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发展示范项目（A类）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
编号

区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立项资金
(万元)

1 A001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包头朝聚眼科医
院青少年儿童眼疾病防治眼健康保护公
益发展示范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包头朝聚眼科医院

25

2 A002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快乐星孤独症儿童训练中心

贫困孤独症患者家庭支援发展示范项目

呼和浩特市快乐星孤独

症儿童训练中心
25

3 A003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青山区弘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

区重难点救助、优抚老人情感支持和社
会功能修复专业社工发展示范项目

包头市青山区弘仁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25

4 A004 内蒙古自治区
达拉特旗健祥苑老年公寓扶老助老发展
示范项目

达拉特旗健祥苑老年公
寓

25

5 A005 内蒙古自治区
满洲里市康之源营养服务工作室扶老助

老发展示范项目

满洲里市康之源营养服

务工作室
25

6 A006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失聪儿
童康复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

25

7 A007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儿童脑瘫康复中心贫困残疾儿童
康复训练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包头市儿童脑瘫康复中
心

25

8 A008 内蒙古自治区
科左后旗扶贫助学基金会“关注学生视
力，光明助你前行”发展示范项目

科左后旗扶贫助学基金
会

25

9 A009 内蒙古自治区
开鲁博爱老年康复护理医院扶老助老社
会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开鲁博爱老年康复护理
医院

25

10 A010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心理咨询师协会社区和谐心理援

助发展示范项目
内蒙古心理咨询师协会 25

11 A011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汇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盲障及弱视
儿童青少年社会服务示范项目

包头汇美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12 A012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婚姻家庭协会“暖馨计划”单亲家
庭未成年子女关爱发展示范项目

包头婚姻家庭协会 25



13 A013 内蒙古自治区
五原县夕阳红公寓康复护理发展示范项
目

五原县夕阳红公寓 25

14 A014 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华夏中青家政职业培训学校扶老

助老试点项目

兴安盟华夏中青家政职

业培训学校
20

15 A0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心理咨询协会社区特殊家庭、城
市留守老人身心健康发展示范项目

柳州市心理咨询协会 25

16 A0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临终关怀爱心暖万家"慈善项目 钦州市南方公益研究院 25

17 A0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远志爱心助学会贫困山区孤寡老
人和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来宾市远志爱心助学会 25

18 A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秀峰区丽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养老示范项目

桂林市秀峰区丽君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站

25

19 A0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龙州县孝老中心孝行天下虚拟敬老院居

家养老服务示范项目

龙州县孝行天下养老服

务中心
25

20 A0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困境儿童成长生
态环境优化体系示范项目

北海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25

21 A021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港市小棉袄日间照料中心“爱与我同
行”独居、失独、失能老人生活援助示
范项目

贵港市小棉袄日间照料
中心

25

22 A022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蒲公英困境儿童救助中心“生命

线”地贫患者医疗救助示范项目

玉林市蒲公英困境儿童

救助中心
25

23 A0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佳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示范项目

广西佳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24 A02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红十字基金会“青少年先天性重大
疾病手术医疗救助”示范项目

广西红十字基金会 25

25 A02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宏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德润八
桂 爱在身边"-关爱桂林市象山区困境

儿童服务示范项目

桂林市宏源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25

26 A026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港滨海医院贫困医疗救助示范性项

目
钦州港滨海医院 25

27 A027 海南省
海南博德精神病医院贫困地区精神病人
医疗救助项目

海南博德精神病医院 25

28 A028 海南省
海南省见义勇为伤残人员医疗补助发展
示范项目

海南见义勇为服务中心 25



29 A029 海南省
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孤残儿童救助
关爱项目

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
会

25

30 A030 海南省
海南省摩尼宝养老院生命关怀疗护中心

示范项目
海南省摩尼宝养老院 25

31 A031 海南省
海南省儋州市康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发
展示范项目

儋州市康乐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25

32 A032 重庆市
重庆创新教育研究院贫困教师服务发展
示范项目

重庆创新教育研究院 25

33 A033 重庆市
奉节县慈善会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关爱发
展示范项目

奉节县慈善会 25

34 A034 重庆市
重庆仁怀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奉节
县偏远山区“三留守”人员灾害援助发
展示范项目

重庆仁怀青少年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25

35 A035 重庆市
丰都县善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关爱老人

发展示范项目

丰都县善邻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25

36 A036 重庆市
秀山爱心志愿者协会孤巢老人的爱发展
示范项目

秀山爱心志愿者协会 24

37 A037 重庆市
巫山县青年爱心志愿者协会"互联网+电
商多助"农村老人残疾人等脱贫帮扶发
展示范项目

巫山县青年爱心志愿者
协会

24

38 A038 重庆市
重庆市忠县慈善会“分享爱”——“失

独”老人关怀发展示范项目
重庆市忠县慈善会 25

39 A039 重庆市
垫江县慈善会开展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发
展示范项目

重庆市垫江县慈善会 25

40 A040 重庆市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溪镇启

航幼儿园关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示范
项目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大溪镇启航幼儿
园

25

41 A041 重庆市

重庆市江津区慈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慈孝"农村困境留守老人社会工作关爱
服务示范项目

重庆市江津区慈航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25

42 A042 重庆市
重庆市沙坪坝区颐鑫苑老年公寓老人服
务发展示范项目

重庆市沙坪坝区颐鑫苑
老年公寓

25

43 A043 重庆市
重庆力学学会“残疾人脱贫助行工程”

示范项目
重庆力学学会 25

44 A044 四川省
四川省生命关怀协会农民工子女暨留守
儿童服务示范项目

四川省生命关怀协会 25



45 A045 四川省
巴中龙泉外国语学校“留守学生、残疾
学生帮扶”发展示范项目

巴中龙泉外国语学校 25

46 A046 四川省
仪陇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助老助残大病医

疗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仪陇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25

47 A047 四川省
蓬溪长江医院失能贫困老人综合救治发
展示范项目

蓬溪长江医院 25

48 A048 四川省
梓潼县中药材协会残疾人救助发展示范
项目

梓潼县中药材协会 25

49 A049 四川省
广元市利州区陈家壕幼儿园贫困残疾留
守儿童关爱之家建设发展示范项目

广元市利州区陈家壕幼
儿园

25

50 A050 四川省
遂宁益众创业指导服务中心革命老区贫
困残疾人就业与创业发展示范项目

遂宁益众创业指导服务
中心

25

51 A051 四川省
雅安市儒扬教育研究服务中心关爱
“4.20”芦山地震灾区留守学生心灵成

长发展示范项目

雅安市儒扬教育研究服

务中心
25

52 A052 四川省

四川省青年文化交流协会互联网+背景

下四川留守儿童助力梦想成长营发展示
范项目

四川省青年文化交流协
会

24

53 A053 四川省
巴中市图书馆学会革命老区“爱心图书
室”进社区发展示范项目

巴中市图书馆学会 25

54 A054 四川省
成都益中未成年人关爱中心“童心协力

”未成年人关爱发展示范项目

成都益中未成年人关爱

中心
25

55 A055 四川省
成都高新区自然发展公益联盟关爱流动
儿童成长发展示范项目

成都高新区自然发展公
益联盟

25

56 A056 四川省
泸州市江阳区仁爱养老护理院关爱贫困
病残老人发展示范项目

泸州市江阳区仁爱养老
护理院

25

57 A057 四川省
蓬溪县心连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流动儿
童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蓬溪县心连心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5

58 A058 四川省
遂宁市船山区志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易老”社工服务项目第二期

遂宁市船山区志翔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25

59 A059 四川省
南充市顺庆区天骄教育培训学校关爱少

年儿童成长发展示范项目

南充市顺庆区天骄教育

培训学校
25

60 A060 四川省
雅安市“1+1”关爱老年人服务中心
“4.20“芦山地震灾区农村空巢老人巡

回医疗发展示范项目

雅安市“1+1”关爱老

年人服务中心
25



61 A061 贵州省
黔东南州天使聋儿语言康复中心残障聋
儿康复救助示范项目

黔东南州天使聋儿语言
康复中心

25

62 A062 贵州省
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服务中心脑瘫儿

童康复训练关爱项目

贵州省爱之泉社会公益

服务中心
25

63 A063 贵州省
贵州省残疾人康复协会贫困家庭肢体功
能障碍救助性康复示范项目

贵州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25

64 A064 贵州省
六盘水市钟山区天才幼儿园贫困家庭自
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示范项目

六盘水市钟山区天才幼
儿园

25

65 A065 贵州省
2016贵阳市白云区精神病防治康复站贫
困患者零支付住院救助示范项目

贵阳市白云区精神病防
治康复站

25

66 A066 贵州省
贵阳市云岩区欢乐船特殊儿童教育康复
中心特殊儿童托养康复救助示范项目

贵阳市云岩区欢乐船特
殊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24

67 A067 贵州省
贵阳市花溪区爱晚亭老年公寓扶老助残

示范项目

贵阳市花溪区爱晚亭老

年公寓
25

68 A068 贵州省
铜仁市碧江区托养康复中心贫困残疾儿
童康复教育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铜仁市碧江区托养康复
中心

25

69 A069 贵州省
安顺市平坝区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孤寡老
人福利服务示范项目

安顺市平坝区老年福利
服务中心

25

70 A070 贵州省
贵州省春晖行动发展基金会春晖健步行

动计划项目

贵州省春晖行动发展基

金会
25

71 A071 云南省
云南省家馨社区儿童救助服务中心预防
失依儿童流浪项目

云南省家馨社区儿童救
助服务中心

25

72 A072 云南省
红河州边疆贫困山区少数民族产业帮扶
示范项目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园艺学会

25

73 A073 云南省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马坊新希望幼儿园

“关爱、救助”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
童发展示范项目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马
坊新希望幼儿园

25

74 A074 云南省
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中缅边境少数
民族地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关爱示
范项目

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
心

25

75 A075 云南省
个旧市贫困山区贫困（低收入）家庭扶

贫帮扶项目

红河州生物药材发展协

会
25

76 A076 云南省

昆明市盘龙区耀兴职业培训学校禄劝县

贫困地区贫困儿童救助
及养老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昆明市盘龙区耀兴职业
培训学校

25



77 A077 云南省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卡房昌盛种养协会
帮扶贫困家庭发展示范项目

个旧市卡房昌盛种养协
会

25

78 A078 云南省
普洱市农友职业培训学校思茅区贫困农

户自然农业养殖推广示范项目

普洱市农友职业培训学

校
25

79 A079 云南省
巧家县贝贝启蒙园帮扶贫困留守儿童学
前教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巧家县贝贝启蒙园 25

80 A080 云南省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金牛镇鑫鑫幼儿园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援助发展示范项目

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金
牛镇鑫鑫幼儿园

25

81 A081 云南省
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会以少数民族留
守妇女为载体的社区微型经济创收发展
示范项目

永胜县农村社区发展协
会

25

82 A082 云南省
个旧市农产品经纪人协会救助贫困山区
农户发展生态种植示范项目

个旧市农产品经纪人协
会

25

83 A083 云南省
云南省远望文教发展中心农村留守儿童
"幸福接力"心理健康与关爱服务发展示

范项目

云南省远望文教发展中

心
25

84 A084 云南省
云南省杨善洲绿化基金会绿色发展和林
农扶贫示范项目

云南省杨善洲绿化基金
会

25

85 A085 云南省
云南阳光社区发展中心“让宝贝平安长
大-阳光安童社工站”农民工子女安全
成长教育服务平台示范项目

云南阳光社区发展中心 25

86 A086 云南省
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幼儿园关爱儿童服
务资助留守儿童教育项目

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幼
儿园

25

87 A087 云南省
昭通市海星行动农村留守儿童身心成长
发展示范项目

昭通市海星行动 20

88 A088 西藏自治区
那曲地区藏药保护和研究协会预防艾滋

病宣传干预项目

那曲地区藏药保护和研

究协会
25

89 A089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质量协会给拉萨周边县区贫
困学生验配标准近视眼镜示范项目

西藏自治区质量协会 25

90 A090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社会扶老助
老扶残助残”活动示范项目

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
会

25

91 A091 西藏自治区 山南地区民族手工业协会发展示范项目
山南地区民族手工业协

会
25

92 A092 西藏自治区
那曲地区摩托车个体经营协会农牧区摩
托车维修关爱项目

那曲地区摩托车个体经
营协会

25



93 A093 西藏自治区 协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西藏自治区美容美发保
健化妆品协会

25

94 A094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社会

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西藏自治区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
25

95 A095 西藏自治区
西藏正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扶持农牧区
“贫困户”脱贫创业示范项目

西藏正大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25

96 A096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肢体残疾协会组健好轮椅篮
球队开展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的项目申
报书

西藏自治区肢体残疾人
协会

24

97 A097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 文化助盲求进步 
共享阳光同成长

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 24

98 A098 西藏自治区
西藏山南地区扎囊到扎其乡藏毯（氆
氇）协会发展示范项目

山南地区扎囊县扎其乡
藏毯（氆氇）协会

25

99 A099 陕西省
陕西惠泽社会工作中心关爱留守儿童示

范项目
陕西惠泽社会工作中心 25

100 A100 陕西省
周至县城东社区福来居家养老服务站贫
困孤残老人关爱示范项目

周至县城东社区福来居
家养老服务站

25

101 A101 陕西省
延安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残疾康复训练
服务示范项目

延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25

102 A102 陕西省
榆林市社区工作协会孤寡、残老年人发

展示范项目
榆林市社区工作协会 25

103 A103 陕西省
白水县助残志愿者协会贫困残疾人帮扶
示范项目

白水县助残志愿者协会 25

104 A104 陕西省
铜川市耀州区大槐树养老服务中心“槐
香缕缕伴夕阳”老年人服务示范项目

铜川市耀州区大槐树养
老服务中心  

25

105 A105 陕西省
武功县红太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心智障
碍儿童融合教育示范项目

武功县红太阳特殊儿童
康复中心

25

106 A106 陕西省
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协会ALS患者扶
残助残服务示范项目

陕西省渐冻人关爱互助
协会

25

107 A107 陕西省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殊教育中心心智

障碍者成长陪伴计划示范项目

西安市碑林区拉拉手特

殊教育中心
25

108 A108 陕西省
绥德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精神残疾人
康复服务项目

绥德县残疾人康复服务
中心

25



109 A109 陕西省
杨凌环保公益协会互联网+秸秆帮扶贫
困残疾人工作示范项目

杨凌环保公益协会 25

110 A110 陕西省
城固县栗子苑爱心老年公寓社会老人帮

扶中心示范项目

城固县栗子苑爱心老年

公寓
25

111 A111 陕西省 （手暖手)关爱贫困留守儿童 旬阳县义工家园 11

112 A112 陕西省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贫困山区儿童早教
示范项目

镇安朝阳志愿者协会 25

113 A113 陕西省
宝鸡青青草心智障碍儿童康复援助示范
项目

宝鸡青青草康复教育中
心

25

114 A114 陕西省 陕西省艾滋病患者生产自救互助项目
陕西省红丝带志愿者协
会

25

115 A115 陕西省
西安市莲湖区慧灵智障人士托养中心开

展智障人士地区支援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西安市莲湖区慧灵智障

人士托养中心
25

116 A116 甘肃省
甘肃益民城乡社区发展中心少数民族流
动儿童及家庭救助服务示范项目

甘肃益民城乡社区发展
中心

25

117 A117 甘肃省
甘肃省国泰老年服务中心多民族聚居社
区孤寡失能老人精准帮扶项目

甘肃省国泰老年服务中
心

25

118 A118 甘肃省
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年心智障

碍人士庇护性就业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甘肃慧灵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119 A119 甘肃省
甘肃博才职业培训学校关爱山区癌症母
亲家庭及子女救助示范项目

甘肃博才职业培训学校 25

120 A120 甘肃省
甘肃海钰心理文化研究院社区矫正人员
及家属帮扶示范项目

甘肃海钰心理文化研究
院

25

121 A121 甘肃省

甘肃省民族企业联合商会兰州市边缘社

区少数民族流动困境儿童营养健康及其
家庭社会融入发展示范项目

甘肃省民族企业联合商
会

25

122 A122 甘肃省
甘肃省玛曲县“教热”教育扶贫基金会
藏区贫困老人关爱救助示范项目

甘肃省玛曲县“教热”
教育扶贫基金会

25

123 A123 甘肃省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乡县大

树学区驻校社工陪伴成长项目

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124 A124 甘肃省
兰州金宝贝特殊儿童教育中心特殊困难
残疾儿童康复培训示范项目

兰州金宝贝特殊儿童教
育中心

25



125 A125 甘肃省
敦煌市爱心公益联合会桥北社区关爱弱
势人群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敦煌市爱心公益联合会 25

126 A126 甘肃省
定西市安定区爱心公益协会高寒贫困山

区养老服务发展性示范项目

定西市安定区爱心公益

协会
25

127 A127 甘肃省

陇南市苦荞专业技术协会利用种植苦荞

采叶加工苦荞叶茶贫困家庭技术服务救
助示范项目

陇南市苦荞专业技术协
会

25

128 A128 甘肃省
甘肃省定西市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贫困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示范项目

甘肃省定西市残疾人康
复训练中心

25

129 A129 青海省
青海回医药研究会少数民族地区义诊示
范项目

青海回医药研究会 23

130 A130 青海省
青海省科技技能培训学校刑释人员帮扶
示范项目

青海省科技技能培训学
校

25

131 A131 青海省
西宁市城西温馨阳光托老所关爱“空巢

”老人项目

西宁市城西温馨阳光托

老所
25

132 A132 青海省 低保家庭儿童成长与发展示范项目
西宁市心之源心理健康
服务中心

25

133 A133 青海省
桥头镇中心幼儿园关爱留守儿童A类示
范项目

桥头镇中心幼儿园 25

134 A134 青海省
青海省大通县天厨烹饪学校残疾人提供

烹调技术支持示范项目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天

厨烹饪学校
25

135 A135 青海省
平安县夕阳红养老院贫困乡村老年人生
活照料文化活动服务示范项目

平安县夕阳红养老院 24

136 A136 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困难户养殖帮扶救助发展
示范项目

乐都县高店镇柳树湾村
绒山羊养殖协会

25

137 A137 青海省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年人服务中心 
少数民族贫困乡村老年人眼睛卫生保健

促进及配发老花眼镜发展示范项目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

年人服务中心
25

138 A138 青海省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年人协会少数民
族偏远乡村贫困老人免费镶补全口义齿

示范项目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

年人协会
25

139 A139 青海省 艺馨艺术剧团"空巢老人"的家
海东市艺馨秦腔艺术剧
团

20

140 A14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宏康园儿童康复训练中心贫困家
庭脑损伤残障儿童救助发展示范项目

银川市宏康园儿童康复
训练中心

25



141 A14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光彩中等职业学校助老扶贫示范项
目

 宁夏光彩中等职业学
校

25

142 A142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节能低碳科技服务中心银川市廉租
房聚集社区空巢、残疾老人科技扶老助

残示范项目

宁夏节能低碳科技服务

中心
25

143 A143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家协会城市流动人
口就业创业帮扶发展示范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家
协会

25

144 A14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职业经理人协会关爱“三守人员”
发展示范项目

宁夏职业经理人协会 25

145 A145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正源青少年眼健康服务中心贫困家
庭近弱视儿童视力矫正发展示范项目

宁夏正源青少年眼健康
服务中心

25

146 A146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女企业家协会精准帮扶“孤寡与残
疾老人”发展示范项目

   宁夏女企业家协会 25

147 A147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贫困高危脑损

伤残障儿童康复救助示范项目

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

心
25

148 A148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务中心农村孤寡
留守老人养老与日间照料示范项目

西吉县清源和谐社区服
务中心

25

149 A149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东耀培训中心帮扶困难、孤寡、空
巢老人健康生活护理发展示范项目

银川东耀培训中心 25

150 A150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康复训练中心贫孤独

症儿童康复示范项目

银川爱心园孤独症康复

训练中心
25

151 A151 宁夏回族自治区

隆德县金凤七彩艺术学校资助低收入家

庭、残疾儿童、单亲儿童艺术及兴趣英
语教育示范项目

隆德县金凤七彩艺术学
校

25

152 A152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新疆新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少数民族地
区妇女自主互助项目

新疆新翼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153 A153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明眸计划”---新疆贫困儿童视力筛
查项目

新疆溢达杨元龙教育基
金会

25

154 A15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喀什残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少数民族残
疾人职业培训帮扶示范项目

喀什残友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25

155 A155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情系老人”敬老助老项目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喜

利妈妈社会服务中心
25

156 A156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吐鲁番市高昌区努尔兰双语幼儿园关爱
外来务工子女项目

吐鲁番市高昌区努尔兰
双语幼儿园

25



157 A157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克拉玛依区“银龄风采”系列活动组织
承办项目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
老年协会

25

158 A158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鲁木齐博爱康复托养中心残障儿童功

能康复项目

乌鲁木齐博爱康复托养

中心
25

159 A159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木垒县同乐老年公寓 25

160 A16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塔城地区慈善总会“情寄农村留守，爱
暖贫困童心”关爱救助示范项目

塔城地区慈善总会 25

161 A16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焉耆县慈善协会关爱空巢老人、贫困家
庭离异儿童项目

焉耆回族自治县慈善协
会

25

162 A162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新疆清华校友会关爱“守望天山”老年
专家学者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华
大学校友会

25

163 A163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额敏县慈善协会孤残儿童救助示范项目 额敏县慈善协会 25

164 A16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乌鲁木齐失独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服
务项目

新疆众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5

165 A165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哈密地区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项目

哈密地区彩虹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5

166 A166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天福养老院对低收入失能等困难

人群救助示范项目
石河子天福养老院 25

167 A167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八毛养老院对低收入、孤残的失
能老人资助示范项目

石河子八毛养老院 25

168 A168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幸福养老院对低收入失能困难人
群救助示范项目

石河子幸福养老院 25

169 A169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军垦养老院对低收入困难人群救
助示范项目

石河子军垦养老院 25

170 A170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兵团进出口商会十二师残疾军垦老人精
准救助关爱示范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出
口商会

25



附件2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B类）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
编号

区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立项资金
（万元）

1 B001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癌症基金会西部地区老年肿瘤患
者救助试点项目

中国癌症基金会 120

2 B00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地球站公益

创业工程项目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 120

3 B005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尘肺病农
民工洗肺清尘救助项目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
会

120

4 B00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地中海贫血
防治救助项目示范项目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120

5 B007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卫生法学会爱心使者先天性心脏

病儿童救助项目
中国卫生法学会 120

6 B008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抗战老兵助养试
点项目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120

7 B009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关爱支持项目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120

8 B010 全国性社会组织
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神华公益基金会

新生儿先心病免费筛查试点项目
神华公益基金会 120

9 B002 全国性社会组织
华北电力大学校友会“绿色电力精准
扶贫”示范项目

华北电力大学校友会 120

10 B011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麻风受累残老者综
合康复救助示范项目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120

11 B003 全国性社会组织
朝聚视觉康复发展中心扶老助残光明

行示范项目
朝聚视觉康复发展中心 120

12 B01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防痨协会贫困地区老年肺结核患
者贫困救助试点项目

中国防痨协会 119

13 B013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孤残儿童口腔疾
病综合防治项目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110

14 B01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禁毒基金会因毒致孤儿童救助关
爱项目

中国禁毒基金会 100



15 B015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留守儿童安全教
育示范项目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100

16 B01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慧助残示范项目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100

17 B017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低保
老年人肺癌早期筛查试点项目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
促进会

100

18 B018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华慈善总会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指导
服务示范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 100

19 B019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相守计划

”关爱留守儿童项目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100

20 B020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基于北斗+居
家智慧养老服务项目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 100

21 B021 全国性社会组织
站立计划-中西部贫困青壮年股骨头
坏死肢残人救助项目

中国肢残人协会 100

22 B02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侨爱心工程——树人班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100

23 B023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梦享艺术
教室”——关爱北京郊区农民工子弟
艺术启蒙教育示范项目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100

24 B02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送故事下乡
关爱留守儿童早教项目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100

25 B025 全国性社会组织 阿拉善生态修复减贫示范项目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100

26 B02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西部及农村地区老
年肿瘤疼痛患者综合救助示范项目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100

27 B027 全国性社会组织
"好老师工程--留守儿童教师能力建
设及心理支持"试点项目

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100

28 B028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华口腔医学会“关爱孤独症儿童口

腔健康”试点项目
中华口腔医学会 100

29 B029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救助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贫困家庭先心病、白内障患者
项目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100

30 B030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风湿病防治与
强直性脊柱炎救助”示范项目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100

31 B031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养老服
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试点项目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
协会

100



32 B03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聋人协会“为了美好明天——耳
聋基因筛查项目”

中国聋人协会 100

33 B033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心理学会留守儿童、孤儿心理援

助关爱示范项目
中国心理学会 98

34 B03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手法
与健康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医传统手法
治疗老年痴呆症示范项目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
发协会

95

35 B035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流动少年宫关爱中
西部农村留守儿童项目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 90

36 B03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改善少数民族村

寨居民居住条件关爱项目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80

37 B037 全国性社会组织 贫困农村青春期女童健康教育项目
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
促进会

65

38 B038 全国性社会组织
大手牵小手-志愿百团服务留守儿童
行动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60

39 B039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居家延续护理公益

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60

40 B040 全国性社会组织 关爱矿区留守儿童科技夏令营 中国煤炭学会 50

41 B041 北京市
爱力康复营—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训
练营与康复网络搭建

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见
病关爱中心

50

42 B042 北京市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临终老

人心灵呵护示范项目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

中心
30

43 B043 北京市
北京肛肠学会"关注健康，关爱大肠"
老少边穷地区老年大肠癌早期防治示
范项目

北京肛肠学会 50

44 B044 天津市

天津市南开区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

中心在京津冀地区推广智障人士社区
融合服务试点项目

天津市南开区慧灵智障人
士社区服务中心

50

45 B045 天津市
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创业者奉

献爱心，关爱残疾青年示范项目

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会
50

46 B046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益新社会服务指导中

心农村留守人员（一老一小）快乐你
我情暖关爱项目

天津市滨海新区益新社会
服务指导中心

50

47 B047 河北省
河北省新联合公益基金会春蕾女童关
爱计划

河北省新联合公益基金会 50

48 B048 河北省
新华区特殊教育学校残障儿童一体化
教育关爱试点项目

沧州市新华区特殊教育学
校

50



49 B049 山西省

山西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全省特困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照料及护理资助
项目

山西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
会

50

50 B050 山西省
太原市比家美慈爱敬老院贫困老人救

助示范项目
太原市比家美慈爱敬老院 50

51 B051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关爱儿童
试点项目

内蒙古公益事业发展基金
会

50

52 B052 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慈善总会救助贫困家庭脑
瘫儿童康复试点项目

鄂尔多斯市慈善总会 50

53 B053 辽宁省
盘锦光彩智能化养老服务中心智能化
养老和远程健康监控服务平台建设项

目

盘锦光彩智能化养老服务

中心
50

54 B054 辽宁省
辽宁省养生康复学会老年健康睡眠
4C+模式扶助服务试点项目

辽宁省养生康复学会 30

55 B055 大连市
大连市社会团体管理协会公益性社会
组织“友爱家园”示范项目

大连市社会团体管理协会 50

56 B056 吉林省
吉林省慈善总会农村贫困老年人帮扶

示范项目
吉林省慈善总会 50

57 B057 吉林省
吉林省一诺临床眼病研究所贫困患者
免费救治试点项目

吉林省一诺临床眼病研究
所

50

58 B058 吉林省
安图县明安社区爱心助老协会居家养
老服务试点项目

安图县明安社区爱心助老
协会

100

59 B059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侨商联合会救助贫困老年白

内障患者项目
哈尔滨市侨商联合会 50

60 B060 黑龙江省
大庆中医骨伤病医院十八岁以下青少
年下肢残疾康复救助工程试点项目

大庆中医骨伤病医院 50

61 B061 上海市
“养老小秘书”社区综合养老服务项
目

上海长寿敬老志愿者指导
中心

48

62 B062 上海市
上海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心爱志愿服

务书院镇用心写爱助老服务示范项目

上海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

心爱志愿服务社
45

63 B063 江苏省
南京乐活公益发展中心艺术成就特殊
儿童示范项目

南京乐活公益发展中心 50

64 B064 江苏省
徐州市禾润儿童康复幼教中心精神发
育迟滞青少年青春期教育及家庭康复

援助示范项目

徐州市禾润儿童康复幼教

中心
49

65 B065 浙江省
浙江省白水教育科学研究院城市流动
人口帮扶示范项目

浙江省白水教育科学研究
院

50



66 B066 浙江省
浙江医圣堂中医药研究所救助老年贫
困住院艾滋病患者关爱项目

浙江医圣堂中医药研究所 50

67 B067 宁波市
天使康复项目－天使家园特殊儿童关

爱中心
象山县慈善总会 50

68 B068 安徽省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贫困老年肿瘤患者
医疗救助试点项目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50

69 B069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附属医院偏
远地区肺癌病人康复治疗

安徽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
附属医院

50

70 B070 福建省
泉州市志愿助老面向特困、失能老人

专项服务试点项目

泉州市老龄服务志愿者协

会
50

71 B071 福建省
福建省蓓蕊人口早期发展指导中心农
村留守儿童早期教育试点项目

福建省蓓蕊人口早期发展
指导中心

50

72 B072 厦门市
厦门市爱欣老年公寓承接残障人员收
养试点项目

厦门市爱欣老年公寓 50

73 B073 江西省
鹰潭关爱康复医院“脑瘫康复治疗”

试点项目
鹰潭关爱康复医院 50

74 B074 江西省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蟠桃园老年公寓
“情暖夕阳”服务示范项目

赣州市南康区蟠桃园老年
公寓

40

75 B075 江西省 萌恩义染
南昌市崛美行动公益发展
中心

34

76 B076 江西省
赣州慧聪儿童康复训练中心残障儿童

社会救助关爱示范项目

赣州慧聪儿童康复训练中

心
43

77 B077 江西省
上犹县永春老年公寓扶老助老服务试
点项目

上犹县永春老年公寓 40

78 B078 山东省 贫困老年黄斑变性患者早期防治项目 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 49

79 B079 山东省
淄博市博山区居家服务信息中心“爱

行孝乡”居家养老公益服务项目

淄博市博山区居家服务信

息中心
50

80 B080 青岛市
青岛市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贫困家庭
“大数据”精准扶贫社会支持计划

青岛市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会

50

81 B081 河南省
尉氏县瑞福祥老年公寓扶老助老社会

福利服务示范项目
尉氏县瑞福祥老年公寓 50

82 B082 河南省
周口康复教育技能培训中心残疾儿童
综合性康复示范项目

周口康复教育技能培训中
心

50



83 B083 湖北省
武汉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农村留
守人员增能型扶贫示范项目

武汉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0

84 B084 湖北省
恩施市义工协会贫困特殊儿童助学帮

扶示范项目
恩施市义工协会 50

85 B085 湖南省
衡阳市春天服务中心孤残儿童小家庭
模式全人关怀项目

衡阳市春天服务中心 50

86 B086 湖南省
岳阳市博康康复中心智力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项目

岳阳市博康康复中心 50

87 B087 湖南省 湖南攸县颐宁园爱老助老帮扶项目 攸县颐宁园老年公寓 40

88 B088 湖南省
汨罗市泰康福利院“敬老助残阳光行
”示范项目

汨罗市泰康福利院 40

89 B089 广东省
河源市现代妇医慈善志愿者服务队关
爱老年妇女健康医疗公益示范项目

河源市现代妇医慈善志愿
者服务队

50

90 B090 广东省
广东省眼健康协会粤东贫困地区老年

性白内障患者救助项目
广东省眼健康协会 50

91 B091 深圳市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百城万人残疾人远
程就业工程示范项目

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40

92 B09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李宁体育园贫困地区青少年儿
童体育培训拓展训练营示范项目

南宁市李宁体育园 50

93 B09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岑溪市福利爱心发展促进会
岑溪市福利爱心发展促进

会
40

94 B094 海南省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2016年爱心光明
万里行助残项目

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 50

95 B095 海南省 见义勇为人员困难家庭救助
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会

50

96 B096 重庆市
“阳光与花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法律援助示范项目
重庆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50

97 B097 重庆市
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贫困县贫困乡
镇扶老助老医疗保健服务试点项目

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 50

98 B098 四川省
四川省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农民工子

女融入城市公益援助计划示范项目

四川省学校文化建设研究

会
50

99 B099 四川省
南充市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关爱贫困
学生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南充市人力资源开发促进
会

50



100 B100 贵州省 补助1000名白内障患者手术经费 贵州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

101 B101 贵州省
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
复训练中心贫困残疾儿童康复示范项

目

贵阳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

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
50

102 B102 云南省
云南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情满云岭
3+1助老睦居生活圈"社区服务站示范
项目

云南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50

103 B103 云南省
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救助贫困青
少年儿童脊柱侧凸支具矫治示范项目

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50

104 B104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慈善总会扶持困难残疾人

自主创业项目
西藏自治区慈善总会 50

105 B105 西藏自治区
西藏善缘基金会“情系边陲，关爱儿
童”示范项目

西藏善缘基金会 50

106 B106 陕西省
延安市医疗志愿者协会农村老人医养
结合示范项目

延安市医疗志愿者协会 50

107 B107 陕西省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陕西省贫困残疾儿

童筛查及家庭康复指导项目
西安中医脑病医院 50

108 B108 甘肃省
甘肃长鑫职业培训学校贫困儿童教育
援助服务发展示范项目

甘肃长鑫职业培训学校 50

109 B109 甘肃省
甘肃省科技教育促进会圆梦革命老区
孤残留守儿童示点项目

甘肃省科技教育促进会 50

110 B110 青海省
青海省黄南州福利慈善康复医院残疾

人健康体检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青海省黄南州福利慈善康

复医院
50

111 B11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义工联合会公益流动专柜示范项
目

宁夏义工联合会 40

112 B112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CDM环保服务中心福通“村改居

” 社区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精
准帮扶示范项目

宁夏CDM环保服务中心 40

113 B113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红山博爱养老家

园孤寡残疾老人关爱项目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红山

博爱养老家园
50

114 B114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库尔勒市社区智慧父母科学早教示范
项目

库尔勒市龙太子幼儿园 40

115 B115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天健医院对低收入人群医疗救

助示范项目
石河子天健医院 50



附件3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C类）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
编号

区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立项资金
（万元）

1 C001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孤独症家
长社区自助互助服务站建设示范项目

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
协会

120

2 C00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西部地区中小学

校校舍照明改善示范项目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120

3 C003 全国性社会组织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团委城

乡社区市民学校"五彩石"社会服务示
范项目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100

4 C004 全国性社会组织
成都市进城务工人员美丽社区建设示
范项目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

5 C005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行业化解产能
过剩分流特困人员转岗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100

6 C00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云南昭通
市社会工作综合服务试点”项目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
会

100

7 C007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戒毒康复辅助

系统示范项目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100

8 C008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少
年儿童手拉手“绿手环”生命教育示

范项目

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

者协会
100

9 C009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救助环境灾害地区群众服务（重点

帮扶西部民族地区特殊群体）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
100

10 C010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黄手环公益行动
示范项目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00

11 C011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蔬菜协会国家贫困区集成蔬菜科
技示范社会服务项目

中国蔬菜协会 100



12 C01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绿心工

坊”示范项目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协会
100

13 C013 全国性社会组织 社区助残服务项目 中国狮子联会 100

14 C01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西部地区随迁老
人社区融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100

15 C015 全国性社会组织 “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100

16 C01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基督教协会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
及感染者关怀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基督教协会 100

17 C017 全国性社会组织
流动、留守和贫困儿童（0-3岁）早期

发展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100

18 C018 全国性社会组织
妇女手工编织协会“家庭手工进社

区，扶弱帮困促和谐”示范项目
妇女手工编织协会 100

19 C019 全国性社会组织
华民慈善基金会特困大学生就业扶助

示范项目
华民慈善基金会 100

20 C020 全国性社会组织
童享计划-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儿童成长
关怀社工服务行动

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100

21 C021 全国性社会组织
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深度交流及就业
发展示范项目

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 80

22 C02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帮扶陕西省合阳县
百良镇贫困农民改善饮水条件示范项
目

中国水利工程协会 80

23 C023 全国性社会组织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2016“爱暖两
岸”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海峡两岸婚姻家庭协会 60

24 C024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救助示范项

目
中华环保联合会 60

25 C025 全国性社会组织 癫痫患者心理干预援助项目 中国抗癫痫协会 54

26 C026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青少年健康教育
项目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 50



27 C027 北京市
北京协作者社会支持视角下的困境流

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50

28 C028 北京市
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8760h健康行动"
践行糖尿病自我管理示范项目

北京糖尿病防治协会 50

29 C029 北京市 困境儿童保护社工综合服务项目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
务所

49

30 C030 天津市

天津市婚姻服务与收养管理工作协会

“点亮心灵，守望银铃幸福——养老
机构心理健康服务项目”

天津市婚姻服务与收养
管理工作协会

50

31 C031 天津市
倚天安华职业培训学校失独不失信
心，重建幸福生活示范项目

天津市倚天安华职业培
训学校

50

32 C032 天津市
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训中心玫瑰之

约真情助残项目

天津市青年文化和平培

训中心
50

33 C033 河北省
秦皇岛市海港区七彩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海港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秦皇岛市海港区七彩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30

34 C034 河北省
衡水市友力托老康复中心失能失智康

复护理示范项目

衡水市友力托老康复中

心
50

35 C035 河北省
邢台市祥和社工服务中心空巢老人“
三助一服务”示范项目

邢台市祥和社工服务中
心

48

36 C036 山西省
山西省慈善总会留守儿童救助关爱行
动

山西省慈善总会 50

37 C037 山西省

城乡连心，与你“童”行--山西铸仁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中部地区经济转型

期农民工子女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示范
项目

山西铸仁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0

38 C038 山西省
阳泉市宜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
老服务示范项目

阳泉市宜康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40

39 C039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营建

内蒙古和谐家庭发展示范项目

内蒙古青少年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50

40 C040 内蒙古自治区
伊金霍洛旗社会工作协会颐老助幼服
务示范项目

伊金霍洛旗社会工作协
会

50

41 C041 辽宁省
辽宁何氏医学院糖尿病眼病综合防治
示范项目

辽宁何氏医学院 40



42 C042 辽宁省
沈阳市沈北新区青杨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城市边缘社区困境儿童社工关爱服

务示范项目

沈阳市沈北新区青杨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40

43 C043 辽宁省
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空巢老人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沈阳市铁西区乐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10

44 C044 大连市
大连社会治理联合会“计生特殊家庭
帮扶”示范项目

大连社会治理联合会 50

45 C045 吉林省
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医路同行”空
巢老人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 50

46 C046 吉林省
长春市二道区竹青志愿者联盟“亲情
橄榄绿”双拥养老社会工作服务示范
项目

长春市二道区竹青志愿
者联盟

50

47 C047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北
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社会工作示范

服务项目

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50

48 C048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女创业者协会援助女性健康

养护创业就业示范项目
黑龙江省女创业者协会 50

49 C049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山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老人

心灵温暖项目

牡丹江市山江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50

50 C050 上海市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中国食
物银行网络 示范项目

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
中心

50

51 C051 上海市 “益左益右”助医项目
上海松江区杏林义工志
愿服务中心

35

52 C052 上海市 松江区绿行社环保万家行示范项目
上海松江区绿行青年环
保公益社

33

53 C053 江苏省
泰州市温心驿站“伴童行”困境儿童
社会保护行动示范项目

泰州市温心驿站 50

54 C054 江苏省
南京协作者社会融合视角下的流动人

口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

中心
49

55 C055 江苏省
无锡市锡山区乐助社工事务所流动儿
童安全与环保教育示范项目

无锡市锡山区乐助社工
事务所

49

56 C056 浙江省
嘉兴市青鸟社会服务中心“三叶草”
关爱失独家庭项目

嘉兴市青鸟社会服务中
心

50



57 C057 浙江省
金华市乐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散

居孤儿社会工作帮扶示范项目

金华市乐福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50

58 C058 浙江省

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爱的

回归”社区矫正服务社会工作示范项
目

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50

59 C059 宁波市

宁波市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益

起、益行、益生活”社会服务试点项
目

宁波市海曙区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

50

60 C060 安徽省

安徽省六安市启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乐老助老”关爱大别山革命老区老
年人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六安市启明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50

61 C061 安徽省
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童行
携力”困境儿童抗逆力训练与社工救
助服务示范项目

安庆市全人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

47

62 C062 安徽省 老乐融——农村助老服务项目
安徽实践家文教慈善基

金会
40

63 C063 福建省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全省美沙酮维持治

疗项目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 33

64 C064 福建省
将乐县慈善总会空巢老人、困境儿童

和贫困学生"三关爱"示范项目
福建省将乐县慈善总会 50

65 C065 福建省 “青春同期声”青春期性教育项目
福州市台江区鲲鹏青少
年事务服务中心

40

66 C066 厦门市
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社会服务中心
老年痴呆症“自然疗法”社区综合社
工服务示范项目

厦门市湖里区霞辉老年
社会服务中心

50

67 C067 江西省
吉安协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革命老区
农村留守老人人文关怀示范项目

吉安协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0

68 C068 江西省
南昌青云公益服务社“社区睦邻中心
”示范项目

南昌青云公益服务社 50

69 C069 江西省
“美在夕阳·关爱社区老人”
示范项目

景德镇市慈缘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30

70 C070 江西省 助残康复加油站

九江市浔阳区人民路街

道庐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40

71 C071 江西省
遂川县龙泉培训学校关爱乡村留守人
员亮化公益示范项目

遂川县龙泉培训学校 50



72 C072 山东省
济南山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暖家友
邻”弱势家庭社区支持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

济南山青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0

73 C073 山东省

山东省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黄谷生机”农村社区留守人员互助
关爱计划

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
务中心  

50

74 C074 山东省

枣庄市市中区曙光帮教志愿者协会“

绿之翼”关爱青少年禁毒服务示范项
目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曙
光帮教志愿者协会

50

75 C075 青岛市
青岛市华泰公益基金会"点对点"志愿
者孵化圆梦示范项目

青岛市华泰公益基金会 50

76 C076 河南省
南阳市近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居
家养老示范项目

南阳市近邻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50

77 C077 河南省 固始老年公寓社区居家养老示范项目 固始老年公寓 50

78 C078 河南省
焦作市梦琳儿童家园残障儿童青少年

家庭式养育和特殊教育学校示范项目
焦作市梦琳儿童家园 50

79 C079 湖北省
谷城县五谷社会工作服务社开展社会

工作服务项目

谷城县五谷社会工作服

务社
50

80 C080 湖北省
黄石市阳新县革命老区农村养老服务
示范项目

黄石市太子沙湾老年公
寓

50

81 C081 湖北省
十堰爱晖关爱贫困农民工子女城市融
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十堰爱晖困境儿童援助
中心

50

82 C082 湖南省
沅江市南洞庭老年公寓农村“三无”
及留守孤、老、病、残特护人员救助
示范项目

沅江市南洞庭老年公寓 50

83 C083 湖南省
湖南省惠民肾病救助基金会尿毒症患
者帮扶示范项目

湖南省惠民肾病救助基
金会

50

84 C084 湖南省
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老人儿童

关爱示范项目

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40

85 C085 广东省
梅州市梅江区鼎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幸福晚年”长者社区支持示范项目

梅州市梅江区鼎和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50

86 C086 广东省
肇庆市西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关爱城
市特殊困难长者“情暖夕阳幸福相伴
”示范项目

肇庆市西江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48



87 C087 广东省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三元

里社区大学：外来工社区融入项目

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

研究中心
50

88 C088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深圳
城中村流动儿童安全预防与自救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
服务中心

48

89 C08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河池市康复护理院援助山区贫困慢性
病老年人医疗康复护理养老服务项目

河池市康复护理院 50

90 C09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有机农业研究所帮扶老少边山区

村屯留守人员进行有机种养增收致富
及建设有机示范村（屯）项目

广西有机农业研究所 50

91 C091 海南省
海南省儋州市传爱教育基金会资助孤
儿康复示范项目

海南省儋州市传爱教育
基金会

40

92 C092 海南省
海南省社会工作者协会专业社工老年

人院舍养老发展示范项目
海南省社会工作者协会 25

93 C093 重庆市
重庆市火锅协会助残就业服务示范项

目
重庆市火锅协会 50

94 C094 重庆市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梦想之旅

”留守儿童成长训练营服务示范项目

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50

95 C095 四川省

四川省民生慈善基金会“春晖计划

”——留守儿童心理矫治康复示范项
目

四川省民生慈善基金会 50

96 C096 四川省
遂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志合作推进
城市空巢老人社区照顾示范项目（第
二期）

遂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50

97 C097 贵州省 盘县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盘县社会义工联合会 50

98 C098 贵州省
贵阳市七色花社工服务社心向阳光旅
程计划——关爱精障家庭社会工作服
务示范项目

贵阳市七色花社工服务
社

50

99 C099 云南省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以
专业社工服务建立儿童青少年妇女保

护体系——“携手之家”示范项目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

业服务中心
50

100 C100 云南省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七彩云”重点青少年专业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

昆明市红嘴鸥青少年事
务服务中心

50

101 C101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户外协会边远山区人员促
进就业示范项目

西藏自治区户外协会 50



102 C102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贫困残疾儿

童社区康复服务示范项目

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

会
50

103 C103 陕西省 童梦空间—社区流动儿童社工服务
榆林市青少年社会工作
者协会

50

104 C104 陕西省
陕西允中文教院乡村（社区）教育创
新援助示范项目

陕西允中文教院 49

105 C105 甘肃省
甘肃省心理咨询师学会即将回归社会
戒毒人员贫困家庭帮扶示范项目

甘肃省心理咨询师学会 50

106 C106 甘肃省
甘肃惠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兰州市城
关区高龄、独居、残疾老年人社会工
作服务示范项目

甘肃惠群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40

107 C107 青海省
青海省乐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流动儿

童关爱示范项目

青海省乐平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40

108 C108 青海省
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关爱留守儿童社

会工作示范项目
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 49

109 C109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阅海老年服务中心低收入失能失

智老人养老护理示范项目
 宁夏阅海老年服务中心 50

110 C1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申报贫困骨病
残疾人免费手术示范项目

宁夏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0

111 C11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柯坪县帕松村红沙驼社会工作服务站
新疆农村“去极端化”社会工作介入
示范项目

柯坪县帕松村红沙驼社
会工作服务站

50

112 C112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促进阿克苏地区重点家庭、留守、残
疾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社会工作服务
示范项目

新疆泰能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50

113 C113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慈善总会对低保对象中60岁以
上老年人以及重度残疾人实施救助服
务示范项目

石河子慈善总会 50



附件4

人员培训示范项目（D类）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
编号

区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立项资金
（万元）

1 D001 全国性社会组织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50

2 D002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人员
培训示范项目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50

3 D003 全国性社会组织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社会

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培训项目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

进会
39

4 D004 全国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管理人员师资培训示范项

目

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研修

学院
32

5 D005 全国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骨干培训示范项目
现代社会工作人才发展服

务中心
30

6 D006 北京市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社会组
织管理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首都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 30

7 D007 天津市
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提
升发展示范项目

天津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30

8 D008 河北省
河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河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30

9 D009 山西省
山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示范培
训班

山西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20

10 D010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博锐信息技术培训学校内蒙
古自治区社会组织人员培训示范项

目

内蒙古博锐信息技术培训

学校
30

11 D011 辽宁省
辽宁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社会组
织专职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辽宁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会

30

12 D012 大连市
大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大连市社会组织联合会 15



13 D013 吉林省
吉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中国社工（吉林）培训中

心
20

14 D014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
示范项目

黑龙江省惠泽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30

15 D015 江苏省
江苏省民政干部学校人员培训示范
项目

江苏省民政干部学校 30

16 D016 浙江省
浙江省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浙江省社会组织联合会 30

17 D017 宁波市 宁波市社会组织经理人培养项目 宁波市社会组织促进会 18

18 D018 安徽省
安徽省社会组织联合会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安徽省社会组织联合会 30

19 D019 福建省
福建省青少年研究会全省新建社会
组织负责人和登记管理业务工作人

员示范项目

福建省青少年研究会 30

20 D020 厦门市
厦门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厦门市物流协会 18

21 D021 江西省
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江西省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会

30

22 D022 山东省
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山东泰山管理研修学院 30

23 D023 青岛市
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青岛德利丰职业培训学校 20

24 D024 河南省
河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河南省电子工程师协会 30

25 D025 湖北省
湖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示

范项目
湖北省社会组织总会 30

26 D026 湖南省
湖南省社会组织管理局人员培训项
目

湖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30

27 D027 广东省
广东省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培训示范
项目

广东省社会管理研究会 30



28 D028 深圳市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2016年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服务领域培训项目
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 15

29 D029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组织管理局社
会组织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广西社会组织促进会 30

30 D030 海南省
海南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
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海南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20

31 D031 重庆市
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重庆市民间组织管理局 西
南大学

20

32 D032 四川省
四川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四川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30

33 D033 贵州省
贵州省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贵州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20

34 D034 云南省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培

训示范项目

云南社会组织评估服务中

心
30

35 D035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
工作人员及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项

目

西藏自治区民间组织促进

会
30

36 D036 陕西省
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组织人
员及登记管理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陕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30

37 D037 甘肃省
甘肃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社会组织人
员培训示范项目

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 30

38 D038 青海省
西宁市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社会组
织培训项目

西宁市社会组织发展促进
会

20

39 D039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社会组织总会人员培训示范项
目

宁夏社会组织总会 20

40 D04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新疆至诚社会组织服务与评估中心

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培训项目

新疆至诚社会组织服务与

评估中心
20

41 D041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间组织管理局
人员培训示范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服
务站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