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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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43.93        1,108.85    134,035.08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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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3.33         -         13,343.33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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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75.79         12,660.12   59,115.67     执行中 限定性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陪伴助行：驻校社工（会宁地区） 43,248.84         -         43,248.84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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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3            -         324.33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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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79,970.00         18.00       79,952.0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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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68.16        19,474.16   84,094.0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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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44.14        17,834.00   313,310.14    执行中 限定性

 中华思源扶贫基金会  陪伴助行：游戏治疗（仅徐州） -40,129.89        -         -40,129.89    执行中 限定性 暂未收到项目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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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47.41         9,338.39    30,109.02     执行中 限定性

 北京杨孙西公益基金会  陪伴助行：2020学生体检项目 52,838.05         44,200.00   8,638.05      执行中 限定性

 社会福利基金会  陪伴助行：青葵花导师计划：农村留守儿童 2,161,496.94      64,587.77   2,096,909.17  执行中 限定性

2,992,171.03      -            169,221.29  2,822,949.74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阳光童趣园：项目运营支持（2017-2018） 40,007.16         -         40,007.16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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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50          -         1,302.50      执行中 限定性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壳牌阳光童趣园项目（1期） 24,118.46         5,869.15    18,249.31     执行中 限定性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壳牌阳光童趣园项目（2期） 86,034.42         -         86,034.42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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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办事处  阳光童趣园：项目运营支持（2018-2019） 1,109.60          -         1,109.6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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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4.35         -         34,404.35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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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68.46        27,880.00   160,888.46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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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8.25         153.50      18,284.75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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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7,907.00          -         7,907.0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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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14.31         -         38,914.31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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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2.95         -         17,602.95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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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04.84         -         40,704.84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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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01.22         -         77,101.22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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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0.94         -         16,780.94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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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1.01         300.00      24,811.01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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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9.78         -         21,159.78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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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5.69          -         6,305.69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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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0.82         -         12,890.82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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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400.00    1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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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17.49        8,868.32    91,249.17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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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42.37         -         45,742.37     执行中 限定性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阳光童趣园：河北霸州5所园 165,447.01        -         165,447.01    执行中 限定性

 新联康（中国）有限公司  新联康（1期）陇县1所园 108,819.50        执行中 限定性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志愿者行 -11,760.00        12,877.53      1,117.53    -           结项 限定性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幼师成长计划 -9,320.00         10,370.27      1,050.27    -           结项 限定性

 中国扶贫基金会  阳光童趣园：公益宝贝2期 -514,668.75       514,668.75     -         -           结项 限定性

 李晨  阳光童趣园：昕钰童趣园 300,000.00     -         30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淘宝公益店铺  阳光童趣园：淘宝公益店铺深圳培训 15,501.55         1,200.00    14,301.55     执行中 限定性

758,165.44        837,916.55     47,838.77   1,548,2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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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75.36        23,600.92   140,274.44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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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11.23        25,019.05   243,292.18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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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06          110.00      1,205.06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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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92.65        -         -27,092.65    执行中 限定性 暂未收到项目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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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504,516.64        42,264.76   462,251.88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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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1.03         -         26,221.03     执行中 限定性教师成长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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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青葵花导师计划：陕西项目2期 188,097.00        -         188,097.0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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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54.49         -         85,054.49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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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81.33        11,220.80   89,660.53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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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42.95        61,800.00      16,634.30   222.75        执行中 限定性

 澳门同济慈善基金会  青葵花导师计划：原点乡村学校计划 200,000.00        190,000.00  1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1,462,359.58      61,800.00      308,849.83  1,219,18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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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31.05         -         50,431.05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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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和基金会  桥畔计划：0-3岁儿童养育机构资助（2019-2020） 44,021.25         -         44,021.25     执行中 限定性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桥畔计划：社区发展能力建设资助（2020） 237,009.88        251.80      236,758.08    执行中 限定性

 福建恒申基金会  桥畔计划：福建省教育公益发展支持（2020） 183,776.50        41.00       183,735.50    执行中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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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06         5,058.74       -         293.68        执行中 限定性

 往期项目余款  桥畔计划：教育公益组织支持平台（2018-2019） 64,881.16         -         64,881.16     执行中 限定性

599,956.58        5,058.74       292.80      604,722.52    

 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22,917.46         22,917.46   -           结项 限定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公积金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29,350.00         29,350.00   -           结项 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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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1.51         4,532.54    17,888.97     执行中 限定性

 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 41,355.34         18.00       41,337.34     执行中 限定性

116,044.31        -            56,818.00   59,226.31     

 敦和慈善基金会   种子基金       3,000,000.00 -           3,000,0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举力基金”助学帮扶项目           9,000.00 9,000.00               - 执行中 限定性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阳光助飞”助学帮扶项目          78,239.78 -              78,239.78 执行中 限定性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西部阳光V行动2020         360,500.00 -             360,5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凉山州教育基金会  人才培养计划                -        2,000.00 800.00            1,200.00 执行中 限定性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  淘宝公益店铺         147,242.00 -             147,242.00 执行中 非限定

          2,081.91 13.00             2,068.91 执行中 限定性

      3,597,063.69        2,000.00 9,813.00      3,589,250.69

503,465.94        145,504.35     376,565.16  272,405.13    执行中 非限定

503,465.94        145,504.35     376,565.16  272,405.13    

     10,029,226.57    1,052,279.64 969,398.85   10,115,984.32 本年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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