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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路同行   温暖人心
--2016年和平新年新衣概况

      2016年10月25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新年新衣"项目再度起航，工作人员和义工一行7人，

 前往桐乡市濮院镇为山区儿童募集过冬衣物。至今，新年新衣陆续发放到了四川、宁夏、河南、贵

州、云南、广西、陕西、青海、新疆等十二个省份二十六个县市，给当地的贫困学生和困难户送上

了52404件（双），价值359万元的棉衣棉鞋和羊毛衫。 

　  基金会工作人员和义工耗时29天，行程万里，亲自把衣物送到了9个省份。对于西藏、甘肃、江

西三个省份，基金会则是将衣物发送过去，委托当地机构将衣物送到需要的地方。 

　  11月14日，夏悯稳秘书长带领志愿者，与四川凉山州温州商会合作将1639件、价值88506元的

爱心衣物送进了大凉山。当冬季的晨雾还未完全退却时，他们就已经起步前往大凉山。山区道路曲

折不平，一不小心，车子就陷到了泥坑里，怎么都开不出来。他们只好请求外援才得以解决。一天

下来，光在泥路上行驶就花了八个多小时，联补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收到新衣高兴极了!

　　11月24日，和平慈善基金会志愿者走进河南省滑县，向滑县枣村乡南小屯村小学、汤营村小学

以及一些贫困村庄捐赠衣物5924件（ 双），总价款30多万元。 

　    和平慈善基金会还与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向石嘴市平罗红崖子乡红瑞村移民学校、红

瑞燕宝小学以及其他两个学校，捐赠衣物1780件，与固原市六盘山圆梦爱心协会合作，捐赠衣物

1744件给当地少数民族贫困群众。 

　　                                                   11月26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给贵州威宁石门乡的

                                                    贫困学生送上4000多件、总价值30 多万元的御寒衣物。 和平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夏悯稳说，贵州石门乡目前气温在零度左右，当他们

                                                    给当地贫困学生送上棉衣时，孩子们都很高兴，看到他们天真、好

                                                    奇的眼神，能感知孩子们对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未来的祈盼。 新年

                                                    新衣温暖活动还在进行中，诚挚地邀请您加入这支爱的队伍，让这

                                                    份温暖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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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



新年新衣 濮院募捐 年新衣 
瑞安商城募捐

　　2016年11月10日 ， 浙 江 省 和

平慈善基金会的义工们在天刚亮的

时候就前往商城开展新年新衣募集

活 动 。 从2013年 开 始 ， 基 金 会 就

已经在商城开展过募集活动了，一

直都得到了商户很好的反响，这大

大 增 强 了 义 工 们 募 捐 的 信 心 。 这

次，义工们先在商城门口搭建好募

集点，然后将宣传单发放至各个商

家的手中，并向他们具体介绍了新

年新衣这个项目。看了我们去年新

年新衣特刊，听了义工们的介绍，

虽然没有实地经历过，但他们已经

了解了在一些贫困地区，还有很多

同 胞 生 活 窘 困 ，

缺 衣 御 寒 。 一 件

衣 服 对 于 他 们 来

说 算 不 上 什 么 ，

但 是 对 于 这 些 贫

困 地 区 的 人 们 来

说，是度过寒冬的温暖保障。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既然是力所能及的事

情，何乐而不为呢。一件那么有意义

的事情，极大的激发了大家伙的热

情。他们纷纷到仓库里将一些衣服拿

出来送到我们的募集点。现场气氛十

分热闹，义工们能深切感受到他们那

种帮助别人的喜悦之情。

  3天时间里，基金会共募集8000多件

成人、儿童的秋冬衣裤，立即运往四

川、云南、宁夏等贫困山区，为经济

困难的家庭送上一份冬日的温暖，用

爱融化寒冬的冰川，搭建你我心中的

桥梁。

感谢： 每一位爱心商户的慷概捐赠，每一位志愿义工的辛勤付出

新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新衣募集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新衣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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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5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一行7人，往桐乡市濮院镇为贫困群体募集过冬衣物。为节约时间，

大家兵分两路：一路守在世贸大厦摊位收衣服，另一路去市场里派发传单。按这样的方式，我们的募集活动持续了

将近一个星期。募集结束后，基金会秘书长庄锡安回到塘下，在塘川街“偶遇” 了曾在濮院捐过衣服的商户。商

户说：“我第二次去送衣服的时候，你们已经收摊了。你留个电话给我，我那还有衣服。”

　　庄锡安感叹道："这些爱心人士真是太好了，'新年新衣'项目能够坚持做到今天，离不开他们的支持，非常感谢

这些爱心人士。"



"衣"路同行-四川篇
四川·大凉山

四川·叙永

　　自2013年进入大凉山以后，那一张张被寒风吹得通红

的脸一直牵动着我们的心。因此大凉山是新年新衣每年不

可或缺的一站。在大凉山深处居住着许多彝族同胞，由于

交通原因，他们基本上很少与外面接触，过着十分艰苦的

生活。

　   2016 年的11月5日，志愿者们带着新衣走进了大凉山。

我们开着越野车在由土构成的道路上一路颠簸，没有一处

道路是平整的。值得庆幸的是在路上我们看到部分彝族的

工人在修路，在未来，道路的修建或许会对改变这个贫困

的地方有着巨大的作用。大概行驶3个小时，我们终于到

达了一所位于大凉山深处的联补乡小学，看到这些从附近

村落过来上学的孩子，身上穿着满是泥土的衣服时，泪水

瞬间充满了眼眶，我们相信，这次翻山越岭所付出的艰辛

是十分的值得的。

　　这次，基金会为大家送去了衣服、鞋子、牙刷、牙膏、

糖果等，知道一件外套对于他们来说还不足以抵挡冬季的

寒冷，所以我们又给每一个人送了一条围巾和两套保暖内

衣。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衣服，孩子们都非常开心。你听，

“这棉衣比我原来的厚”，一个小朋友一边摸着穿在自己

身上的新衣服，一边说，“这件衣服太好了，不仅暖和，

外面的一层还雨都打不湿。”   另一个小朋友凑过来说，

“这衣服暖和，不信你摸下。”穿上爱心人士提供的新衣

服高兴不已。

　　2016新年新衣温暖大凉山活动总共发放了6463件衣物，

2967双鞋子，总价值699916元。感谢所有捐赠衣物的爱

心人士，愿大凉山的同胞们在新的一年里过上更好的日子。

       暖冬行动"新年新衣"温暖泸州叙永的山里娃。

　　在北坪小学的操场上，虽然冷雾笼罩、寒风刮脸，但爱心人士的热情和善意、孩子们内

心的温暖、广播里悠扬的乐曲，早把这一切融化了。二年级的小朋友康欣怡激动的挥舞着新

书包,跳来跳去。三年级的孩子王艾佳则举着彩色笔走来走去，说，" 有彩笔喽!有彩笔喽!"

　　12月26日,浙江和平慈基金会携手成都丽水商会赴四川叙永赤水镇开展"新年新衣"温暖叙

永活动，向当地学生捐赠了价值17万元的物品。当地双山小学、北坪小学、茅坪小学的493

名学生分别获赠了棉衣、保暖衣、书包、牙膏、牙刷、彩色铅笔等物品。

                                                                                                                 (四川新闻网泸州讯)

《笑的种子》

Write by 李广田

把一粒笑的种子

深深地种在心底，

纵是块忧郁的土地，

也滋长了这一粒种子。

笑的种子发了芽，

笑的种子又开了花，

花开在颤着的树叶里，

也开在道旁的浅草里。

尖塔的十字架上

开着笑的花，

飘在天空的白云里

也开着笑的花。

播种者现在何所呢，

那个流浪的小孩子？

永记得你那偶然的笑，

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四川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四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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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宁夏

Photograph by. 夏杰

"衣"路同行-宁夏篇
      11月18日上午，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向宁夏希望工程捐赠衣物的

仪式在平罗县红崖子乡红瑞燕宝小学隆重举行。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常务副会长陈建平、理事叶秀琴、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兵、

共青团石嘴山市委书记魏宏斌、平罗县政协副主席张建丽及红瑞燕宝小

学贫困学生参加了此次仪式。

       这次的“和平新年新衣”捐赠活动是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宁夏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首次合作，目的在于解决贫困地区的同胞们度过寒冷

冬季的实际需要，广泛动员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了解、关心贫困家庭。

       在此次的捐赠仪式中，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常务副会长陈建平

向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了1780件、价值12万元的过冬衣物，帮

助移民村的贫困家庭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受赠方对我们的帮助十分感恩.因此，

在此次捐赠仪式上，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马兵也向陈建平会长颁发了捐赠证书，石嘴山市团委书记魏宏斌向浙江

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庄锡安赠送了荣誉牌匾。

       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平罗县团委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据说，今年以来，他们县积极把握服务全县扶贫

攻坚的大局，抓好精准扶贫教育帮扶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化动员和社会化动员优势，动员各级团组织和社会

                                                                                   爱心人士积极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还开展了“七彩假期”

                                                                                   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活动主要依托石嘴山市微善之家、七彩小

                                                                                   屋，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争取中央、自

                                                                                   治区、市助学金及物资支持。

                                                                                          此次会议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今后，我们将进行

                                                                                   更广泛的合作，进一步加大精准扶贫和教育扶贫的工作力度，

                                                                                   广泛动员各界力量，为平罗县的脱贫攻坚工作贡献我们基金会

                                                                                   的青春力量！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贫困地区，与

                                                                                   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宁夏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宁夏篇

07 08和平新年新衣 和平新年新衣



Photograph by. 王曙

《志愿者之歌》

从现在起，做一个奉献的人

救灾，扶贫，助学筑梦

从现在起，关心幼儿和孤老

我有一个大家庭

乐于助人，排忧解难

从现在起，去看望需要帮助的人

告诉他们一切有我在

那无私付出的喜悦之情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我的快乐是因为

你的快乐与我有关

亲爱的，我为你祝福

愿你能够前程似锦

愿你能够安享晚年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乐于助人，排忧解难

                        Write by. 管丽丽

多得是你不知道的事

Photo Graph By.  庄锡安

生活在你看不见的山区里生活在你看不见的山区里

Photo Graph By. 王曙

Photograph by. 王曙

Photo Graph By. 王曙

Photo Graph By. 王曙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摄影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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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路同行：温暖河南

"衣"路同行：温暖河南

　　孩子们收到新衣十分开心，争先恐后的跑上前去喷绘上签字。有一个孩子说，“很难得有这么隆重的仪式，

还有那么多漂亮的叔叔阿姨亲自来帮我们穿上新衣服，这一瞬间，你们的爱在我的心底开花了。将来我们要像你

们一样，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感到欣慰，这也是一直激励着我们努力向

前，越做越好的动力。

　　赠送新衣一方面是解决他们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是想用爱去温暖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孤单无助，全

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在关注他们。希望他们以此为动力，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

材。

　　捐赠仪式结束后，县政协副主席陈浩和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还深入到枣村乡汤营村看望慰问了

部分贫困群众。当地的居民深受感动，这份千里迢迢而来的爱将会温暖整个寒冬。

        2016年11月24日，浙江省和平慈善

基金会携手河南电视台、县政协开展扶贫

济困捐赠活动，滑县政协主席陈俊江、副

主席陈浩出席活动。活动中，浙江省和平

慈善基金会副会长陈建平代表基金会向滑

县枣村乡贫困户捐赠了1400余件，价值约

10万元的衣物；向南小屯村小学、汤营村

小学以及一些贫困村庄捐赠了4524件（双），价值20多万元衣服和鞋子，传递温暖和爱心，以实际行动帮扶贫困

人口和弱势群众，进一步推动枣村乡扶贫脱贫工作顺利开展。

　　       捐赠仪式上，县政协主席陈俊江对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的爱心捐助表示感谢。他希望各位政协委员要发挥

自身优势，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参与扶贫攻坚工作，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改变农村贫

困面貌等方面贡献力量。要认真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通过开展产业扶贫、劳务培训、信息咨询、科技

服务等活动，真心帮扶困难群众，确保帮扶工作出成绩、见成效，为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添砖加瓦。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河南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河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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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篇

"衣"路同行

      12月11日，志愿者一行人带着新年新

衣走进了贵州威宁石门坎，向当地的同胞

们捐赠了3289件衣物，分别送给威宁县羊

街镇西华村等8个村的贫困农户和当地5所

小学共597名学生。去年，我们将筹集到的

新衣捐给昭通青年基金会，并由他们发放到

3县5个乡镇。这次志愿者们亲自将衣物送到

了同胞手上，并帮他们穿上新衣，擦去脸上

的泥渍。大家伙瞬间大变身，感觉都快认不

出他们了。看到大家穿上衣，露出那灿烂的

笑容时，志愿者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每次

来到这，看到这些同胞的生活，心情都非常

沉重。泰戈尔曾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

我们的意志，才在我们的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是的，虽然遭遇苦难，但相信他们定能生长出更坚强

的意志，来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愿他们的生活能一天比一天好，期待美好的未来，我们共同见证。结

束了贵州之行，志愿者们又要加快步伐赶往下一站了。

　

　志愿者们紧接着奔赴云南昭通，

熟悉的地方熟悉的面孔，感觉时光

倒回到了一年前。这次，志愿者们

主要前往了彝良奎香乡松树村和角

奎镇杉树村等地，将4347件衣服和

鞋子送给贫困的农户和学生。

　　2017年3月14日，彝良县文星

学校举行了新衣捐赠仪式。肖校长

在台上发表讲话，希望得到捐助的

学生们牢记社会各界的深情关爱和

热情帮助，常怀感恩之心，常思学

生之责，牢记“爱国为根，团结为

本，学习为重，报国为要”，自强

不息，刻苦学习，做一个知恩思恩

的好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不辜负所有爱心人士的

期望。在仪式举行前的一段时间，

肖校长就联系了我们，还时常发一

些学校学生的视频给我们，校长这

种负责任的行为让我们深受感动。

我们赠送新衣，仅仅是解决了他们

一时的温暖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能

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平时的生活情况，

对他们进行长久的关怀，而不是只

在送新衣的时候关心他们。我们知

道，他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温暖，还有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云贵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云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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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携手柳州

电视台、柳州市浙江商会、柳州东方预拌混凝

土有限公司的爱心企业家们来到里雍中心小学

开展“新年新衣温暖柳州”捐赠活动，县委统

战部部长彭彩华参加了捐赠活动。

　　活动中，爱心企业家们给里雍中心小学的

贫困学子们赠送了价值15.82万元的新衣服。

县委统战部、里雍镇给爱心企业家们授予“柳

江县‘百企扶百村’精准扶贫结对帮扶企业

（商会）”、“扶贫济困亲情暖冬”等荣誉牌

匾和锦旗。贫困学子们热情地围着爱心企业家

们久久不愿离去，那份质朴和纯真感动了企业

家们，拉近了彼此心与心的距离。

　　柳州市浙江商会党支部书记、柳州东方预

拌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荣登先生表示，今

后将会一如既往地资助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

并嘱咐孩子们要认真学习，诚信做人，孝敬长

辈，热爱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

 　　过年穿新衣是中国传统习俗，然而一些贫

困留守儿童过年“一衣难求”。爱心企业家们

的慷慨捐赠，不仅给贫困学子们送来了物质上

的帮助和温暖，同时也送来了精神上的关爱和

鼓舞。

                                                     （来自里雍镇官网）

 　　

广西

       此次和平新年新衣温暖广西之行，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向贫困同胞们捐赠衣物共6631件、总价款353841元。

感谢捐赠商家们的爱心付出，给受赠方带来了冬日的暖阳！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广西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广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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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颂扬苦难

如果允许选择

我宁要平安的生活

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

但是，我相信

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

一旦遭遇

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会。

人性的某些特质

惟有藉此机会

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

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

而获得的精神价值

是一笔特殊的财富，

由于它来之不易

就决不会轻易丧失

而且我相信，

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

他的创造和体验

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Originate from.《直面苦难》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凉山摄影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庄锡安
Photograph by. 庄锡安

Photograph by. 庄锡安

Photograph by. 庄锡安

凉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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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路同行-陕西篇
       12月6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2016·新年新衣·温暖旬邑”

捐赠仪式在职田镇马家堡齐心希望小学举行。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

会常务会长陈建平一行六人，县政府副县长王君出席了仪式。县人

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刘更群，县人民法院、县扶贫办、县慈善协

会、职田镇政府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马家堡齐心希望小学全体师生，

职田镇昌盛堡村、职田镇青村、城关街道办赵家洞村群众代表参加

仪式。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吴卫国主持仪式。浙江省和

平慈善基金会常务会长陈建平指出，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将爱的

火苗传递到学校，希望全体学生将爱的温暖继续传递下去，尽力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希望全体学生爱同学，爱老师，孝敬父母，好好

学习，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发奋图强，长大后，回馈社会，回报祖

国，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县人民政府教育督

导室主任刘更群指出，我县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教育目标，按照强

基础、抓内涵、提高质量、推进发展的工作思路，深化改革，加大

投入，规范管理，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全县教育事业呈现出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希望马家堡

齐心希望小学优化教育管理，强化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努力创办人民满意学校；希望全体教职工不忘初心，

担当责任，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拼搏进取，再创佳绩；希望全体

学生永记爱心，牢记使命，发奋读书。报效祖国；希望爱心组织继

续关心关注旬邑教育，推动旬邑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浙江省和

平慈善基金会、桐乡市乐清商会、桐乡市温州商会、桐乡市濮院世

贸大厦、浙江省瑞安商城集团等爱心组织，共同给职田镇马家堡齐

心希望小学学生捐赠衣

物2640件，给职田镇昌

盛堡村、职田镇青村、

城关街道办赵家洞村群

众捐赠衣服228件，共

计2868件，总价值20多

万元，给广大学子和群

众带来冬日里的温暖。

　　仪式上，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领导向职田镇马家堡齐心希望小学学生

代表捐赠了羽绒服。王君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爱心

企业回赠了匾牌。此次捐赠给我县人民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支持，更是精神鼓

舞，这种心系老区、无私奉献的博大情怀，扶贫济困、关爱教育的善行义举，

必将激励更多学子心怀感恩、奋发图强、励志成才、回报社会，也将激励我

县干部群众克难奋进，再创佳绩，推动旬邑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陕西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陕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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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路同行
温暖泰顺

　　2016年12月8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平新年新衣”

走进青海省玉树，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第七站，我们为青海的

一所小学准备了过年的新衣，由红海资本创始合伙人洪守冲先

生带着自己的员工不远千里，驱车三天三夜来到青海玉树给当

地的学生发放衣服，有两位义工还因为高原反应晕了过去，也

十分感谢当地公益伙伴陈心梅女士的辛苦筹备。

　　此次捐赠活动为青海省玉树吉尕小学学生总共捐赠516件棉

衣，孩子们都十分高兴能在新年来临之际领到崭新的衣服。

　　 1月3日上午，包垟中心学校全体小

学生集中校内操场，他们穿着新棉袄，

个个面露激动和欣喜，原来是浙江省和

平慈善基金会的叔叔阿姨们来给他们

“送温暖"了。 

　　 十一时许，基金会秘书长夏悯稳宣

布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他代表省和平慈

善基金会及社会爱心人士表达了对孩子

们的关心和问候。夏悯稳表示：孩子是

祖国的花朵， 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省

和平慈善基金会此行的目的不仅是给孩子们捐赠新棉袄，更是给大家带来来自社会、来自国家的关爱和温暖。

　　随后，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的义工们给每位小学生分发棉袄，看着孩子们脸上期待的神色，义工队的叔叔阿姨们

更加热情地走近他们，帮他们拉上拉链，并将他们的外套整理平直。穿上了新棉袄的孩子们十分高兴，纷纷对志愿

者阿姨、叔叔们表示感谢，并在教学楼前与义工队进行合影留念。 

　　据悉，此次“新年新衣，温暖泰顺”的主题活动由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主办，由该基金会、温州都市报、温

州网及腾讯大浙网联合发起。 

--青海篇

"衣"路同行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衣"路同行-青海篇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衣"路同行-泰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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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包垟中心学校网站） 



（排列不分先后•若有遗漏•敬请谅解）

腾讯公益基金会

腾讯大浙网

温州都市报陈忠慈善工作室

瑞安商城

桐乡乐清商会

四川省浙江商会

四川省温州商会

西昌市温州商会

凉山州工商联合会

西昌市政府

昭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昭通市浙江商会

贵州省慈善总会

贵州省温州商会

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宁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银川瑞安商会

桐乡温州商会

宁夏温州商会

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固原市六盘山圆梦爱心协会

定西市安定区爱心公益协会

温州慈善总会

瑞安慈善总会

温州爱心屋

西昌市冕宁县政府

泸州市扶贫基金会

成都丽水商会

凉山州慈善总会

贵州省浙江商会

温州天爱公益协会

成都同路人青少年关爱中心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媒体报道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媒体报道

媒体报道单位媒体报道

感谢以下单位支持

温州市艺术摄影学会

伯特利慈善基金

平罗县政协

柳州市浙江商会

陕西省旬邑县政府

河南省滑县政协

北京红海资本

青海省浙江商会

华夏公益服务中心

共青团石嘴山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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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新年新衣项目收支状况

各项支出 数量 金额/元

募集费用 44752

运输费用 69839

差旅费用 31778

新年新衣刊 14420

购买衣服 7277件 280435

募捐衣服 32940件 2709335

募捐鞋子 12187双 600632

合计： 3751191

发放清单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展示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展示

捐赠发票和收据

学生感谢信                                     2016"新年新衣"发放清单                2016.12.14

序号 省份 发放地域 衣服数量/件 金额 鞋子数量/双 金额

1 四川省 西昌市 6463 551566 2967 148350

2 四川省 叙永县 2347 169842

3 四川省 甘孜县 1000 100000

4 四川省 成都 842 76220

5 陕西省 咸阳市 2868 208940

6 宁夏省 银川市 3524 233780

7 宁夏省 中卫市 286 15444

8 河南省 郑州市 4123 225504 1801 90050

9 广西省 柳州市 4871 265841 1760 88000

10 云南省 2497 202788 1850 83782

11 贵州省 3289 208760 1850 92500

12 新疆省 乌鲁木齐 1456 142223

13 新疆省 喀什 588 64100

14 甘肃省 定西 1726 179000

15 江西省 分宜 3334 291600 1959 97950

16 青海省 玉树 516 27864

17 青海省 都兰县 255 13770

18 浙江省 泰顺翁山 77 4158

19 浙江省 泰顺包洋 155 8370

合计： 40217 2989770 12187 600632

发放范围覆盖12个省份，发放“衣服+鞋子”总计：52404件（双），总金额：3590402元

昭通市

威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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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发票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发票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透明指数并列全国第一

　　2017年3月，基金会中心网公布了新一期的数据，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透

明指数达到100分满分，并列全国第一。截至昨日，据中心网显示，全国共有

5688 家基金会。

　　基金会中心网是中国权威的基金会信息披露平台，它推出的中基透明指数

(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

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排行榜按照基金会最新透明分数在每月的1 

号更新，排名越靠前，则基金会透明度越高。

鸣谢

　　四年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新年新衣项目起航，得到大家的支持。

四 年 来 ， 我 们 见 证 了 捐 赠 者 的 慷 慨 奉 献 ， 我 们 目 睹 了 志 愿 者 的 辛 勤 付 出 ，

我们收获了受助者的灿烂笑容。

　　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无比感恩的心，把和平新年新衣项目有关资料编辑

成册。以此来感谢参与这个项目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衣”路同行，温暖人心！

编印单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策划编辑：瑞安市宝席文化传媒

总　　编：夏悯稳

主　　编：夏　杰

责任主编：管丽丽

设计排版：包箴妮

摄　　影：王曙  庄锡安  夏杰  

资料搜集：虞海萍  管丽丽

校　　对：管丽丽

印刷单位：闪电图文

27 28和平新年新衣 和平新年新衣

2017.3.30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