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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Brands, LLC 的爱心人士们：

谢谢您们的爱心！

您的爱心使我们的孩子营养均衡、健康成长。

祝您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来自受助家庭的感谢



一、背景介绍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人口基金会”）成立于 1987 年 6 月

10 日，是经民政部注册，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业务指导，具有独立法

人地位和公募资格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国家 4A 级基金会。2016 年 9 月，

经民政部首批认定为慈善组织。多次荣获民政部“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

号。连续多年在透明度和影响力各方面荣获表彰。三十多年来，人口基金

会秉持“增进人口福利，促进家庭幸福”宗旨，围绕创新社会管理、服务

卫生健康大局，以健康扶贫、家庭发展、应急救助、关爱弱势群体为重点，

大力推进幸福工程、幸福微笑等“幸福系列”公益项目。

“幸福微笑——婴幼儿营养补充”项目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

旨在为贫困家庭婴幼儿提供营养支持。本着优先鼓励、倡导母乳喂养的基

本原则，本项目特别针对贫困家庭婴幼儿营养不足，保障在生长发育期能

及时、充足地获取营养，从而保证孩子的智力和身体的发育，提高身体素

质。

2018 年 12 月，在上海狮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和具体协

调之下，美国公司 Quality of Life Brands, LLC（以下简称“捐赠方”）

向我会捐赠 5289 箱贝贝元素乳基幼儿配方奶粉（英文品名：Baby Blossom）

总价合计人民币 1,420,029.54 元。用于资助 12-36 个月龄的农村贫困的幼

儿家庭。我会与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内蒙古自治区计

划生育协会、甘肃省卫计委妇幼处、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协会、云南省计划

生育协会合作共同完成了本项目的落地活动。我会合作伙伴承担了捐赠物

资物流运输费用。奶粉发放地区包括贵州省凤冈县、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

旗、甘肃省通渭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云南省昭通市。现将基本情况报

告如下：



二、项目执行情况

（一）项目前期沟通及风险评估

前期策划主要围绕合作伙伴选择、受助省份及地区选择、进行需求调

查、物流运输进度安排、拟定项目管理方案等。期间，同捐赠方就捐赠数

量和方式进行了确认。

1、项目前期沟通

2018 年 11 月，人口基金会与捐赠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2018 年 12 月，

双方正式确定合作，签订捐赠协议。我会充分依靠各地计生协健全完善的

网络机构，发挥其在基层组织的优势，调查搜集受助家庭信息、有序组织

捐赠物资发放及受助人信息资料回收。

2、项目的风险评估

1）我会在与地方合作伙伴沟通初期，因考虑到是婴幼儿食品，可以感

受到地方合作伙伴对本次捐赠事宜是非常慎重的，担心质量问题及服用后

的效果等。为此，部门内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在我会工作人员

的耐心解释和说服下，最终决定接受捐赠，为所需幼儿提供资助。

2）捐赠产品为幼儿奶粉，属于特殊商品，根据国家母乳喂养的相关规

定，为了把奶粉发放到真正有需要的对象，我们对受助对象进行了严格限

制，如限于 2016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的幼儿，优先资助出生缺陷、贫困家

庭等。

3）捐赠方只提供物资捐助，没有任何工作经费，客观上对人口基金会

和地方伙伴造成很大的人力、经济负担。

4）项目涉及金额大，数量多，地域广，受助家庭分散、发放难度较高，

工作量很大，且捐赠企业无法提供相应运输费用，经人口基金会协调，本

次物资运输费用均由各地合作伙伴自行承担。

5）为了保证捐赠直接到人，我会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并与各省计划



生育协会全面沟通和多次征求捐赠方意见，最终确定活动执行方案及相关

执行资料。

（二）制定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文件及制度是影响后续工作执行与监管的关键环节。为了提

高项目管理的效率，人口基金会制定了详细全面的项目管理制度及工作模

板，如捐赠物资移交清单、受助确认单、知情同意书、受助家庭发放登记

表、项目总结报告等，各地都按照标准的项目流程进行项目资料的收集和

管理。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捐赠方的意愿，让优质的奶粉安全、

真实地帮助到真正需要的家庭。在推进母婴健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捐

赠方规避风险，保护和维护捐赠公司的形象。

（三）举行项目捐赠落地活动

项目实施主要包括捐赠物资运输、物资签收、物资发放、受助确认、

材料填写和收集执行资料等环节。各地合作伙伴高度重视，充分利用机构

资源，举行各种类型的发放仪式，邀请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媒体及受

助家庭参加发放仪式，对公司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广为宣传和报

道。

2018 年 12 月，捐赠方陆续运输捐赠物资，分别向甘肃省定西市通渭

县资助 1000 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资助 1000 箱、贵州省凤冈县资助 1000

箱、云南省昭通市资助 1289 箱、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资助 1000 箱。

2019 年 1月，受助地区陆续收到捐赠物资后，进行核验并储存在阴凉

通风位置，清点物资后填写物资移交清单及受助确认单。

2019 年 1月-3 月，受助地区按活动方案进行发放，本项目资料要求多、

要求细，给基层工作带来很大挑战。一些村民，对国外产品产生质疑，工

作人员需耐心解释，与每户受助家庭签订知情同意书，提供捐赠方资质情

况介绍。地方合作伙伴工作人员克服各种现实困难，努力配合人口基金会



完成所需工作要求。同时，在合作伙伴官网及当地媒体、电台进行广为宣

传。

（四）项目督导及受助人信息资料收集及审核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会定期与受助地区联系沟通实施中的情况，督

促项目发放进展、执行资料收集。

2019 年 4月，各受助地区工作人员整理汇总项目执行资料后，陆续寄

送给人口基金会国际合作部进行审核。在审核资料中，仔细核对每一份文

件，反复沟通催缴，力求完善。各地记录了完整的发放记录，收集了受助

人签字盖章的信息表，提供了发放活动宣传报道的内容和图片，同时提交

了项目执行报告或总结。目前，我会已将所有受助资料装订成册。

三、各地发放情况概述及现场图片

（一）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

根据 2018 年 12 月份统计数据，该县建档立卡精准扶贫户中 12-36 月

龄共有 1842 人，本次捐赠覆盖 12-36 个月龄儿童的 54.3%。2019 年 1 月

28 日在通渭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式召开项目启动会，将奶粉依

次分配给平襄镇卫生院 130 箱、马营镇卫生院 45箱、常河镇卫生院 70箱、

陇川镇卫生院 40箱、陇阳镇卫生院 55箱、北城镇卫生院 60箱、义岗镇中

心卫生院 45箱、榜罗镇中心卫生院 90箱、陇山镇中心卫生院 30箱、鸡川

镇中心卫生院 45箱、新景乡卫生院 15箱、李店乡卫生院 40箱，襄南镇卫

生院 40 箱、华家岭卫生院 20 箱、寺子川乡卫生院 30 箱、碧玉镇卫生院

60箱、第三铺乡卫生院 20箱、什川镇卫生院 35箱、妇计中心 130 箱。





（二）贵州省凤冈县

2019 年 1月 8日，收到“幸福微笑—婴幼儿营养补充”项目奶粉后，

由县卫生健康局分管领导牵头，并组织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一是明确发放

范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12—36 个月幼儿，为贫困户减少养育成本，增加营

养。二是明确发放数量，按照镇乡摸底情况，合理安排奶粉数量，确保贫

困户都能享受政策扶持。三是明确专人负责，各镇乡计生办明确主任负责

奶粉发放工作，确保发放到位。四是坚持知情同意原则，加大宣传力度，

让群众明白政策和喂养要求，在自愿知情的条件下发放。

分别向以下各镇进行捐赠，龙泉镇 50箱，永和镇 80箱，何坝镇 55箱，

石径乡 50箱，进化镇 75箱，花坪镇 70箱，琊川镇 75箱，天桥镇 80箱，

蜂岩镇 75箱，王寨镇 80箱，绥阳镇 70箱，土溪镇 85箱，新建镇 80箱，

永安镇 75箱。





（三）云南省昭通市

2019 年 1 月，项目启动仪式陆续在云南昭通各县开展，共向 10 个县

（市、区）进行资助，分别是鲁甸县 100 箱、巧家镇 169 箱、盐津县 100

箱、大关镇 100 箱、永善县 100 箱、绥江县 100 箱、镇雄县 280 箱、彝良

县 140 箱、威信县 100 箱、水富市 100 箱。







（四）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

2019 年 1月 10 日，项目启动仪式在巴林左旗林东镇举行，内蒙古自

治区计生协专职副会长尹志忠与巴林左旗副旗长薄志惠进行交接，主要资

助重点贫困嘎查村的 1000 名幼儿。





（五）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本次主要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提供资助，区卫健系统党委书记、

局长、计生协常务副会长张忠宇和副局长姚会滨出席捐赠仪式，参加仪式

的还有全区 19个镇（街）的卫计主任和 22名受助家庭代表。





四、项目小结

本项目覆盖 5省的 5289 余名幼儿，物资层层把关移交，确保实实在在

发到受助人手中。非常感谢美国公司 Quality of Life Brands, LLC 提供

捐赠物资，感谢上海狮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大量繁琐的协调工作，

其善举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得到

受助家庭的高度赞扬，扩大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最后，特别感谢 Steven

先生、陆静女士及倪俊先生在本次活动中承担的协调和沟通工作！ 没有他

们的支持和配合，此项活动也无法顺利开展。

从基层反馈来看，本项目关注民生，得到基层的热切欢迎和高度响应，

得到各省的大力支持。总体来说，各省工作表现很积极，纷纷表示很感激，

但均反馈捐赠物资少，导致已受助幼儿后期无法持续保障奶粉的需求，表

示对后续捐赠活动的渴望。各方愉快合作，为后续的策划开展奠定良好基

础，希望与 Quality of Life Brands, LLC 公司能在婴幼儿营养支持方面

继续开展合作，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洁然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 号 2444 信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国

际合作部

邮编：100081

电话/传真：（010）62174218

邮箱：guojibu@cpw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