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序号 日期 项目名称 拨付扶贫款 金额

1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开展捐书活动（中骏集团）款项 8,500.00

2 2021年2月24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扬帆基金2020年第一期图书采购款项 1,915.80

3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开展2020年度“扬帆艺术课堂”-湖南江桥小学 3,000.00

4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开展2020年度“扬帆艺术课堂”-湖南陈二铺完小 3,000.00

5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开展2020年度“扬帆艺术课堂”-贵州3所学校 9,000.00

6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福建5所学校开展“扬帆美育计划”项目款项 36,304.44

7 2021年2月24日 思源助学 扬帆基金-资助山西贫困学子李昱纬第9期助学款 200.00

8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仁慧基金-资助开展“兴唐助学”项目款项 74,552.31

9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陕西潼关县第三初级中学佑华移民班2020级第一学年费用 33,333.33

10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陕西潼关县第三初级中学佑华移民班2020级第一学年费用 66,666.67

11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重庆市奉节中学校佑华教育移民班（1/3）2018级第三学年费用 33,333.34

12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重庆市奉节中学校佑华教育移民班（1/3）2018级第三学年费用 66,666.66

13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18级第三学年费用 66,666.68

14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18级第三学年费用 133,333.32

15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19级第二学年费用 66,666.66

16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19级第二学年费用 133,333.34

17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20级第一学年费用 66,666.66

18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宁夏吴忠市第二中学2个佑华移民班（1/3）2020级第一学年费用 133,333.34

19 2021年2月4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天使益”应急循环助学金项目-北京大学1名学生 20,000.00

20 2021年2月4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天使益”应急循环助学金项目-中国医科大学11名学生 167,000.00

21 2021年2月4日 思源助学 佑华基金-资助“天使益”应急循环助学金项目-厦门大学1名学生 23,400.00

22 2021年2月2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3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助学款项 346.80

23 2021年2月8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开展“乡村芭蕾”项目-舞蹈教师交通费 1,097.91

24 2021年2月8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开展“乡村芭蕾”项目-舞蹈教师劳务费 37,399.00

25 2021年2月8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92所学校开展“乡村芭蕾”项目款项 2,800.00

26 2021年2月25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开展“乡村芭蕾”项目-舞蹈教师交通费 580.00

27 2021年2月25日 思源助学 润琪基金-资助开展“乡村芭蕾”项目-舞蹈教师劳务费 16,396.00

28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芭莎基金-资助资助湖南醴陵市实施“宋茜爱心舞蹈教室”项目-装修尾款 40,054.20

29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芭莎-2019-慈善夜-资助实施“芭莎·课后一小时”-200所学校美术课程中款 480,000.00

30 2021年2月8日 思源助学 上善基金-资助江西省兴国县开展“上善图书馆”项目款项 405,450.00

31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华谊兄弟基金-资助贵州榕江县高懂村幼儿园附属工程建设尾款 31,822.80

32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东方阳光基金-资助广西贫困学生粟煜桐助学款项（28期） 400.00

33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东方阳光基金-资助广东贫困学生温庆欣助学款项（7期） 400.00

34 2021年2月5日 思源助学 东方阳光基金-资助广东省肇庆市6名贫困大学生助学款项 （31期） 2,400.00

35 2021年2月4日 思源助学 生态公益慈善基金-资助甘肃省陇南市成县200名学生助学金款项 200,000.00

小计 2,366,019.26

1 2021年2月1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资助47名贫困听障儿童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用 160,000.00

善款支出明细

现金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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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沈阳、成都等14个地区开展听障儿童认知包项目款项 5,256.00

3 2021年1月4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四川听障儿童黄恩宇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 30,000.00

4 2021年1月9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退回吕伟军医疗费 -23,886.91

5 2021年1月22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广东听障儿童叶铭冠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耳蜗植入手术费 50,000.00

6 2021年1月23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江西听障儿童徐若汐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 30,000.00

7 2021年2月1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11名贫困听障青少年进行人工耳蜗体外机升级款项 220,000.00

8 2021年2月1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47名贫困听障儿童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用 2,005,000.00

9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沈阳、成都等14个地区开展听障儿童认知包项目款项 220,752.00

10 2021年2月4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江西听障儿涂毅安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 50,000.00

11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收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退杜星辰住院费 -9,712.87

12 2021年2月24日 思源救护 春暖基金-资助听障儿童刘锦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费 40,000.00

13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焦点基金-资助开展“顺丰搜狐焦点先心小家”项目款项 1,762.50

14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焦点基金-资助开展“顺丰搜狐焦点先心小家”项目款项 70,500.00

15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广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张钰嫣医疗费用款项 24,000.00

16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广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陆舒怡医疗费用款项 50,000.00

17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湖南省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刘荣鑫医疗费用款项 10,000.00

18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陕西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刘美军医药费用款项 11,936.00

19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广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文璀明医疗费用款项 86,000.00

20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湖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王勋医疗费用款项 49,000.00

21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安徽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薛俊晖医疗费用款项 11,000.00

22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广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覃健医疗费用款项 46,000.00

23 2021年2月8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赵凤林治疗费用款项 10,000.00

24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陕西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刘美军医药费用款项 5,775.00

25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湖北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张珈铭医疗费用款项 25,000.00

26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广东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朱慧鸳医疗费用款项 27,000.00

27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河南患者周利鹏治疗费用款项 11,000.00

28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陕西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刘美军医药费用款项 5,986.00

29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广西患者黄鑫日治疗费用款项 26,000.00

30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湖南患者胡俊哲治疗费用款项 55,000.00

31 2021年2月26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湖南患者胡承志治疗费用款项 53,000.00

32 2021年2月26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广西患者吴凯霖治疗费用款项 59,000.00

33 2021年2月26日 思源救护 仁德基金-资助开展“暖爱助医计划”项目-广西患者冯泳洁治疗费用款项 13,000.00

34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慧基金-资助新疆重症患者苏麦热穆·买买提依明医疗费用款项 5,223.76

35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慧基金-资助湖南肝硬化患者冯思贝第27期医疗生活费用 4,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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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21年2月9日 思源救护 仁慧基金-资助湖北重症患者刘海娥医疗费用款项 10,885.80

37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润琪基金-资助内蒙古脊髓病变患者齐秦的母亲第31期生活费 4,000.00

38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徐锦凡医疗费用款项 18,000.00

39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润顺医疗费用款项 50,000.00

40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董之良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0

41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山西省脊柱侧弯患者刘建红医疗费用款项 23,000.00

42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山西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梓轩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0

43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王铭泽医疗费用款项 12,000.00

44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永超医疗费用款项 5,000.00

45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湖北省脊柱侧弯患者陈晓楠医疗费用款项 5,000.00

46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闫睿哲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0

47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王思宇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48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柯馨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0

49 2021年2月3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仝梦飞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50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青海省脊柱侧弯患者李锦锦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0

51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杨一帆医疗费用款项 28,000.00

52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家乐医疗费用款项 18,000.00

53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刘悦彤医疗费用款项 18,000.00

54 2021年2月5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山东省脊柱侧弯患者孔祥祺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55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贵州省脊柱侧弯患者尚兰兰医疗费用款项 25,000.00

56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余若瑾萱医疗费用款项 12,000.00

57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湖北省脊柱侧弯患者别宇航医疗费用款项 5,000.00

58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曾庆贺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59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赵乐丹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60 2021年2月18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葛冬雪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61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柳欢益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62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张桂珍医疗费用款项 13,000.00

63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甘肃省脊柱侧弯患者吴彩云医疗费用款项 33,000.00

64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穆方丹医疗费用款项 10,000.00

65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郝新月医疗费用款项 18,000.00

66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张建辉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67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甘肃省脊柱侧弯患者马睿婕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68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桂雨欣医疗费用款项 12,000.00

69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惠吉楠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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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收到宁夏脊柱侧弯患者马佳琦退回医疗费 -131.00

71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王雪花医疗费用款项 2,000.00

72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云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杨同艳医疗费用款项 10,000.00

73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杨悦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74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云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梅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75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云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满金医疗费用款项 12,000.00

76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王梓宁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77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青海省脊柱侧弯患者马连秀医疗费用款项 15,000.00

78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宁夏脊柱侧弯患者韩涛医疗费用款项 40,000.00

79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青海省脊柱侧弯患者马戴睿医疗费用款项 17,000.00

80 2021年2月22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青海省脊柱侧弯患者李永香医疗费用款项 18,000.00

81 2021年2月23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贵州省脊柱侧弯患者赵明荣医疗费用款项 30,000.00

82 2021年2月24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重庆市脊柱侧弯患者罗傈敏医疗费用款项 13,000.00

83 2021年2月24日 思源救护 智善基金-资助河南省脊柱侧弯患者李若妍医疗费用款项 23,000.00

84 2021年2月1日 思源救护 思源工程-收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退回余皓晨医疗费 -7,143.51

85 2021年2月2日 思源救护 思源工程-资助“守护重症天使”项目款项-山西患儿任思诺 37,896.93

86 2021年2月19日 思源救护 思源工程-资助“守护重症天使”项目款项-陕西患儿樊容辰 6,003.47

87 2021年2月20日 思源救护 思源工程-资助“守护重症天使”项目款项-广西患儿陈焕棋 72,781.54

小计 4,341,884.71

1 2021年2月4日 思源赈灾 繁星基金-资助北京大兴区教委防疫物资款项-消毒粉 35,280.00

2 2021年2月4日 思源赈灾 繁星基金-资助北京大兴区教委防疫物资款项-洗手液 38,500.00

3 2021年2月8日 思源赈灾 思源工程-资助吉林省通化市疫情购买生活保障物资款项 75,000.00

4 2021年2月8日 思源赈灾 思源工程-资助吉林省通化市疫情购买生活保障物资款项 33,000.00

小计 181,780.00

1 2021年2月8日 新农村建设 闽善公益基金--资助河北省丰宁县杨木栅子乡修建护村坝及道路款项 150,000.00

2 2021年2月8日 新农村建设 思源工程-资助河北丰宁县土城镇援建扶贫车间尾款 200,000.00

小计 350,000.00

1 2021年2月8日 思源助残 仁德基金-资助四川省达州残疾人培训活动款项 8,764.00

小计 8,764.00

1 2021年2月3日 思源助老 仁慧基金-资助宁夏彭阳县234名环卫工人棉大衣采购款项 21,060.00

小计 21,060.00

实物

支出 小计 0.00

7,269,507.97现金、实物支出合计

现金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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