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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走动

让温暖进入千万家



目录引言
    孩子们的笑容--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每年秋冬两季，都是和平

人最忙碌的时候，联系商家、爱心人士及企业积极募捐衣物、采购新

衣、打包入库.....然后携手全国各地伙伴组织，寻找“和平新衣”发

放目标人群，奔赴各地，送去新衣，带去爱与问候！

    冬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但对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孩子们和家庭，

冬天往往意味着要面对抵挡不住的严寒。捐出一件新棉衣、一条围脖

、一副手套.....对于你来说只是简单的爱心之举，但是，对于那些生

活在贫困之中的人群来说，却是他们寒冬前行的力量。爱心人士捐赠

的是衣服，传递的是爱！

 

    和平人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帮助这些困境同胞们走向更好的生活。

一个人走的快，一群人走的远，在这条爱与被爱的路上始终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让爱走动！

第一篇 项目概况--------------------------------------

第二篇 新衣募集情况 ---------------------------------

第三篇 新衣各地发放情况 -----------------------------

-------------------------------------       1.四川-甘洛

------------------------------       2.四川-美姑县托木乡

-------------------------------------       3.四川-布拖

--------------------------------       4.四川-西昌民主村

-------------------------------------       5.安徽-蒙城

-------------------------------------       6.江西-淮安

-------------------------------------       7.贵州-三穗

-------------------------------------       8.云南-普洱

-------------------------------------       9.甘肃-兰州

-------------------------------------      10.广西-南宁

第四篇 【失亲儿项目】发放新衣情况--------------------

第五篇 媒体报道--------------------------------------

第六篇 捐赠信息--------------------------------------

CONTENTS
01

02

03

07

09

11

13

15

17

19

21

23

24

25

27

29



01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项目概况

  “爱的新衣”致力于为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和困境家庭送上温暖的新衣,自2013年到现

在；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希望把这些新衣服当作一份精美的礼物， 带给他们最切实需

要的温暖。我们将构建社会组织、政府、工商界协同推进的公益新格局，传递我们最温暖

的爱心。让他们度过一个不再寒冷的冬天；用爱心带给他们多一度的温暖。

    爱的新衣陆续发放到了四川、内蒙古、云南、黑龙江、湖北、青海、吉林、广西、辽

宁等十五个省份二十六个县市，截止2021年1月，共发放26260件新衣，总价值1801872

元。其中，“和平新衣”在帮扶四川凉山州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放新衣4272件，总价值

256842元。

    我们不忘初心，坚持“聚焦、整合、拓展”的理念，精准定位爱的新衣发放目标人

群，整合各界资源，力求将每一件新衣送到最需要人们手上。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

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衣难求”牵动我心，春去冬来，“衣”路同行。2020年11月，在相同的地方，带着美

好的期望 ，和平基金会的义工们如约而至来到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募集新衣啦！

    濮院作为全国最大的羊毛衫产业基地，在发展好经济的同时，还发动毛衫人自觉担负起扶

贫济困、同步小康的社会责任，建设好文明濮院、友爱濮院。面对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新老

濮院人纷纷伸出援手，爱不止息，三天共募集爱的新衣17598件！

    天气越来越冷，桐乡市濮院世贸大厦广场上却传递着阵阵暖意，许多爱心人士携带冬衣正

向广场汇聚而来。看！附近的商家看到爱心募集，纷纷过来捐赠自己商店的库存新衣，他们希

望藉着和平基金会把温暖传递出去，把新衣发给最需要的人。义工们细心地把募集到的新衣分

类，打包....一针一线地把装衣服的袋子缝好，一针一针，缝出的都是对受助人群的爱！

    每一笔现金的捐赠和每一件新衣的捐献，都传递着一种大爱，这爱能给困境人群增添多一

度的温暖。

新衣募集

项目概况

      新衣发放的数量看似是一串串简简单单的数字，

却凝聚着和平人无数的心血和汗水。也正因为如此，爱

心人士捐赠的每一件衣服，穿在困境同胞的身上，已然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衣服，而是一份关心，一句鼓

励，一种温暖，一个祝福！

01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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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募集

让爱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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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新衣”募集

四川大凉山布拖特木里先锋小学四川大凉山美姑县拖木乡库合莫村小学



    募集新衣第一天，就收到桐乡市濮院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翁天曦先生捐赠的

5702件新衣。他是桐乡市乐清商会常务副会长，非常热心公益事业，这几年来翁会长代表

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和平新衣”项目，非常乐意慷慨捐赠。

桐乡市濮院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

新衣募集新衣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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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捐赠的新衣发放到江苏、内蒙古、四川、云南、安

徽....等十三个省份及二十二个县市区。孩子们都十分高兴能领到崭新的衣服，其实，一

件新衣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算不上什么，但是对于困境家庭的孩子们却是一份温暖，他们收

获的不只是一件新衣，收获的更多是温暖的爱！

2020年，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捐赠的新衣共发放4295件，价值256800元，库存剩余

1407件。相信爱在传递，将来，“爱”会传递到更多需要的人中间！



桐乡市温州商会

   近年来，桐乡市温州商会参与

公益活动人数逐年攀升，直接参

与社会爱心捐赠的善款超过

1000万元，彰显了在桐温商的向

善美德和担当精神，构建起小商

会大发展的新格局。

新衣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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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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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温州商会在会长陈荣和常务副书记郑定海的带领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经常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公益活动。商会还连续8年携手和平基金会开展新年新衣活动，

累计捐赠羽绒服、毛衣7万余件，助力内地山区脱贫攻坚。

    此次在桐乡募集新衣受到桐乡市温州商会的大力支持。他们得知基金会在濮院羊毛衫

市场世贸大厦设点募捐的消息后，积极号召商会成员支持该项活动。部分商会会员表示，

打算前往山区实地看望，并与需要的家庭结对帮扶。

给爱心商户颁发捐赠证书

桐乡市漫芙服饰有限公司捐赠新衣



    义工们带领孩子开展“有爱不平凡”青少年成长素质拓展活动。通过一系列游戏，让

孩子们懂得什么是爱和团结互助，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表示：自己学到了许多！新衣活动

带给孩子们的是温暖和激励。相信大家的每一份爱心，都能化作这寒冬里的一缕阳光，温

暖孩子们的心田！

    2020年12月17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携手四川省甘洛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

在蔡伟局长的陪同下，带着对甘洛困境学子的无限关怀，来到了吉米九年制学校进行“和

平新衣”爱心捐赠活动。

    爱是冬日里的阳光，在新衣发放现场，义工们给孩子们递上一件件爱的新衣，给孩子

们扣好衣服的纽扣。送上的是衣服，传递的却是爱！相信义工及爱心人士的善举，胜过那

冬天的暖炉，给学生们的关怀，胜过那夏天的骄阳。新衣发放过程中，孩子们纷纷露出了

喜悦的笑容，受捐助的几百名学子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谢意，但是，腼腆的他们洋溢在脸上

的笑容，充满了对爱心人士的无限谢意。

    冬天来了，下雪啦！爱的新衣也来啦！

四川/ 甘洛四川/ 甘洛

四川  甘洛
SICHUAN·GANNUO

01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07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0108让爱走动 
让温暖进入千万家

在甘洛县吉米九年制学校发放新衣



四川  美姑县托木乡

    一位学生代表发言，她表示，非常感谢和平基金会和温州商会的叔叔阿姨们对他们

的关怀，绝不辜负他们的殷切希望。今后一定要加倍刻苦学习，自立自强，将来也去帮

助有需要的人，将爱心传承下去。

   2020年1月4日，和平基金会的义工们和凉山州温州商会的会长们一起，驱车来到美

姑县，给这里的莘莘学子们发放爱的新衣。

    我们给每个孩子预备了一件羽绒服和一件羊毛衫，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有序的为

孩子们发放新衣。孩子们开心极了！一张张喜悦的小脸让人感觉那么朝气蓬勃。微笑是

人类最美丽的表情，它可以是因自信架起的希望灯塔、是弱小者手心里的一片爱的阳光

。相信新衣穿在孩子们的身上，温暖在孩子们的心啊！

    从西昌驱车将近四个小时，来到美姑县托木乡库合莫村小学，开展“和平新衣 暖冬

行动”，把爱的新衣带给这里的学生们。一路上，山路崎岖，但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

伐，我们就是要把爱和温暖带给孩子们。

四川/ 美姑县四川/ 美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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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合莫村小学新衣发放现场 库合莫村小学新衣发放现场
在库合莫村小学发放新衣

在库合莫村小学发放新衣



四川/ 布拖四川/ 布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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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BU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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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木里小学一共有三干四百多位学生，

六十四个班级，任课老师有一百四十位。此

次新衣捐赠活动不但是对山区孩子们的鼓舞

和厚爱，同时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困难学生、

困难家庭得到帮扶，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

  2020年1月5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

平新衣”新衣捐赠活动在特木里小学阶梯教

室隆重举行。

聚力东南部帮扶暨“和平新衣 温暖

特木里小学”捐赠活动

　　捐赠仪式上，和平基金会的庄锡安

秘书长表示：他希望受助学生，要努力

学习、奋发图强，长大后能够力所能及

的关爱亲人、关爱社会，让爱心善举能

够薪火相传。同时，特木里小学的校长

也发言说：对和平基金会的秘书长及志

愿者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奉献爱心、帮贫济困的良好美德，

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平

基金会的志愿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访了

几个品学兼优学生的家。并给学生们发

放了一百元的现金，让他们去购买学习

用品。希望学生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

更加努力。

在特木里中心校发放新衣

特木里先锋小学发放新衣



四川   凉山大菁乡民主村

    2020年8月中旬，浙江省和平慈善基

金会的义工们来到四川凉山大菁乡民主

村开展“和平新衣-送温暖活动”，慰问

村里的困难群众家庭，为村民们送去御

寒的被褥。

    发放过程中，义工们走过那泥泞的山

路，肩扛着给村民们的被褥，一步一步

为爱前行着，只为把温暖送到村民的手

里。义工们了解到村民们的生活和生产

情况，鼓励他们勤劳致富，共奔小康。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增强村民们创造美

好生活的信心，坚定他们自立更生，早

日实现奔小康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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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凉山四川/ 凉山

SICHUAN·LIANGSHAN DAJINGXIANG MINZHUCUN

给西昌市大菁乡民主村困境家庭发放被褥



安徽  蒙城

    愿爱被发扬，愿更多人能参与到关爱他人，服务他

人的行动中来。

   
    板桥集镇陆镇长、镇妇联主席白翠翠出席了此次捐

赠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陆镇长在讲话中肯定了爱

心人士的义举，表达了对浙江和平慈善基金会的感谢

，并勉励学生们能从小定下心志，好好学习，将这种

爱人助人的精神给传递下去，将来也能成为祖国的文

明建设者。捐赠现场，板桥三小王磊校长发表讲话，

对于浙江和平慈善基金会的义举，王校长表示深深的

感谢，而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更让他感受到孩童

教育的意义重大。王校长表示，必将以更加严谨的治

学，更加优异的成绩向社会交出满意的答卷。

    大爱无疆，情系板桥！

    人有老幼，地有南北，唯爱能联通老幼，沟通南 

北。 

    2021年1月19日，由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联合安

徽省蒙城板桥集镇人民政府、蒙城同路人青少年关爱

中心主办的‘和平新衣’捐赠仪式在板桥集镇第三小

学报告厅顺利举行。 板桥三小是板桥集镇第一大留守

儿童学校，拥有着大量的留守儿童，是各界爱心人士

内心牵挂的地方。

 

    本次的捐赠活动由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的相关负

责人和当地的义工们牵线促成。他们怀着一颗奉献自

己，祝福他人的心，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参与到此

次的助人行动之中。陆镇长对义工们的付出作出肯定

，这种精神值得传承和发扬！发放过程中，孩子们从

义工手中接过那崭新的新衣，露出花儿一般的笑容。

看！孩子们一个个高举新衣一起对爱心人士说：谢谢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的爱！孩子们的情感是多么天真无

邪，孩子们的情感是最真实亲切的。

01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15 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ZheJiang Peace Charity Foundation

0116让爱走动 
让温暖进入千万家

安徽/ 蒙城 安徽/ 蒙城

ANHUI·MENGCHENG

在板桥镇第三小学发放新衣



    冬日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但孩子们的心却是暖洋洋的。2021年1月20日，浙江和平

慈善基金会携手江西省民建淮安市委，在淮安盱眙县鲍集中心小学举行“和平新衣”公

益捐赠活动。

    新衣捐赠仪式由县教体局学生资助中心主任蔡士亮主持。首先，浙江和平慈善基金

会代表吴志新表示，希望孩子们能刻苦学习，树立远大的理想，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不辜负社会爱心人士与学校老师的殷切期望。其次，盱眙县鲍集中心小学

校长周浩感谢爱心人士对孩子们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他强调，鲍集小学在大家的支持

下，定会秉承“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严谨办校，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社会满意、家

长放心、学生成才的学校，教育学生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社会的关爱之情！

民建淮安市委淮河支部主委薛冰心表示：对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的爱心之举表示真挚

的感谢，捐赠的冬衣为受捐助的孩子们带去阳光般的温暖、精神上的食粮，希望他们从

而获得知识与力量，将爱心的善举薪火相传。民建也将会继续前行，帮助更多的人。

    
    为爱助力,成就未来。希望孩子们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温暖下，勤奋学习，拼搏

进取，努力为自己的人生增光添彩，实现他们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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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淮安 江西/ 淮安

 江西  淮安
JIANGXI·HUAIAN

在盱眙县鲍集中心小学发放新衣



    小草的成长离不开阳光的呵护，花儿的

绽放离不开雨露的滋润。基金会的志愿者

们带着给孩子们的新衣，作为爱的使者，

让莘莘学子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情，奉献的

力量。愿受捐助的同学心存感恩，把社会

对他们的爱心化作前进的动力，用优异的

成绩来回报关爱他们的人，让爱永远传递

下去！

贵州�三穗

    料峭冬寒，奉献爱心暖，关注贫困学子就是关注国家未来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它体现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和最美好的情感。

    2021年1月13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乐清市恩惠慈善基金会联合广东扬善公

益事业促进会众盛分会，发起“爱的新衣 温暖巴治”新衣捐赠活动，走进贵州省三

穗县良上镇巴治民族小学。

　　其中，三穗县副县长王国斌出席活动，并表示：捐资助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浙江和平基金会和乐清恩惠基金会以及广东扬善公益事业促进会共同发起的爱心捐赠

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对学子们的爱心、关心和责任心，希望这爱心的火种能够在全社

会中永远的传续下去，在社会上形成捐资助学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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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三穗 贵州/ 三穗

GUIZHOU·SANSUI

在良上镇巴治民族小学发放新衣

在良上镇巴治民族小学发放新衣



云 �普洱南

    

    有一种爱叫“衣”心一意，不管距离有多远，总会把温暖带到需要的人群中。为积极

响应党中央脱贫攻坚工作精神，在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1年1月26日，浙江省和平慈

善基金会的志愿者们带着爱的新衣跨越2630公里，从温州瑞安到普洱，跋山涉水来到位于

云南普洱山区，为山区里的孩子和家庭送温暖，并走访困难学生家庭，为其送去新衣与爱

心慰问。

    看！在寒冷的冬日，寒风凛凛。昏暗的房间中充满着温暖,孩子们对收到的新衣服爱

不释手，抱在手里笑得像花儿一样。衣服有价，真情无价,希望孩子们纯净的内心世界可

以感受到更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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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普洱

YUNNAN·PUER

云南/ 普洱

为温暖始终萦绕，爱心涓滴成

河。“爱的路上一起走”“做

每一个小梦想的扶持者、帮助

者”，在一次次行动中，在一

串串脚印中，和平人的这句句

承诺更加深入人心，也更加掷

地有声。



2020 2020

    2020年12月16日，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携浙商爱心团队驱车来到新桥中学开展“和

平新衣 温暖（宾阳）新桥中学”爱心活动。

为学校的学生发放新衣，把爱的火苗传递到

学校，希望学校全体学生将爱继续传递下去

，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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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兰州 广西/ 南宁

甘肃�兰州
GANSU·LANZHOU

广西�南宁
GUANGXI·NANNING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努力营

造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2021年1月16日，浙

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联合甘肃兰州温州商会共

同举办“和平新衣 温暖老人”敬老院慰问活

动，走进甘肃兰州七里河爱心托老所。

    通过这次慰问活动，让每位老人脸上都

洋溢着温暖的笑容，享受着安康幸福的晚

年。尊老、爱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我

们每个人认真践行。

   看！学生们在操场个个朝气蓬

勃。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活动

共发放新衣共900件，我们希望把这

些爱的新衣当作一份精美的礼物，

用爱心带给学生们冬日里多一度的

温暖。愿学生们手捧希望、怀揣梦

想、去点燃青春的激情

   活动中，志愿者亲手将捐赠的保暖内衣送

到每位老人的手中，并亲切询问他们的生活

近况，嘱咐他们注意身体。老人们开心地向

大家展示着新衣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并纷纷表示，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让

大家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志愿者也表示

在过年来临之前，能为七里河爱心托老所的

老人们送上一件新衣服，表达一份心意，让

我们感到很荣幸。

在宾阳县新桥中学发放新衣在七里河爱心托老所发放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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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新衣 爱的新衣

有这样一个儿童群体，接近孤儿，但比孤儿群体庞大，几乎覆盖了全国各省市、各乡

村。他们童年的时候，因爸爸或妈妈一方过早离世，失去亲人，简称失亲儿。在所接触

2000名失亲儿童中，78%父亡，其中61%均因病死亡，留给家庭人财两空的结局；又有其

中70%的丧偶妈妈舍弃孩子改嫁他乡，把孩子留给老人照顾。失亲儿面对丧亲的同时，又

面临“被抛弃”的境遇，经过家庭的巨变，失亲儿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敏感、自

卑、相对封闭、成绩下降……基金会自2019年开始尽最大努力支持“失亲儿陪伴计划”公

益项目！

爱的新衣 温暖失亲儿童 2020年失亲儿项目发放新衣情况

县市 种类 数量 金额

山东省 聊城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99 19900

安徽省 合肥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71 7100

黑龙江 讷河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282 28200

湖北省 随州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42 14200

安徽省 芜湖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321 32100

安徽省 宿州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230 23000

江苏省 徐州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60 6000

黑龙江 伊春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71 7100

山东省 济宁邹城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60 6000

吉林省 长春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367 36700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00 10000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00 10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鲁山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61 16100

安徽省 蚌埠市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186 18600

辽宁省 营口鲅鱼圈区 羽绒服、保暖内衣、毛衣 39 3900

合计 2389 237500



（排列不分先后，若有遗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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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报道单位

媒体报道

新衣发放合作伙伴 感谢以下单位支持

腾讯公益基金会                             

腾讯大浙网                         

桐乡乐清商会                                   

桐乡温州商会                     

桐乡市梧桐毛针织园区                              

桐乡市亿曦针织品有限公司                       

通江县团委                                 

瑞安商城                              

成都瑞安商会                                 

成都丽水商会                     

成都同路人青少年关爱中心                       

濮院世贸中心                     

平罗县政协                                 

磐石公益                             

温州慈善总会                           

温州爱心屋                         

温州爱心屋                            

温州都市报陈忠慈善工作室                                  

温州市艺术摄影学会         

乌兰察布市蒙福公益协会                

伯特利慈善基金                          

北京红海资本                                         

四川省浙江商会                  

四川省温州商会                 

陕西省旬邑县政府                        

凉山州温州商会                 

凉山州工商联合会                 

凉山州慈善总会                    

柳州市浙江商会                       

柳州市瑞安商会                   

泸州市扶贫基金会                         

西昌市政府                          

西昌市月华乡政府                      

西昌市冕宁县政府                             

金阳县依达乡人民政府                 

剑阁县龙源镇人民政府                  

江西民建淮安市委                       

昭通市浙江商会                      

昭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贵州省慈善总会                                     

贵州省浙江商会                        

贵州省温州商会                 

固原市六盘山圆梦爱心协会              

共青团石嘴山市委             

甘洛县教育体育局              

甘肃兰州温州商会             

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宁夏温州商会                     

河南省滑县政协                   

好根社工服务中心                      

惠水九九公益                      

青海省浙江商会                 

华夏公益服务中心             

定西市安定区爱心公益协会              

都兰县教育科技局                       

银川瑞安商会                     

银川天恩慈善爱心协会                                 

梦之号                                  

爱家公益                             

安徽蒙城板桥集镇              

开化县商企义工服务中心



支付宝二维码

欢迎爱心捐赠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瑞安市支行

账　户：19245 1010 4003 9209 

户　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支付宝：13353321066

联系电话：0577-65108292

开户行：浙江省瑞安农商银行莘塍支行

账　户：201 0001 0923 6848 

户　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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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凭证 财务信息

和平新衣2020年现金支出明细

和平新衣2020年发放明细

支出项目 金额

募集费用 21323.69 

运输费用 15694.02 

差旅费用 29968.00 

购买新衣 177623.67 

仓库费用 23425.00 

宣传费用 1608.00 

义工补贴 2155.00 

执行费用 18800.00 

合计： 290597.38 

省份（项目） 县市 数量 金额

四川省

成都

阿坝州

凉山州

凉山州阿坝县

甘洛

凉山州美姑县

叙永县

特木里 1650 145700

西昌市 2402 193700

云南省

普洱市

昆明市

楚雄州

安徽省 蒙城县 700 49000

吉林省 吉林市晨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117 5850

江苏省 徐州丰县 420 24600

河南省 484 33960

内蒙古 呼和浩特 165 9850

浙江省 温州市

青海省 海东市

广东省 番禺区

500 42000

1000 50000

570 34542

2000 100000

930 93000

810 83700

1688 151330

2811 84330

1550 61500

2000 143700

56 3060

108 5400

1380 51600

平顶山

省份（项目） 县市 数量 金额

广西省 南宁市西乡塘

广西省 南宁市

贵州省 三穗县 1130 90400

 失亲儿项目

山东省 聊城市 199 19900

安徽省 合肥市 71 7100

黑龙江 讷河市 282 28200

湖北省 随州市 142 14200

安徽省 芜湖市 321 32100

安徽省 宿州市 230 23000

江苏省 徐州市 60 6000

黑龙江 伊春市 71 7100

山东省 济宁邹城市 60 6000

吉林省 长春市 367 36700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00 10000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100 10000

河南省 平顶山市鲁山 161 16100

安徽省 蚌埠市 186 18600

辽宁省 营口鲅鱼圈区 39 3900

合计： 26260 1801872

500 33750

900 72000



爱在身边

    爱是一种付出，世界有爱，才变得更美丽，不想用爱来作为自己一种炫耀的资

本，只想在这冷漠的世界里,求得那一份久远未见的爱心。不求名,不求利，但求别

人能活得更好。感谢每一个为新衣项目付出的和平人，正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才

能够使得项目扎根山区，情满中华！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用你我的努力,去为这

社会增加一片靓丽.用微薄之力为困境同胞带去一丝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希望，撑起

一片本应同样属于他们的晴空。让我们携手慈善，与爱同行，善行天下！

编印单位：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总　　编：施正勋

责任主编：谢　挺

设计排版：温州品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摄　　影：庄锡安　夏　杰　谢　挺  

资料搜集：谢　挺　夏　杰

校　　对：夏悯稳

本刊物内容仅归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所有，严禁转载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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