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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及个人名称 项目名称 年初期初余额 本年累计收入 本年累计支出 累计结余 项目状态 资金性质 备注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陪伴助行：2019-2020驻校社工项目（成县地区） 306,494.15          57,762.72           248,731.4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陪伴助行：陪伴成长支持计划（陇南益家社工中心、康乐崇善社工中心 68,523.67           24,197.84           44,325.8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陪伴助行：2018-2019驻校社工项目（成县地区） 176,641.96          60,683.65           115,958.31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陪伴助行：驻校社工（成县、礼县地区） 92,734.54           58,728.47           34,006.0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陪伴助行：驻校社工（会宁地区） -180,176.60         674,389.75          371,026.51          123,186.6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陪伴助行：陪伴成长支持计划（宝鸡新星社工中心） 148,780.60          143,456.27          5,324.3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陪伴助行：农村寄宿制学校服务（贵州地区） 217,113.56          61,232.18           155,881.3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陪伴助行：农村寄宿制学校服务（贵州2期） 144,749.99          23,203.02           121,546.9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施会（香港）甘肃办事处  陪伴助行：农村寄宿制学校服务：2019年秋季学期康县项目 104,378.47          -17,871.24          86,492.18           15.05               验收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陪伴助行：甘肃大学生能力提升计划 2,602,466.45        1,435.71            2,601,030.7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  陪伴助行：芭莎智爱游戏治疗融入驻校社工服务 325,750.00          325,750.00          34,845.86           616,654.1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  陪伴助行：游戏治疗（仅徐州） 8,195.89            -8,195.8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暂未收到捐赠款

 甘肃省社会组织总会  陪伴助行：甘肃省组织总会-2020年学校社工（康县） 162,578.20          82,445.12           80,133.0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阳光童趣园：项目运营支持（2017-2018） 40,007.16           40,007.16           验收中 限定性资金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阿克苏诺贝尔阳光童趣园 51,263.53           41,379.00           9,884.5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嘉实阳光童趣园项目（3期） 106,344.15          106,090.11          254.0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项目经费支持（2018-2019） 14,066.67           12,000.00           2,066.6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壳牌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187,748.51          65,560.72           122,187.7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壳牌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260,141.98          -260,141.9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暂未收到捐赠款

 深圳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红鼻子阳光童趣园项目 198,124.51          198,124.51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办事处  阳光童趣园：项目运营支持（2018-2019） 176,604.29          100,823.80          75,780.4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办事处  阳光童趣园：赠与亚洲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91,275.55           7,216.10            84,059.45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办事处  阳光童趣园：赠与亚洲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687,968.00          397,617.70          290,350.30          启动中 限定性资金

 重庆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长安福特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802,505.21          153,296.25          649,208.9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宝贝平台）  阳光童趣园：阿里巴巴集团公益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B） -382,603.36         900,000.00          239,282.68          278,113.9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宝贝平台）  阳光童趣园：阿里巴巴集团公益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A） -92,043.47          695,109.14          181,794.68          421,270.9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苏宁公益平台）  阳光童趣园：苏宁公益阳光童趣园项目 27,248.75           7,300.50            19,948.25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阳光童趣园：希捷慈善高尔夫基金阳光童趣园项目（春蕾小学） 33,450.50           1,898.57            26,224.50           9,124.5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阳光童趣园：希捷慈善高尔夫基金阳光童趣园项目（拉庄小学） 44,463.06           1,898.58            25,857.65           20,503.9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明日中华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643.60              41,071.90           643.60              41,071.9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雅居乐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58,498.84           1,159.90            57,338.9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雅居乐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39,620.56           16,869.60           22,750.9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雅居乐阳光童趣园项目（3期） 58,498.84           15,626.00           42,872.8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雅居乐阳光童趣园项目（4期） 270,000.00          186,209.70          83,790.3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赫基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25,243.40           4,562.46            20,680.9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欧莱雅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35,957.80           2,855.47            33,102.3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三石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28,262.54           4,955.18            23,307.3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三石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19,632.75           11,327.06           8,305.6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三石阳光童趣园项目（3期） 48,919.28           12,926.00           35,993.2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赫基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25,243.40           25,243.4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高玩具（上海）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26所园乐高玩具捐赠项目 114,732.00          114,732.00          启动中 限定性资金

 珠海卓艺工艺品有限公司（UWS七期同学会）  阳光童趣园：UWS阳光童趣园项目 57,606.71           57,606.71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UWS七期同学会  阳光童趣园：UWS单亲儿童助学帮扶 5,070.00            5,070.00            -                 启动中 限定性资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童趣小袜子计划 616.72              192.76              616.72              -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阳光童趣园：中国船东互保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125,730.05          16,303.08           109,426.9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苗圃行动（中国香港）云南办事处   阳光童趣园：苗圃行动云南宣威两所园2020年 369,646.10          371,422.09          -1,775.9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尾款11月收到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阳光童趣园：中国船东互保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57,147.46           636,224.40          394,559.09          298,812.77          启动中 限定性资金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河北霸州5所园 1,500,000.00        1,50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教师教学与管理能力提升项目2019-2020甘肃 350,177.64          183,360.28          166,817.3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教师教学与管理能力提升项目2018-2019甘肃 20,141.01           16,262.22           36,401.40           1.83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甘肃省农村校长和教师能力提升项目（2020-2021） 594,960.00          29,000.41           565,959.5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汇丰环球客户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青葵花导师计划：汇丰环球电脑启蒙教育活动（2019-2020/甘肃） 33,954.00           33,954.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教师能力提升项目（2018-2019） 307,376.41          199,981.47          107,394.9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教师能力提升项目（2019-2020） 1,350,000.00        -167,320.05         140,526.95          1,042,153.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教师教学与管理能力提升项目2019-2020/陇县 159,217.39          115,828.18          43,389.21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英国玛丽﹒斯特普国际北京代表处  青葵花导师计划：甘肃省性教育试点课程 87,999.99           42,000.00           1,595.50            128,404.49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乡村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项目 227,178.03          223,093.40          155,104.35          295,167.0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线下教研社群支持（2019-2020/呼伦贝尔市） 20,453.00           6,453.00            14,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青葵花导师计划：“互联网+”教师学习社群模式探索项目 - -122,954.70         - - 验收中 限定性资金

 宁夏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宁夏教师研修营2020年 260,815.20          65,000.00           195,815.2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蓝弛公益基金会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2018-2020） 42,605.74           -542.00             43,147.74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易孚泽公益基金会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2018-2020） 24,601.80           24,601.8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香港明爱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 1,416.17            1,416.1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心和基金会  桥畔计划：0-3岁儿童养育机构资助（2019-2020） 174,004.50          3,923.52            170,080.98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桥畔计划：社区发展能力建设资助（2020） 350,000.00          115,385.23          234,614.77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 4,144.36            4,144.3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福建恒申基金会  桥畔计划：福建省教育公益发展支持（2020） 190,534.60          60,586.80           251,121.4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平台 ）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2019-2020） 20,234.94           25,000.00           -4,765.0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暂未收到尾款

 往期项目余款  桥畔计划：教育公益组织支持平台（2018-2019） 69,555.16           4,540.00            65,015.16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桥畔计划：初创阶段教育公益组织资助项目 200,000.00          20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蔓楠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  桥畔计划：全国初创教育公益组织资助（2019-2020） 21,392.40           21,392.4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  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50,000.00           5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公积金  教育组织双年会 50,000.00           5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2020汇聚社区志愿者行动 253,814.40          28,771.00           225,043.4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21,920.08           155.68              21,764.4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新华公益）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2020） 43,379.51           43,379.51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147,888.00          147,888.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西部阳光v行动 700,000.00          339,500.00          360,50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西部阳光v行动 212,500.00          200,000.00          12,500.00           验收中 限定性资金

 新联康（中国）有限公司  基金会发展尾牙款 257,630.00          257,630.00          执行中 限定性资金

 北京星瀚公益发展中心（原爱佑公益发展中心）  爱佑益+伙伴基金会发展支持 (第五期） 86,000.00           86,000.00           验收中 非限定性资金

 北京星瀚公益发展中心（原爱佑公益发展中心） 爱佑益+伙伴基金会发展支持（第六期） 140,000.00          140,000.00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种子基金”项目 3,000,000.00        - - 3,000,000.00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周小丽  基金会发展运营经费（非限定性） 1,803,065.73        250,000.00          418,157.71          1,634,908.02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举力基金”助学帮扶项目  “举力基金”助学帮扶项目 36,000.00           27,000.00           9,000.00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阳光助飞”助学帮扶项目  “阳光助飞”助学帮扶项目 190,939.78          3,000.00            57,800.00           136,139.78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其他非限定性捐赠  基金会发展运营经费（非限定性个人捐赠） 43,051.00           43,051.00           执行中 非限定性资金

14,508,317.75     9,579,351.71      6,244,262.25      17,966,361.91     

捐赠收支明细表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