阳市城北善道公益发展中心

邯郸山岳救援技术服务中心

邯郸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邯郸市红十字中安防减灾服务中心

邯郸市户外救援队

邯山区萤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韩城市应急救援协会

罕见少年派破茧计划

汉川市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汉阴县山里的花花支持教育志愿者协会

汉阴县志愿者联合会

汉中市金色阳光公益服务中心

汉中市蒲公英公益志愿者协会

杭州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

杭州市上城区亲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杭州市上城区星觉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杭州市余杭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合肥高新区汇爱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合肥华益儿童服务中心

合肥市包河区美好志愿服务中心

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

合肥市孤独症康复协会

合肥市红头车爱心志愿者车队

合肥市庐阳区常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合肥市庐阳区春雨心智障碍者家长支援中心

合肥市庐阳区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合肥市蜀山区人之初传统文化公益服务中心

合江县星星愿特殊儿童训练中心

合阳县爱心飞扬公益服务中心

合阳县慈善协会

合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合阳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合阳益源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和田地区雷锋爱心车队

和田能量单车公益团队

和政睦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和政县义工协会

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

河北省定州市思源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河池市西部计划凤山县服务队

河津市心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河南省濮阳市元心青少年心理服务中心

鸣谢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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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应急救援协会

河曲县爱华公益志愿者协会

河源市自闭症家长互助协会

菏泽市花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菏泽市花城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菏泽市青少年权益保障协会

贺州市爱心助学公益协会

贺州市贺江缘公益服务中心

贺州市民间慈善协会

贺州市心悦社工服务中心

贺州市昭平县起缘爱心公益协会

贺州市钟山县向阳公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鹤壁淇滨区同心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壁市大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壁市逗号社会工作事务中心

鹤壁市淇滨区同心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壁市牵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壁市山城区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壁市心语心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鹤岗市志愿者联合会

黑龙江省同心公益组织发展促进中心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衡水乐启家园

衡水市融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衡阳市石鼓区启航儿童康复中心

衡阳市微公益青年志愿者协会

红安县城关镇暖阳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洪洞天龙救援队

洪雅县洪州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侯马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呼和浩特市方舟启智康复服务中心

呼和浩特市融爱助残服务中心

胡松图喀尔逊乡幼儿园团支部

湖北美好公益基金会

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鸿雁志愿服务中心

湖南省人人公益发展中心

湖南省益家仁公益助学发展中心

湖南省沅江市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华宁县义工联合会

华亭市公益协会

华亭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桦甸市金诚社会工作者服务中心

怀宁石牌漫生活公益平台

怀远县蓝天公益社

淮北市蒲公英公益协会

淮南市义工联合会

桓仁慈善总会义工第二支队

桓仁满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

桓仁满族自治县萤火公益志愿者协会

皇姑区慈善总会

黄山市微公益志愿者协会

会理县船城蓝天社工服务社

会同县志愿者协会

会泽钱王之乡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会泽县青少年服务协会

会泽县青少年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惠东县向阳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协会

惠州市爱之声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惠州市惠阳区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惠州市手牵手公益服务中心

惠州市西湖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惠州市星望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会

惠州市星星家园互助中心

惠州仲恺高新区恺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霍城县九城助爱志愿者协会

吉安青原色公益发展中心

吉安市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吉安市青少年心灵成长发展中心

吉安县永和义工协会

吉安阳光公益协会

吉林省华益爱心志愿者协会

吉林市慈爱心智障碍者家庭互助中心

吉木萨尔县慈善总会

吉水县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吉县天龙救援队

集安市爱心志愿者联合会

济南帮众公益服务中心

济南市慧爱残疾人服务中心

济南市基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春晖星儿家长支持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善治公益发展中心

济南市明天儿童康复中心

济南市晓爱残障人士康复中心

济南市星星缘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

济南市章丘区城际救援公益服务中心

济南市长清区大众创业服务中心

济南市长清区青益志愿服务中心

济南市中群益社会组织服务孵化中心

济宁市慈善总会蜗牛之家助残义工团

济宁市任城区济阳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济宁市任城区青少年社会工作协会

济宁市任城区益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济宁市运河义工服务协会

济宁蜗牛之家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济宁小苗公益中心

济源市春芒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济源市天爱社会服务中心

济源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济源市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稷山县天龙救援队

夹江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夹江县青江志愿者协会

夹江县义工志愿者协会

佳木斯家长自助互助会

佳县至爱公益协会

家族性腺瘤息肉病患者组织

嘉善县星愿社会服务中心

嘉兴市暖星家长互助中心

嘉鱼县心之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嘉鱼县义工协会

嘉峪关同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犍为县乐善社工中心

建宁县星愿义工联合会

江津区慈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江门彩虹社工

江门市江海区乐翔社会工作服务社

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稻草人社会工作中心

江门市蓬江区恒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江门市新会区乐善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江西安远县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会

江西南昌雄鹰救援队

江西省彭泽县志愿者协会

江西省铜鼓县微爱公益志愿者协会

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江西省鹰潭市自闭症家长组织工作站

江西省元典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江油市绿叶舟志愿者协会

江油市润物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

将乐县蓝天救援防灾减灾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交城公益顺风车协会

胶州市沽河水韵公益服务中心

焦作弘爱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焦作市金蕊儿童康复中心

焦作太行西路社区弘爱儿童之家

揭阳市向阳花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金昌市大爱无疆公益协会

金盾公益

金华麦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金堂县澜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锦绣无为志愿者协会

锦州爱博服务队

进贤县文港镇志愿者服务协会

进行性骨化性肌炎症关爱之家

京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

泾阳同心行公益协会

荆门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

荆门市益动社工服务中心

荆州市沙市区党员志愿者协会

荆州市沙市区汇爱融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荆州市阳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井冈山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景德镇市一路阳光志愿者协会

景德镇市知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景德镇市卓蔚公益服务中心

靖远春风雨露公益发展中心

靖远县启辰公益发展中心

九江市爱心之家公益协会

九江市濂溪区心语心特殊教育培训学校

酒泉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酒泉市瑞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酒泉市肃州区惠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莒县春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巨野义工协会

聚力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觉主家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  

喀拉布勒根乡妇联

喀拉布勒根乡加木克村爱心妈妈团队

喀什家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喀什市阿凡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喀什市慈善会

喀什市新丝路公益团队

喀什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喀左县利州扶贫发展服务中心

喀左县利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封市大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平市泽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开原市红十字救援队

坎儿井公益

康乐县陇人青年志愿者协会

康县义工联合会

康星儿童心理康复中心

克拉玛依区尚善社会工作服务社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启迪社会服务工作站

克拉玛依市至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克拉玛依同心义工

克州阿克陶县教育团工委

克州公益互助

蔻德罕见病中心

快乐天使志愿者服务中心

快乐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宽甸满族自治县峥嵘山公益协会

奎屯市妇女联合会

奎屯市义工协会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道益公益发展中心

昆明市官渡区阳光城市应急救援中心

昆明市盘龙区春翼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

昆明市盘龙区金色贝康特殊教育培训学校

昆明市盘龙区希望树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昆明市盘龙区协同创见社会服务中心

昆明市五华区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昆明市五华区阳光公益爱心联盟

昆明市西山区泽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昆山市鹿城环保志愿者服务社

莱西市小雨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莱阳市梨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莱阳市众诚志愿服务中心

兰考县心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考县正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兰陵县利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坪地震救援志愿者应急队

兰州安宁区益兴社工服务中心

兰州晨光身心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兰州创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德爱心智障碍者社会服务中心

兰州凡尘安星特殊教育中心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兰州金宝贝特殊儿童教育中心

兰州罗藤树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兰州生命之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市安宁区益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市城关区彩虹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兰州市城关区公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兰州市城关区静怡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兰州市七里河区灵星特教教育中心

兰州市西固区天籁志愿服务中心

兰州向日葵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兰州新启点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兰州义仓爱心服务中心

岚皋县义工联合会

岚县公益365爱心协会

蓝海湾康复教育中心

阆中儿童心理行为康复中心

阆中市知行公益协会

乐安县人防蓝天救援队

乐平市爱心牵手公益协会

乐山绿城青少年服务中心

乐山善诚志愿者协会

乐山善行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爱岳社工事业发展中心

乐山市吉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家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尚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市中区嘉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市中区嘉州五一八志愿服务中心

乐山市市中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山市五通桥区亲青汇服务中心

乐山市众城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乐山自闭症关爱协会

冷水江市孩趣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冷水江市厚德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黎川守望精彩公益发展中心

利川市康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利辛县爱心协会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希望之光志愿者协会

凉山州关爱残疾人救助会

凉山州蓝豹应急救援中心

凉山州生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凉山州至善公益慈善促进会

亮点连接罕见病关爱之家

辽宁省东北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辽阳市太子河区同信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聊城市车友帮救援队

聊城市蒲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临汾市尧都区志愿者联合会

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

临朐县阳光义工志愿服务中心

临沭县红星公益协会

临西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临夏虹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崇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临夏义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临夏州义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

临湘市志愿者协会

临猗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临猗县义工联合会

临猗县志愿者协会

临沂罗庄爱之旅康复医院

临沂市兰山区天缘益智培训学校

临沂市罗庄区爱之旅儿童发展中心

临沂市闪电救援服务中心

临淄区义家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灵台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凌源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凌源市心言艺术培训学校

柳河县柳爱青年志愿者协会

柳州精协团队

柳州市爱心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柳州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柳州市鼎力救援促进中心

柳州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柳州市君善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柳州市默默善行志愿者协会

柳州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柳州市守望水上公益促进中心

柳州市星语康复训练中心

柳州市益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柳州市毅扬心智障碍家长支援中心

六盘水市义工联合会

龙岩市义务工作者协会

龙岩市永定区永丰义务工作者协会

隆尧志愿者服务协会

陇南科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陇南市志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陇南益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娄底市民生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芦山县友好家园

庐山市繁星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庐山市一米阳光公益联合会

泸水市康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泸州市江阳区恒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泸州市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洛江区北斗星自闭症儿童培训中心

洛南县义工联合会

洛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

洛阳市嘉禾社会工作事务所

洛阳市涧西区金雨点启智中心

洛阳市金雨点启智中心

洛阳市身心智障碍者关爱协会

洛阳市同心缘助贫济困服务中心

洛阳市欣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洛阳市星星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洛阳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洛阳市长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吕梁市弘益心青年服务中心

吕梁市离石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麻城市义工联合会

马鞍山市凡星公益协会

马鞍山市花山区桃源居环保志愿服务队

马丁别克爱心协会

麦田里的星星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

茂名市奇奇康复训练中心

眉山市彭山区友仁社会公益发展中心

梅河口市绿叶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梅河口市義心公益协会

梅州市关爱妇女儿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梅州市客都社工服务中心

蒙城微公益

米易县乐阳社会工作者协会

泌阳县乐善公益协会

鸣谢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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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春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绵阳生命之声志愿者团队

绵阳市安州区绿茵公益中心

绵阳市涪城区科创特殊儿童健康服务中心

绵阳市涪城区助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绵阳一元爱心协会

勉县汉水人家公益志愿者协会

勉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勉县曙光应急救援协会

民乐县鹏程公益协会

民乐县智博特殊教育培训中心

岷县社会工作协会

母亲集市爱心团队

牡丹江爱心帮公益联合会

纳雍县爱心纳雍公益联合会

南部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南部县蒲公英圆梦志愿者协会

南昌德明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

南昌慧聪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南昌金葵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太阳义工协会

南昌市青云谱区星语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南昌市西湖区绿芽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市鑫阳光公益协会

南昌童梦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县和合公益服务中心

南昌县蓝天爱心志工协会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南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南充儿童心理行为康复中心

南充市高坪区志愿者协会

南充市顺庆区简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充新影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充阳光家园社区服务中心

南江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南京江宁星火社工事务所

南京乐平方公益发展中心

南京市爱心传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京市高淳区淳青青少年服务中心

南京市鼓楼区绿益美境生态发展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喜鹊林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南京市栖霞区姚坊门启蒙社区发展中心

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弓箭坊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

南京星苑家长互助会

南宁爱星阳光家长资源小组

南宁市绿生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宁市西乡塘区安琪之家康复教育活动中心

南平市建阳区阳光志愿服务中心

南平市延平区义工协会

南阳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南阳市近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阳市社区志愿者协会

南阳市卧龙区潜能教育培训学校

南阳市至善社工服务中心

南阳市众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漳县水镜义工服务中心

南召县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讷河市天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内江灵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内蒙古随手公益协会

嫩江市阳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你并不孤单 FSHD 患者关爱组织

宁波市健康家园公益服务中心

宁波市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

宁德市初心益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宁德市蓝丝带助残帮扶中心

宁德市益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宁都县蒲公英义工协会

宁国市义工联合会

宁化县如梦令公益协会

宁晋县黎明职能康复中心

宁陵县星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宁陕县义工联合协会

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

宁夏青年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宁夏盐池阳光公益协会

宁夏助困帮扶慈善联合会

宁乡市润鑫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宁乡市益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宁阳县爱家社会服务中心

暖阳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攀枝花市花城义工协会

攀枝花市乐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盘锦原之爱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

盘州市义工联合会

磐石市“众”志愿者协会

疱病之家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同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彭州市恩康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彭州市育子园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蓬莱仙境爱心志愿者协会

皮宝宝罕见病关爱中心

平昌县志愿者协会

平川区众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爱之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乐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鲁山县尚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全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新华区慈善总会

平顶山市叶县心天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鹰城心理健康与发展中心

平顶山市有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

平顶山鹰城心理健康发展中心

平度市扬帆志愿服务中心

平湖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平江县小城微爱志愿者协会

平江县星冉特殊儿童康养中心

平凉市孤残儿童救助协会

平凉市崆峒区济盟社工发展中心

平凉市崆峒区蓝天新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平凉市天之翼残疾人文化艺术团

平凉市众益公益协会

平顺大学生青年创业联合会

平潭爱心公益协会

平原县益启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苹果之父志愿者团队

屏南县慈善总会

屏山县爱心协会

萍乡市湘东区志愿者协会

鄱阳县青年暖阳联合会

莆田市蓝色灯塔助残帮扶中心

蒲城县民生资源中心

濮阳市安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濮阳市晨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濮阳市红十字救援队

濮阳市心灵家园社工服务中心

濮阳市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浦城县小丹桂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普安县义工联合会

齐齐哈尔市爱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齐齐哈尔市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祁县天龙救援队

奇台红十字救援队

奇台县妇女联合会

奇台县万家社会工作站

淇县新光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淇县萤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蕲春县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千千爱特殊教育培训中心

乾安县志愿服务联合会

潜江市义工联合会

黔东南州小海龟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黔南州尚善公益协会

黔西南州中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黔西市蓝天救援队

秦安县月十团公益协会

秦皇岛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

秦皇岛星泽心智障碍家长互助会

青白江义工联合会

青岛 12349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青岛李沧区快乐沙爱心帮扶中心

青岛你我创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青岛市城阳区壹起分社区环境服务中心

青岛市黄岛区小雨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青岛市崂山区蓝丝带助残公益互助中心

青岛市以琳康教展能中心

青岛西海岸新区润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青岛西海岸新区手拉手公益服务中心

青海爱知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青海省儿童福利协会

青海省汇纳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青海省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工作站

青海省泽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青海心之助志愿者服务中心

青铜峡市古峡禁毒帮困志愿者联合会

青县阳光康复指导中心

青羊新叶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青州市志愿者协会

清流县爱心家园公益协会

清远市乐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清远市青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清远市水松应急救援中心

情暖托里

庆城县志愿者协会

庆阳鼎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庆阳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庆阳市大爱无疆爱心协会

庆阳市汇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庆阳市龙行天下文化爱心协会

庆阳市蒲公英志愿者协会

庆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庆阳泰豪爱心协会

丘北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曲阜市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曲阜市水滴公益服务中心

曲靖市爱在珠江源志愿者协会

曲靖市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曲靖市麒麟区志愿者联合会

曲阳县德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泉州市星语自闭症助残帮扶中心

让胡路区快乐志愿者协会

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滨海社区

日照市阳光助残志愿者协会

荣成市芬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荣成市石岛管理区芬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容城县百家好社工服务中心

容城县容善社工服务中心

融合中国小铁人 99 预热团

瑞安爱星家园

瑞金市红都义工联合会

瑞金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瑞金小天使儿童成长中心

三门县亲民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三明市梅列区春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三明市三元区春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三明市永安市燕城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

三穗县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三原县青少年援助协会

桑植县 10 帮 1 志愿者协会

沙坡头区天都减防灾社工服务中心

沙湾市学雷锋志愿者协会

沙县区星火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沙县心语星教育中心

沙县圆梦特殊家庭援助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小海星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小蜗牛身心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诺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厦门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善行义工协会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裕阳爱心服务站

山东省社会创新发展与研究中心

山东小蝌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山西方舟自闭症康复研究院

山西天龙救援队

陕西宝鸡慧芳公益发展中心

陕西晨星社工服务中心

陕西大眼蛙公益服务中心

陕西扶风心悦启智中心

陕西普辉青年社会发展中心

陕西七彩路儿童康复中心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

陕西三秦义工服务中心

陕西省红凤工程志愿者协会

陕西四叶草公益中心

陕西万家社区发展促进中心

陕西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陕西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

陕西致道公益服务中心

陕西众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陕西竹林园社工服务中心

陕西卓恩康复中心

汕头市慧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商洛市巾帼志愿者协会

商丘市爱诺能力训练中心

商水县阳城社工服务中心

上海百益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彩虹雨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上海静安区知行社区营造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利群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景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沁远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知行一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普陀区爱托付关爱服务中心

上海融乐公益基金会

上海市闵行区自闭症志愿者协会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上杭县义工协会

上饶市广丰区志愿者协会

上饶市广信区无忧岛心理援助中心

上饶市广信区志愿者协会

上饶市善德公益发展中心

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上饶市志愿者协会

上犹县志愿者协会微公益分会

韶关市海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韶关市乐善义工会

邵武市同心助残志愿服务中心

绍兴市欢乐慈爱义工团

深圳罗湖区和粤公益发展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爱心聪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爱心智慧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金娃娃儿童关爱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心康乐特殊儿童训练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心星园训练中心

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喀什）社会工作站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

深圳市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深圳市龙岗区阳光天地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龙华区手牵手康复中心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安全梦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龙华新区思奇特殊儿童发展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雅博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金色年华特殊儿童干预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绿野社工服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星光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深圳市守望心智障碍者家庭关爱协会

深圳市四叶草自闭症家长支持中心

深圳市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深圳市伍捌捌伍公益救援组织服务中心

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

沈北新区光彩会

沈丘县阳光爱心社工服务中心

沈阳家长互助会

沈阳市大东区昕起点心理援助服务中心

沈阳市皇姑区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服务中心

沈阳市皇姑区利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沈阳市皇姑区小海龟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沈阳市蓝朵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沈阳市利州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沈阳市青春志愿者协会

沈阳市沈河区五里河地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沈阳市苏家屯区辉洒人间爱心公益协会

圣地祥云爱心公益协会

十堰市大城小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十堰市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会

石城县和仁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河子白杨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石河子友爱公益

石家庄德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家庄护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家庄暖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桥西区清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家庄市裕华区博特立培训学校

石楼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石泉县蓓蕾天使公益协会

石泉县志愿者协会

石台县曙光救援队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喜洋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萤火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嘴山市爱心互助协会

石嘴山市民本救援服务中心

石嘴山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石嘴山市志愿者协会

寿宁在线慈善会

寿阳天龙救援队

疏勒县彩虹康复教育中心

疏勒县蒲公英公益联合会

双鸭山市爱行天下志愿者协会

顺昌县妇女联合会

朔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四川南部蚂蚁爱心公益协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芸香社区居民委员会

四川省南部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四川原点公益慈善中心

四会市民情志愿者协会

泗水微公益协会

泗水县优品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鸣谢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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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县义工联合会

松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松原市爱在行动志愿者协会

松原市海洋之家志愿者协会

松原市浩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

松原市一米阳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松原市至善慈善援助中心

松滋公益助学社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微生活服务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海洋贝贝儿童关爱中心

苏州市相成区爱众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肃州区惠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宿迁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协会

宿州世纪网公益协会

宿州阳光天使公益助学中心

绥德县爱心树特殊孩子服务中心

绥化市心海岸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绥棱县惠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遂川救援队

遂川微公益义工协会

遂川县茶都义工协会

遂川县麦笛青少年发展中心

遂川志愿者协会

遂宁春晖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遂宁辛航青少年发展中心

遂宁怡然志愿者协会

遂宁艺宁妇女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塔城市妇女联合会

台安县满天星爱心公益协会

台山市阳光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台山市挚爱社工服务中心

太仓市益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

太和县阳光社会工作评估服务中心

太原市安健儿公益服务中心

太原市户外运动安全救助科普志愿者协会

太原市灵星社区服务中心

泰和县志愿者协会

泰宁县致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汤神庙阳光爱心志愿团

唐山蓝凤凰心智障碍者帮扶中心

唐山市路北区思达儿童智慧潜能教育培训学校

唐山市路南区蓝凤凰心智障碍者帮扶中心

糖原累积症关爱中心

洮南市草根爱心志愿者协会

特克斯县公益互助

特克斯县公益志愿者团队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天津合众罕见病关爱帮扶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合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祥羽孤独症康复中心

天津市武清区恒益社区社工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爱星筑梦公益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绿邻居社区服务中心

天津市西青区宁德社区建设促进中心

天津市心心语自闭症与脑瘫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天津市易欣向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天津星闪互助会

天山绿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天使的珊瑚（ FOP ）关爱之家

天水市大众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天水市陇右环境保育协会

天水筑梦儿童发展服务中心

天柱县进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铁岭市春光爱心志愿者协会

铁岭阳光慈善爱心团队

通城县义工协会

通化市东昌区爱心志愿者协会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使之翼特殊教育学校

通辽随手公益协会

通山义工协会

通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同江市义工联合会

同心爱心志愿服务团

同心三秦行公益中心

桐城市情系爱心联合会

铜川 N+1 爱心助学协会

铜川青春驿站综合发展中心

铜川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铜陵市与我同行爱心协会

铜仁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铜仁市源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潼关县善爱儿童服务中心

潼南同诚爱心志愿者协会

吐鲁番慈善公益组织

吐鲁番市高昌区团委

万年县烛光公益协会

威海市助力社工服务中心

潍坊滨海爱心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市奎文区蜗牛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市领航社会工作事务所

潍坊市潍城区远航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壹心公益服务中心

潍坊雨润公益服务中心

未来星儿童关爱中心

渭南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渭南市营养师协会

渭源县航新春雨公益服务中心

魏县爱心公益救援协会

温州爱心屋网络公益宣传服务中心

温州市鹿城区同星园家长互助协会

文山光盐关怀协会

文山市洺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文山市文益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文山州第八天青少年事务社会服务中心

文山州家庭教育协会

文水天龙救援队

文县爱心公益促进会

汶上县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汶上县众善心志愿者协会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乌鲁木齐老兵公益团队

乌鲁木齐市爱心园特殊教育中心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智星园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乌鲁木齐市青年志愿服务蜡烛救援队

乌鲁木齐市双拥志愿者服务队米东区兵妈妈团队

乌苏市百泉镇团委

乌苏网络公益

巫山县蓝带之家公益服务中心

巫山县青年爱心志愿者协会

巫溪县青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无锡市梁溪区慧成儿童康复中心

无锡市梁溪区手牵手家庭支持中心

无锡市正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芜湖市孤独症协会

芜湖市弋江区星望家长支援中心

芜湖市弋江区致行社工服务中心

芜湖阳光爱心协会

吴起圣地救援队

吴忠市春蕾天使爱心会

梧州市润爱社区互助站

梧州市上善若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五莲县七彩鸟青少年艺术交流中心

五莲县义工联合会

五邑蓝天使家长支持中心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捡星人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守望暖星自闭症家庭互助服务中心

武汉美好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武汉市洪山区禧乐儿童康复中心

武汉市黄陂区公益超人爱心协会

武汉市江岸区蜗牛家园心智障碍人士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岸区游泳协会

武汉市江汉区花仙子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汉区田心便民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夏区小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夏区友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武汉市康乐家自闭症家庭互助中心

武汉市美好家园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援中心

武汉市融乐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武汉市守望星园自闭症家庭互助服务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美好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融智家庭社区指导中心

武汉市武昌区物回宝循环经济公益促进中心

武汉手拉手家庭互助服务中心

武汉星心向融关爱中心

武汉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武汉云豹救援队

武宁县善德社工服务中心

武宁县志愿者协会

武平县梁野社工服务中心

西安博爱园

西安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美好社会工作服中心

西安青益志愿服务发展中心

西安市爱在路上公益服务中心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

西安市碑林区心思维融合教育培训中心

西安市彩叶助残公益慈善中心

西安市和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基督教青年会

西安市乐恩特需儿童发展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金色阳光康复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小雨滴儿童发育障碍康复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益心社区服务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赢在生存公益服务中心

西安市莲湖区长安心理辅导中心

西安市绿世界环境宣传教育发展中心

西安市绿叶爱心公益慈善中心

西安市满天星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公益慈善中心

西安市善爱济困公益基金会

西安市善导公益慈善协会

西安市维爱助残公益慈善中心

西安市未央区常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西安市未央区众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新城区春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新城区泽众社区公益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西安市雅正志愿者服务中心

西安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挚爱家庭服务中心

西昌市健康艺术团

西充县阳光志愿者协会

西和县爱暖人间义工协会

西吉县社会工作者协会

西吉县义工联合会

西宁市城中区爱心行社区工作服务中心

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同心行公益援助协会

西咸新区友邦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习水县义工联合会

喜德县聚散社工服务中心

峡江县同心公益协会

峡江县玉峡微爱公益协会

峡江县志愿者协会

霞浦县光影温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霞浦县义工协会

下陆区与爱同行义工协会

仙桃市百成爱心服务社

仙桃市义工联合会

咸宁市启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咸宁市通山义工协会

咸宁义工协会

咸阳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咸阳市渭城区曙光救援队

咸阳市心理健康研究会

湘西边城爱心志愿者协会古丈站

湘阴县青年众爱公益协会

襄阳市草草义工协会

襄阳市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襄阳市飞翔教育助学公益发展中心

襄阳展颜特殊教育培训

襄州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小企鹅关爱中心

孝昌县志愿者联合会

孝感市巾帼志愿者协会

孝感市孝南区阳光邻里互助服务中心

孝感市义工联合会

孝感市志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孝义市天龙救援队

辛航青少年发展中心

新干县睿益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新干县阳光志愿者协会

新疆博峰小兵志愿者团队

新疆昌吉市妇女联合会

新疆春雨爱心公益社

新疆关爱老兵公益战队

新疆山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团委

新疆天山环卫工人志愿服务团队

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喜利妈妈社会服务中心

新疆伊宁市同心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

新疆志愿公益救援联盟

新疆智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新疆众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新绛天龙救援队

新邵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新乡市辉县市义工志愿者服务中心

新乡市榴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新乡市牧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新乡市心理学研究会

新余市绿水青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新余市向日葵孤独症家长服务中心

新余市渝水区善水社会工作服务社

新源县心连心艺术幼儿园团支部

新郑市春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星盟公益

星冉特殊儿童康养中心

星星相约音乐会管理组

星星小屋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

荥阳市荥泽志愿服务中心

兴平市丁香志愿服务中心

兴平市义工协会

兴平市众善公益协会

兴平志愿者城市应急救援队

兴义社会义工联合会

杏子林新疆助学爱心团队

雄县合众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

雄县民联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

雄县启迪家庭教育咨询中心

雄县友信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中心

雄县昱东方家庭教育服务中心

雄县至善社工志愿服务中心

雄县智慧社区服务促进中心

修水县爱心联合会

修水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秀山爱心志愿者协会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心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徐闻县献爱心志愿者协会

徐州市猎鹰应急救援队

许昌博爱儿童康健园

叙永县微公益协会

宣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宣恩县义工协会

薛城区青少年工作服务中心

寻甸绿芽志愿者协会

寻乌县义工联合会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

雅安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雅安市雨城区敏睿博爱公益服务中心

雅安市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雅安同耕社区发展中心

烟台市芝罘区领飞蓝天志愿服务中心

鄢陵县慈善总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芒爱心公益协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厚德慈善援助中心

盐城市亭湖区小鹰儿童发展中心

盐池县民间旗袍艺术协会

砚山县微光公益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

扬州市江都乐善志愿者协会

阳光天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阳江市阳东区北贯镇志愿者协会

阳新县义工协会

伊金霍洛旗哈木图社区服务社

伊犁州爱心妈妈志愿者协会

伊宁“关爱”爱心父母志愿者团队

伊宁市情暖伊犁志愿者服务中心

仪陇县爱心公益协会

沂南县慈善总会

宜宾市酒都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宜昌市关爱单亲家庭协会

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

宜昌市伍家岗区一本书屋公益阅读服务中心

宜昌市西陵区一米阳光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宜川真善美爱心团队

宜春市公益志愿服务联合会

宜都市文峰志愿者服务队

宜都市义工协会

宜黄县爱心志愿者协会

弋江区星望家长支援中心

弋阳县弋起帮志愿者协会

弋阳县志愿者协会

义乌市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益阳市蚂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康复训练中心

银川公益服务促进会

银川青苗社工服务中心

银川市民族综合福利院

银川市青苗社工服务中心

银川市西夏区至诚社会组织服务与评估中心

银川市兴庆区益启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银川朔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银川众爱心智障碍人士社会服务中心

应城市电子商务行业商会义工联合部

应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应城市栀子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英德市亮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

英德市志愿者协会

营口市博爱救援救助工作服务中心

营山县晨光公益志愿者协会

鸣谢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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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山县巾帼志愿者协会

营山县天翼助残社会服务中心

营山县新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永安市仁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永安市心语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

永丰县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永丰县义工协会

永和县志愿者联合会

永济市人工智能科普学会

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

永修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永州市冷水滩区永爱志愿者协会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达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宏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手牵手爱心互助志愿者协会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源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酉阳县向阳会爱心团队

于都雨露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榆林民泰社区减防灾发展中心

榆林市榆阳区双福社工服务中心

榆林市榆阳区微尘社会工作事务所

榆林市榆阳区星缘心智障碍教育服务中心

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

榆树市百川志愿者协会

榆树市晨星孤独症康复之家

榆阳区双福社工服务中心

榆中玖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榆中县弘爱公益协会

雨城区普乐同行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雨天使特殊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玉门市弘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玉门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玉山县卓远书画作文培训中心

玉溪市义工联合会

元氏县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岳阳市爱心驿站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洞庭风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多背一公斤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健康管理协会

岳阳市君山区星星义工协会

岳阳市蓝墨水爱心圆梦助学协会

岳阳市七彩梦脑瘫儿童关爱中心

岳阳市群英公益促进服务中心

岳阳市忧乐心智障碍者家长互助中心

岳阳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

云梦县黄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云梦县社会工作者协会

云梦县义工联合会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云南众益志愿者服务中心

云阳县蒲公英社会工作发展协会

云阳县世川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云阳县云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筠连县筠州助残志愿者协会

运城市爱诺特殊教育学校

运城市古中国文化研究会

运城市教育心理学会

运城市轮滑协会

运城市盐湖区黄河金三角打击乐协会

枣庄市市中区聚力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枣庄市曙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枣庄市台儿庄区四叶草慈善协会

枣庄市台儿庄区悠铠关爱协会

枣庄市峄城区知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蓝天志愿者协会

湛江培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湛江市赤坎区心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湛江市大智志愿者协会

湛江市红土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湛江市情暖湛江志愿者协会

湛江市阳光志愿者协会

湛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湛江星之翼家长互助会

张北县星火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张家川博爱慈善服务中心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曙光城乡社会发展中心

张家港市困境儿童关爱中心

张家口慈善义工联合会

张家口经开区慈善义工联合会

张家口市崇礼区慈善义工联合会

张岩一家亲爱心团队

张掖市厚熙残疾人康复中心

张掖市鹏程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漳平市倡导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

长春市晨星志愿者协会

长春市二道区新智特殊儿童训练学校

长春市广益社会组织发展中心

长春市九台区九台星愿家长互助组织

长春市宽城区华泰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长春市星光特殊教育学校

长春星愿心智障碍者家庭服务中心

长丰县众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春之晖特殊孩子援助中心

长沙市芙蓉区普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长沙市芙蓉区义仓公益发展中心

长沙市恒爱之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培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星学园教育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星语林康复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爱萌特殊儿童康复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德馨读书吧

长沙市雨花区群英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道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组织指导支持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向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雨花区孝为先社工服务中心

长沙市源方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长沙市岳麗区唐氏综合症家长互助中心

长沙市岳麓区新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执紫之手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志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望城区启航特殊教育儿童康复中心

长沙县普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治悦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招远市金太阳志愿服务中心

昭苏县阿克达拉镇中心小学团支部

昭苏县第六中学团总支

昭苏县乌尊布拉克乡中心幼儿园团支部

昭通市海星行动公益协会

肇庆市端州区融纳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小海龟儿童潜能培训中心

肇庆市融纳星教育服务中心

肇庆市天使乐园儿童康复训练中心

肇庆市星启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肇庆市自闭症互助协会

浙江乐清三角洲救援中心

浙江小胖威利罕见病关爱中心

镇雄蓝豹应急救援中心

郑东新区悦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德馨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

郑州恩慧康育中心

郑州高新区益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环境维护协会

郑州市二七区播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昊雨智能发展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汇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精诚能力训练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蓝海湾康复教育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青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山山能力训练中心

郑州市高新区益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轩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管城区鼎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和勤青年志愿互助中心

郑州市惠济区春天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惠济区瑞曼康复训练中心

郑州市皆福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比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春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恩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华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乐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尚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蔚蓝幼儿园

郑州市金水区引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雨之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睿梦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郑州市新郑市春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荥阳市荥泽志愿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郑东新区领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德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龙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善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商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小水滴志愿互助中心

肢带型肌营养不良关爱中心

中迪地产爱心德善会

中国佩梅病关爱中心

中国狮子联会辽宁代表处

中精协江苏站

中精协江西孤独症家长自助互助服务站

中山市星航儿童康复服务中心

中卫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博慧社工服务中心

钟祥市乐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钟祥市石牌镇石牌社区居民委员会

钟祥市允能社工服务中心

钟祥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周口川汇蓝天救援队

周口风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周口市天虹困境儿童关爱中心

周宁县青少年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珠海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珠海民安救援队

珠海市横琴新区蓝海应急救援中心

珠海市金湾区恒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珠海市金湾区家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珠海市蓝晶灵融合教育支持中心

珠海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护航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援中心

珠海市心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珠海市自闭症互助协会

株洲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株洲市光盐创绿志愿者服务中心

株洲市光耀康乐公益服务促进会

株洲市鸿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株洲市心智障碍公益协会

株洲市种子社会工作服务与发展研究中心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

诸城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中心

诸暨市彩虹之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驻马店市启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驻马店市新未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庄浪县大爱无疆志愿者协会

追光少年 Leber

卓蔚宝贝支持中心

资溪县义工协会

资阳慈善总会

资阳社会工作协会

资阳市心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资阳市雁江区美瑞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淄博市城际救援队

淄博市临淄区益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淄博市满德爱心使者活动中心

淄博市齐心公益中心

淄博束氏庄园公益中心

紫阳县丽姐助学公益联合会

自贡市灵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自贡市灵犀义工联合会

自贡市灵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遵义市彩虹公益协会

遵义市壹和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左权志愿服务联合会

974爱心公益寻找宝宝团

Alstrom 综合症大中华协会

MMA和PA之家

鸣谢壹家人

提供技术、资源支持的合作伙伴

第三方项目评估机构

互联网平台及爱心网友

成都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成都市武侯区特殊教育学校

成都体育学院

贵阳创天公交车体网络联合广告有限公司

贵州师范大学

救助儿童会

启音言语康复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大学残障与公益研究院

深圳市花园城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蛇口花园城项目）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北京商道纵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

阿里巴巴公益

阿里巴巴公益爱心网友

阿里巴巴公益宝贝爱心网商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阿里拍卖

百度公益

百度公益爱心网友

帮帮公益

帮帮公益爱心网友

滴滴公益

滴滴公益爱心网友

京东公益 

京东公益爱心网友

京东拍卖

蚂蚁庄园

美团公益

美团公益爱心商家

美团公益爱心网友

轻松公益

轻松公益爱心网友

水滴公益

水滴公益爱心网友

腾讯公益

腾讯公益爱心网友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看点

腾讯视频

腾讯微视

腾讯新闻

微淘

微信公众平台

小米公益 

小米公益爱心用户

新浪微公益

新浪微公益爱心网友

易宝公益

易宝公益爱心网友

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

支付宝公益

支付宝公益爱心用户

支付宝运动

中银公益

中银公益爱心网友

字节跳动公益

字节跳动公益爱心网友

深圳招商商置投资有限公司（海上世界项目）

首都体育学院希望九洲体育公益团队

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腾讯成长守护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武丽杰教授团队

浙江师范大学残障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福利幼儿园

LARGEarchitects 事务所

广东现代国际市场研究有限公司

济南市睦恩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深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

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136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6栋11楼 

壹基金官方网站: www.onefoundation.cn 

壹基金咨询邮箱: info@onefoundation.cn 

壹基金咨询电话: 400 690 2700

 壹基金  壹家人

了解更多壹基金动态 壹基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