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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13 年，机缘巧合下，我们来到了四川大凉山，目睹了彝族同胞们艰辛的

生活。当时的那份感动一直激励着我们，拷问自己，还能为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

同胞做些什么？

多年来，我们不忘初心，坚持“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的原则，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新衣是我们目前

能获得的最大资源，我们希望把这些新衣服当作一份精美的礼物，为这些同胞送

上我们精准的爱心包裹，用爱心带给他们多一度的温暖。我们将构建社会组织、

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扶贫新格局，传递我们最温暖的爱心。

二、项目目标

“和平新衣”致的儿童和低保家庭送上温暖的新衣,人间有爱，用爱心带给

他们多一度的温暖。

三、项目社会捐赠情况

和平新衣项目在 2019 年 9 月 9 日腾讯 99 公益日筹集善款 158165.91 万

元，筹集的项目款项主要用于采购新衣、衣服仓储运输、新衣发放活动差旅费用，

相关宣传刊物印刷，办公人员执行费用。2019 年全年“和平新衣”项目支出

232818.07 元。

四、项目执行情况

1、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2019 年”和平新衣“项目发放新衣 25415 件，价值 135 多万元，其中帮

扶四川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发放新衣 10433 件，总价值 6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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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新衣"项目陆续发放到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西藏、四

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河南、江西、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苏、浙江

等十八个省份三十四多个县市。

2、项目实施情况表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2019 年“和平新衣”总发货清单

时间 省份 城市 数量 备注 金额 单位

1.10 新疆 喀什市 1053 棉服、羊毛衫 94680
喀什市合一残疾人关爱中

心收

1.15 云南省 昆明市 190 羊毛衫、棉衣 21200 好牧人志愿者服务中心

4.30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22 鞋子 660

5.03 浙江省 衢州 300 鞋子 9000 开化县商企义工服务中心

5.25 宁夏 中卫市 120 鞋子 3600

6.13 四川省 凉山州 560 鞋子，衣服 16800

7.22 新疆 乌鲁木齐 370 鞋子，衣服 12500

7.22 宁夏 银川 260 鞋子，衣服 7800 银川天恩慈善爱心协会

9.27 宁夏 银川 852 鞋子，衣服 36180 银川天恩慈善爱心协会

10.22 浙江省 泰顺 680 长袖茄克、短袖 30600 泰顺县第六中学

10.22 浙江省 永嘉 276 长袖茄克、短袖 12420 岩坦镇张溪学校

10.22 浙江省 开化 1020 长袖茄克、短袖 45900

苏庄初级中学

浙江省 开化 400 长袖茄克、短袖 18000

11.07 1835 66200

11.15 安徽省 合肥市 80 长袖茄克 4800 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

江苏省 徐州市 50 长袖茄克 3000 仁爱徐州志愿者服务站

安徽省 蚌埠市 100 长袖茄克 6000
蚌埠市爱城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北京市 昌平区 80 长袖茄克 4800 北京磐石公益发展中心

黑龙江省 讷河市 80 长袖茄克 4800
讷河天悦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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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60 长袖茄克 3600
齐齐哈尔市爱邻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安徽省 无为县 130 长袖茄克 7800
无为唯爱公益服务发展中

心

吉林省 吉林市 150 长袖茄克 9000
吉林市晨星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江苏 徐州丰县 107 长袖茄克 7980 徐州丰县爱之家留守儿童

关爱中心江苏 徐州丰县 30 羊毛衫 1500

11.18 青海 玉树 300 长袖茄克 18000
成都新正轩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云南省 昆明市 196 长袖茄克、羊毛衫 12760
昆明市呈贡区甘霖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11.19 四川省 凉山州 198 三点水棉衣 15295.5
四川凉山州特木里中心学

校

11.23 四川省 凉山州 183 羊毛衫 9150 甘洛县阿慈觉乡人民政府

四川省 凉山州 140 羊毛衫 7000
西昌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四川省 凉山州 180 女羊毛衫 12600

11.25 四川省 凉山州 1084
羊毛衫，大衣，内

衣（男）
75880 西昌市市场监管局

11.26 四川省 叙永 400 防寒服 14889.6 成都丽水商会

11.27 四川省 凉山州 190
书包，羊毛衫，运

动衫三件套
5544 凉山结对学生走访

12.07 四川省 凉山州 420 羊毛衫 21000

金阳县梗堡乡
四川省 凉山州 80 学生保暖内衣 4000

四川省 凉山州 291 羊毛衫 14550

金阳县谷德乡
四川省 凉山州 20 学生保暖内衣 1000

四川省 凉山州 420 羊毛衫 21000

金阳县桃坪乡
四川省 凉山州 80 学生保暖内衣 4000

四川省 凉山州 1050 羊毛衫 52500

金阳县洛觉乡
四川省 凉山州 132 学生保暖内衣 6600

12.07 四川省 凉山州 169 羊毛衫 8450

凉山州农校
四川省 凉山州 21 学生羊毛衫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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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凉山州 128 学生保暖内衣 6400

12.07 四川省 凉山州 390 羊毛衫 19500

美姑县中坝乡阿波觉村
四川省 凉山州 60 学生保暖内衣 3000

12.07 四川省 凉山州 23
三点水棉衣、羊毛

衫、书包、鞋子
5060

凉山州温州商会

四川省 凉山州 4
运动衫三件套，内

衣
380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131 羊毛衫 6550 雷波县莫红乡幼儿园

四川省 凉山州 165 羊毛衫 8250

雷波县莫红乡中心校
四川省 凉山州 40 学生保暖内衣 2000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200 羊毛衫 10000
雷波县莫红民族小学

四川省 凉山州 50 学生保暖内衣 2500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100 羊毛衫 5000
昭觉县比尔乡补各洛呷村

村委会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1351 羊毛衫 67550

四川省西昌市汶水镇
四川省 凉山州 100 学生保暖内衣 5000

四川省 广元市 200 成人内衣（男） 8000
中共剑阁县委员会组织部

四川省 广元市 310 女羊毛衫 21700

安徽省 蚌埠市 32 成人内衣（男） 1280 蚌埠市爱城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安徽省 蚌埠市 15 女羊毛衫 1050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198 学生保暖内衣 9900 布拖县特木里镇则洛小学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650 学生保暖内衣 32500
四川省西昌市布拖县浪珠

乡中心校

12.09 四川省 凉山州 56 三点水棉衣 4326
四川省越西县大花乡大花

村幼教点

12.12 四川省 凉山州 650
成人内衣（男）；

女羊毛衫
76500 甘洛县工商联

浙江省 温州市 130
成人内衣（男）；

女羊毛衫
7000 天音公益心理咨询中心

12.21 四川省 凉山州 300 羊毛衫 15000
四川省凉山州玉田镇勿西

村勿西组四川省 凉山州 88 学生保暖内衣 6160

12.21 四川省 凉山州 400 羊毛衫 20000 响水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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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凉山州 89 学生保暖内衣 6230

河南省 平顶山 1580 羊毛衫 79000
广东省扬善公益事业促进

会河南省 平顶山 133 学生保暖内衣 9310

12.31 浙江省 庆远县 215 羊毛衫 10750 庆元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

山东省 烟台市 200 羊毛衫 10000
烟台爱加倍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江苏省 连云港 80 羊毛衫 4000
江苏省东海县晶心服务中

心

浙江省 温州市 50 羊毛衫 2500

天音公益心理咨询中心
浙江省 温州市 50 成人内衣（男） 4500

安徽省 合肥市 52 羊毛衫 2600 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

会安徽省 合肥市 158 女羊毛衫 11060

山西省 太原市 375 羊毛衫 18750 阳曲县好根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山西省 太原市 35 女羊毛衫 2450

四川省 大凉山 602 羊毛衫 30100
凉山州金阳县依达乡中心

校

河南省 平顶山 200 羊毛衫 10000

广东省扬善公益事业促进

会
河南省 平顶山 45 成人内衣（男） 3150

河南省 平顶山 45 女羊毛衫 1800

安徽省 包河区 27 羊毛衫 1350
合肥爱之行

安徽省 包河区 38 女羊毛衫 2660

安徽省 阜阳市 70 羊毛衫 3500
阜阳友谊站

安徽省 阜阳市 30 女羊毛衫 2100

江苏省 徐州市 57 羊毛衫 2850 仁爱徐州站

安徽省 六安霍邱县 67 羊毛衫 3350 六安霍邱

安徽省 蚌埠市 284 羊毛衫 14200 万福镇找母村找母小学

安徽省 皖霍邱县 125 羊毛衫 6250 周集镇大成小学

安徽省 合肥市 71 羊毛衫 3550
安徽仁爱公益基金会

安徽省 合肥市 200 女羊毛衫 14000

四川省 阿坝州 107 羊毛衫 5350 红星镇纳木镇中学

四川省 阿坝州 100 羊毛衫 5000 达扎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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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阿坝州 100 羊毛衫 5000 红星镇中心校

四川省 阿坝州 100 羊毛衫 5000 香巴拉南街

3. 项目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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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实施效果

2019 年“和平新衣”的发放，使更多的学生和贫困家庭的人们有爱的新衣

穿，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爱，并且有很多热心与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和单位企业

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和平新衣不断的把爱心的新衣发放到各个地方，强有力的

唤醒更多的人去关心关注与公益事业。

六、受益人故事

我们走进山里，沿着小山坡来到一户人家门口，门口有很多只散走着的小黑

猪和一群挥不走的苍蝇。我们从木门内望进去，屋内漆黑一片，一个 10 来岁的

小男孩背上背着 2 岁左右的弟弟，他的脸上黑黑的，眼睛却亮亮的，他腼腆地站

在哪里没有说话。这门里面就是他们家的大厅了，旁边是房间。孩子就在黑漆漆

的大厅里学习，书桌就是简单的便携床用桌子，书包也是破破的、旧旧的。我们

给他们送了几双新的织布鞋，男孩的妈妈很开心，为了试鞋子，专门还去洗了脚。

过了几天，我们给男孩子带来了书桌、小床、娃娃还有台灯。pizza 把台灯拿出

来教他怎么用，他在一边认真地看着，然后小心翼翼的拿过去，试着开灯关灯。

当大家齐力装扮好孩子的房间，房间整个焕然一新了，孩子高兴地在房子里看来

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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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平新衣”常年向社会募集新衣，愿有更多

的爱心人士加入这爱的队列中来。

库存衣服捐赠请联系：

办公电话：0577-65108292

虞海萍：13353321066

夏悯稳：18058896987

（温馨提醒：谢绝旧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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