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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下以下
简称简称““基金会基金会”）”）是经浙江省民政厅批是经浙江省民政厅批
准的于准的于19851985年年66月成立的公募基金月成立的公募基金
会会。。成立成立3535年来年来，，基金会始终坚持基金会始终坚持

““弘扬人道弘扬人道、、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全心全意为残
疾人及其他困难群体服务疾人及其他困难群体服务””的宗旨的宗旨，，在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浙江省残在浙江省残
疾人联合会的领导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下，，打造了多个助打造了多个助
残品牌项目残品牌项目，，得到了广泛好评得到了广泛好评，，为广大为广大
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2020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十三五””规划的规划的
收官之年收官之年，，也是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也是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成立会成立3535周年周年。。作为慈善组织作为慈善组织，，基金会基金会
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在前进中不断也在前进中不断
探索转型发展道路探索转型发展道路。。

重点聚焦湖北武汉重点聚焦湖北武汉，，积极投身抗积极投身抗
击新冠肺炎阻击战击新冠肺炎阻击战。。20202020年年11月底月底，，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基金会积极基金会积极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全力投全力投
入抗疫阻击战入抗疫阻击战。。在腾讯公益上发起了在腾讯公益上发起了

““同舟共济同舟共济 抗击疫情抗击疫情””公益项目公益项目，，感召感召
社会力量募集善款和善物社会力量募集善款和善物，，支援湖北支援湖北
和省内受疫情影响的困难残疾人群体和省内受疫情影响的困难残疾人群体

和残疾人康复和残疾人康复、、托养等机构托养等机构。。项目共项目共
募集善款募集善款376376..8787万元万元，，接收防疫物资接收防疫物资
捐赠折合人民币捐赠折合人民币574574..8484万元万元，，已全部已全部
支出支出、、发放完毕发放完毕，，并在官网发布执行进并在官网发布执行进
展展，，接受社会监督接受社会监督。。

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广泛凝聚社会力量，，竭力推进残疾竭力推进残疾
人福利事业发展人福利事业发展。。基金会充分利用基金会充分利用““世世
界自闭症日界自闭症日”“”“全国助残日全国助残日”“”“国际残疾国际残疾
人日人日””等节日契机等节日契机，，广泛感召广泛感召、、深入开展深入开展

““爱心爱心11++11 合力助残合力助残””浙江省助残联合浙江省助残联合
行动行动。。活动得到了省慈善联合总会活动得到了省慈善联合总会、、省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省妇女儿童基金省妇女儿童基金
会会、、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都市快报快都市快报快
公益等公益等3030多家慈善组织多家慈善组织、、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媒媒
体的大力支持体的大力支持，，并在省慈善联合总会的并在省慈善联合总会的
指导下指导下，，成立了成立了““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
助残专业委员会助残专业委员会”。”。

忠实践行使命责任忠实践行使命责任，，扎实组织残疾扎实组织残疾
人公益项目实施人公益项目实施。。20202020年年，，基金会从基金会从
残疾人关怀和发展两个方向出发残疾人关怀和发展两个方向出发，，继续继续
推行推行““爱心助残爱心助残11++11接力行动接力行动”，”，在不断在不断
提升传统公益助残项目的同时提升传统公益助残项目的同时，，更加贴更加贴
近残疾人需求近残疾人需求，，持续扩大项目覆盖面持续扩大项目覆盖面，，
提升救助资金使用效益提升救助资金使用效益。。全年共开展全年共开展

了康恩贝自强奖学金助学项目了康恩贝自强奖学金助学项目、、困难残困难残
疾人家庭大学生助学项目疾人家庭大学生助学项目、、困难家庭残困难家庭残
疾人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项目疾人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项目、、困难残疾困难残疾
人家庭人家庭““顶梁柱顶梁柱””保险项目保险项目、、爱星守护计爱星守护计
划自闭症救助项目等划自闭症救助项目等3030余个助残公益余个助残公益
项目项目。。全年总募资全年总募资62066206..6767万元万元，，总支总支
出出56505650..6868万元万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家庭惠及困难残疾人家庭
1818万余户万余户。“。“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中心网””的中基透的中基透
明指数为明指数为100100分分。。

在此在此，，向所有关心向所有关心、、支持残疾人事支持残疾人事
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单位表示衷心的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单位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感谢和崇高的敬意。。20212021年年，，基金会基金会
将继续不遗余力地探索转型发展道将继续不遗余力地探索转型发展道
路路，，不断凝聚向善向上力量不断凝聚向善向上力量，，践行助残践行助残
济困使命济困使命，，让残疾人有更多获得感和让残疾人有更多获得感和
幸福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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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单位爱心单位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狮子联会浙江代表处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中国农业银行竞舟支行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海支行
中国中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东阳供电公司横店供电所党支部
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
卓尚服饰（杭州）有限公司
政采云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
浙江千训爱心慈善基金会
浙江省阳光教育基金会
浙江省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校教育基金会
浙江日报传媒有限公司
都市快报快公益
新浪浙江
浙江领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口腔医疗行业协会
浙江宝盈爱思开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波斯奇羊绒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煤气热电设计院有限公司
浙江大安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地球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典尚空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东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峰晖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伏莱通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福约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浙江华博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简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江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浙江聚疗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旷厦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美尔健身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蒲公英服务队
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十秋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二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公路物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磐安县佛教协会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勘测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永康市方岩广慈寺
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
浙江卧龙集团慈善基金会
浙江新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星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亚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英洛华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
北京姿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淳丽贸易商行
上海磊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爱听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龙井茶叶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奥星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大厦有限公司
杭州东安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复旦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豪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好易购通信器材连锁有限公司
杭州宏泽禾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泓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厚爱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聚云堂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科莫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全德堂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蕊婷服饰公司
杭州拾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滨江区益起来公益中心
杭州市佛教协会
杭州市嘉兴商会
杭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天迈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五合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五洋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星福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雅正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易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语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杭州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卓诚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海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好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碧禾鼎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美钻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雅博口腔门诊
嘉兴华严新材料有限公司
嘉兴市冬之花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市金色年华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市视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市维斯澜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志诚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久泰置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炉峰禅寺慈善联合会
金华市慈善总会
金华市德仁假肢矫形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周华安口腔门诊部

金华市伊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知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金华婺城口腔医院
衢州老朋友家纺有限公司
衢州市弘高商贸有限公司
衢州新天柒泉酒业有限公司
衢江洁妮肤残疾人之家
台州市白领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平湖华城茂麓制衣有限公司
平阳牙科医院有限公司
花园集团有限公司
麦粒（杭州）家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国网新源水电有限公司富春江水力发电厂
华东天荒坪抽水蓄能有限责任公司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汇耀置业（杭州）有限公司
慈溪市锐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卓越电器有限公司
东阳南马万洋小微园开发有限公司
东阳市李氏塑胶有限公司
东阳市曼莉纺织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头山粮油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加效焊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建德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山市华顺有机硅有限公司
江山市泰格化工有限公司
江山思进纺织辅料有限公司
江山永明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
萧山洁美口腔门诊部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王萍口腔门诊部
义乌中未摇篮幼儿园
永康市大世界家电商场
永康市机电五金商会
永康市缅姿秀泰足浴有限公司紫薇分公司
永康市塑海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市喜成不锈钢有限公司
永康市新阶层人士联谊会
永康市章磊气体有限公司
余姚市乐善公益基金会

云瓣科技有限公司
中克文化基金会
卓越市政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浙江大喇叭特殊儿童关爱中心
浙江共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浙江小胖威利罕见病关爱中心
浙江省爱行动困难救助中心
杭州启明星儿童康复中心
杭州蔻德罕见病关爱中心
杭州市上城区爱馨互助会
杭州市下城区赛鸥健康促进公益服务中心
杭州市滨江区益起来公益中心
杭州市萧山区爱尔斯儿童康复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淘精灵儿童康复中心
宁波市江北区橄榄树培训学校
宁波市海曙区朵朵云儿童发展中心
温州星之家自闭症康复中心
湖州扬帆特殊青少年发展中心
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嘉兴市益家公益发展中心
永康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
开化县商企义工服务中心
台州市椒江区爱心儿童康复基地
舟山市普陀区小海星儿童关爱中心
爱星缘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康乃馨儿童发展中心
智利中国工商文化联合总会
巴西青田同乡总会
保加利亚中国商会
德国华侨华人公共外交协会
法国华商会
法国留尼汪浙江同乡会
海外青田石前同乡会
柬埔寨王国暹粒省政府
柬埔寨浙江总商会
欧洲青田同乡会
西班牙巴塞罗那龙泉侨乡会
西班牙西中经贸文化促进会
希腊青田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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