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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 收入：401万余元
善款收支状况 支出：349 万余元
截止到九月底累计总收入 6500万元。

截止到九月底累计总收入 6500 万元。
截止到九月底累计开餐学校为308所，开餐学校273所，
具体项目收支情况，请查阅免费午餐官方微博#财务公开#
截止到九月底累计开餐学校为308所，开餐学校273所，分布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62000人。
注：月报公布数据均为初步整理数据，相关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分布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62000人。

学校执行汇报
本月新开餐学校50所，其中安徽1所，河北1所，北京1所，江西1所，青海1所，云南1所，河南1所，贵州2所，湖南23所，四川18所。

以下是开餐学校名单：
1 安徽省合肥市芦山县砖桥乡东明村关庙小学

26 湖南岳阳平江县长寿镇大塘小学

2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孟家庄镇元坊小学

27 湖南娄底新化县桑梓镇塘冲小学

3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龙门镇泉水完小学

28 湖南娄底新化县桑梓镇大坪完全小学

4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波洲乡中心校

29 湖南岳阳平江县黄金乡巨能学校

5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方家屯乡中心校

30 湖南怀化新晃县碧朗乡中心小学

6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天堂乡中心小学

31 湖南怀化新晃县黄雷乡中心小学

7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中寨乡中心小学

32 湖南娄底新化县石冲口镇潮水完全小学

8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大湾罗乡中心小学

33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典补乡中心小学

9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新寨乡中心小学

34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柳洪村小学

10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洲乡龙洞希望小学

35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哈古村小学

11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李树乡中心校

36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中心校

12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米贝中心校

37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乡腾地村小学

13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鱼市镇中心小学

38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尔合乡达洛村小学

14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兴隆中心校

39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尔合乡中心小学

15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洞坪乡中心小学

40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侯古莫乡完全小学

16 青海省玉树县结石古镇酥油灯儿童之家

41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哈洛乡中心小学

17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安定乡岳田小学

42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俄普乡中心小学

18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罗楼小学

43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尔拖村小学

19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步头降乡中心校

44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尔其乡中心小学

20 北京市仁育院学习中心

45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依洛拉达乡中心小学

21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鲁溪镇双溪片区完全小学

46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子威乡中心小学

22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姑开乡乐园村小学

47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柳洪乡中心小学

23 贵州省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州乡阳猛村小学

48 四川省凉山州佐戈依达乡八千洛村小学

24 云南省大理市漾濞县江镇抱荷岭双涧九年制学校

49 四川省宜宾市恒丰乡第二小学

25 湖南怀化新晃县凉伞乡中心小学

50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片马乡清纯幼儿园

详细的学校情况可查看免费午餐官网的学校公示页面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络：（电话）010-57423889

http://www.mianfeiwucan.org/nc/school/schoolinfo/

（手机）15313265796

2

免费午餐 月报 MONTHLY REPORT

2013年10月25日 星期五

线上线下活动
23日

9月21日—9月

ACTIVITIES

免费午餐领中国乡村儿童公益联盟

亮相第二届慈展会

2013 年9月21日—9月23日，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现场，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免费午餐基金管委会主任肖隆君详细

（以下简称“慈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举行，免费午餐基金今

地介绍免费午餐基金的发展历程和成果并与来宾畅谈公益组织的未来。

年又来到慈展会，并联合微博打拐等4个姐妹团队形成中国乡村儿童联

截止2013年9月15日，免费午餐已募得善款超过六千万；累计开餐

合公益，首度闪亮登场，表达了全面服务乡村儿童的决心。

281所小学，每天服务50000多名乡村儿童。

记者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看到，位于B012号特装展位的免费午餐基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届慈展会上，免费午餐还联合了微博打拐、

金将一个乡村教室“搬”到了现场——土黄色泥砖墙垒成的一间小小的

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等姐妹项目集中参展，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放着课桌椅，一面墙上挂满的老照片是一张张乡村

共同形成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

儿童笑脸，另一面墙上则镶着一块特殊的黑板，两台智能电视不间断的

在36平方米的B015号展位上，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第一次全国

变换着画面，呈现乡村儿童们曾经没有午餐的困境以及幸福的现在。科

亮相，承诺集结更多城市资源进入乡村学校，更全面、高效服务中国

技和创新一直是这个公益组织的巨大推动力。有免费午餐公益店琳琅满

乡村儿童，尤其是6100万留守孩子。邓飞说：他因公益而得到了一群

目的爱心义卖品在手机终端随意挑选，也有印着二维码的捐赠通道供来

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伙伴，这群人从各地走到了一起，燃烧自己，把最

宾“扫一扫”献爱心，展位的一侧还设置了由深圳市快乐享印文化传播

美的青春贡献给了联合公益，和他一同并肩前行，为梦想而奋斗，永

公司免费提供的“即拍即得”服务，每一位献爱心的宾客都可以在这里

不懈怠。这群人，是他此生最大的荣耀和最珍惜的兄弟姐妹。

与免费午餐的“妞妞”合影，获得一张当场打印出来的彩色照片留念，
甚至还可以即刻将照片通过网络连接传输到手机里，发布到微博、微信

邓飞还表示，在为期3天的慈展会中，除了展示免费午餐和

上与朋友分享这个温馨的画面。据悉，用于现场视频播放的两台智能电

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的努力和未来，他们还期待学习公益同

视是由同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整个展位的布展制作和搭建工作由

行，获取更多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一起探索安全、透明、

深圳市迪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全程负责，费用全免。

高效、可复制的乡村儿童公益模式。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络：（电话）010-57423889

（手机）1531326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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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

骑行中国爱心之旅进藏

9月5日

继 续 筹 集 免 费 午 餐 ACTIVITIES

骑行中国的两位爱心友人7月19日从北京出发，到现在他们已经骑行了一个半月了。
从9月份开始，在他们进入了整个行程中最艰苦的部分——西藏地区。
在藏区的行程中，他们要面对很多挑战。从海拔900米一路爬升到4千多米，高原
反应、极端天气、都是他们要克服的问题。但是为了实现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梦想，
他们坚定地前行着。如果你想了解他们、支持他们，请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
http://www.wbrhegreatrideofchina.com/，或者关注他们的新浪微博@骑行中国
爱心之旅。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吃上免费午餐，他们还在点名时间众筹平台发起了“骑行
中国爱心之旅 筹集一万份免费午餐”项目，希望大家能够同他们一起，共同为孩子
们的幸福加油！项目链接：http://www.demohour.com/projects/319999

---------------------------------------------------------------------------------------

9月17日

ACTIVITIES

猎豹汽车免费午餐雅安专项行动启动
9月17日，猎豹汽车、免费午餐、汉源县政府等代表齐聚雅安市汉源县片马彝
族乡清纯幼儿园，共同参与了“猎豹汽车免费午餐雅安专项行动”的开餐仪式，
著名艺人伊能静作为爱心大使同行。猎豹汽车与免费午餐基金在仪式中宣布为雅
安600余名幼儿园儿童提供两年、多达25万份的营养午餐。这是猎豹汽车在
“4.20”雅安地震后，再次针对灾区开展的支援行动，并将救助范围扩大到儿童
营养保障方面，从资金到车辆、从前期调研到后续执行进行了全面支持，成功助
力免费午餐首个幼儿园免费午餐计划的开展。
“4•20”雅安地震发生后，免费午餐基金作为在帮助山区儿童营养改善方面有着
丰富经验的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着手灾区的免费午餐开餐计划。与此
同时，猎豹汽车于地震发生后两天，针对灾区迅速制定了“猎豹专业全能支援计
划”，旨在雅安地区建立长效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灾后支援，联合国内多家专
业的公益组织，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全能支援。在此计划中，也将灾区低龄儿
童纳为支援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免费午餐与猎豹汽车达成共识，将爱心
送到灾区孩子们身边，关注孩子们的未来。
在此计划中，猎豹汽车投入120万元的现金和车辆，将现金部分捐助给免费午
餐基金，共同在雅安寻找需要被救助的学校和幼儿园。猎豹汽车捐助2辆猎豹CT5
皮卡车，全程为公益项目保驾护航。这是“免费午餐”开餐以来，首次将救助群
体从中小学扩展至幼儿园这一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覆盖幼儿园到高中学校的营养餐，全面帮助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中午12点，猎豹汽车品牌总监王粤江、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爱心大使伊能静
等人和孩子们一起排队洗手之后，为孩子们分发了“免费午餐”。作为这次极富
意义的幼儿园群体破冰之旅，热心公益的台湾著名艺人伊能静把“静新图书基金”
带到了校园中，为孩子们朗读课文、讲故事。在场人士纷纷勉励灾区的孩子们要
学会在逆境中坚强地成长，在社会的帮助下，不断学习，更好地回报养育自己的
家乡。
知名公益人士、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表示：“猎豹汽车的公益决心和明星的热
心参与，给予这一爱心项目有力保障，很庆幸我们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将更
多的爱心汇聚在一起，让灾区无助的幼童有了可口的午餐，感受来自全社会的关
爱！” 猎豹汽车联合免费午餐为灾区儿童托举起健康的明天，将企业热心公益的
决心展现在社会面前，成为NGO组织救助中值得信赖的企业伙伴。
猎豹汽车以专业的救援计划和实际行动，在雅安震后一直进行灾区科学重建，不
仅对抗战老兵送去荣誉与关怀，更对青年就业和灾区造血计划的十分重视。王粤
江总监表示：“企业的公益行动不仅仅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猎豹汽车将持续关
注灾区震后发展，以专业方式帮助城市恢复血液。”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络：（电话）010-57423889

（手机）1531326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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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

ACTIVITIES

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
为“免费午餐”基金捐赠百万善款

9月23日，由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携手“免费午餐”基金、
淘金币共同发起的“用1亿个淘金币

爱1万个孩子”公益活动

举行捐赠仪式，汤臣倍健为“免费午餐”基金捐出百万善款，
这笔善款将变成33万顿热腾腾的免费午餐，改善乡村学童营养
状况。
据悉，本次汤臣倍健为“免费午餐”捐赠的百万善款，也是
支付宝E公益平台“免费午餐”项目迄今为止接收到的最大一
笔公益捐助。“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捐赠仪式上表示，目
前在我国留守儿童达数千万，亟需社会关注。汤臣倍健为免费
午餐带来的不仅是100万，更是通过这种创新公益形式，带动
和影响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打造了人人可为、人人参
与的公益模式。
此前，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联合淘金币以及“免费午餐”
基金，推出极具创意的大型公益活动——“用1亿淘金币

爱1

万个孩子”，鼓励网友捐献淘金币，以微小的善举参与公益，
当淘金币捐赠数量达到1亿枚，汤臣倍健就捐出100万善款。
淘金币负责人艾泽认为，本次公益活动是首个由淘金币、天猫商家及免费午餐基金三方联动的大型公益活动，很有创新意义，带
动了电商公益的新模式。本次公益活动的成功离不开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的快速响应力和热心，将为未来电商公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
用。
汤臣倍健副总经理龙翠耘表示，汤臣倍健对公益责任的追求，与对全球品质的追求一样是无止境的，长期以来汤臣倍健通过多种
形式，不断打造公益新模式，为儿童营养带来持续改善和升级，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积极发动利益相关方加入慈善事业，
共同推进国民的健康改善。
同时，汤臣倍健认为一百万善款对于很多还处于饥饿中的孩子们来说，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午餐问题。为了让更多需要免费午餐
的孩子免于课间饥饿吃上热腾腾的营养午餐，汤臣倍健官方旗舰店还筹划了“二次公益”活动，额外增加捐赠善款，让爱延续。

----------------------------------------------------------------------------------------

新闻动态
关爱学童健康，特百惠向“免费午餐”捐赠安全餐具
9月开学了，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除了收到新书包、新文具，还会收
到家长为他们认真挑选的好看又安全的新餐具。但对于四川凉山州的很
多孩子来说，一顿热腾腾的午餐已经是奢望，更不用说安全的新餐具了。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吃得饱吃得好，健康快乐成长，是特百惠和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的共同愿望。为此，继2012年捐助免费午
餐基金湖北恩施州鹤峰县5000多名学生的餐具后，特百惠和中国社会
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再次携手，向四川凉山州近50所学校15000名
学生捐赠总值200多万元的健康餐具。今年开学，凉山州的孩子们有了
特百惠的新餐具，有了免费午餐的温暖饭菜，可以更安心更快乐地学习
了。 特百惠，70年历史的美国优质家居用品品牌，一直以来致力于“关
注儿童”的慈善活动，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了特百惠儿童基金会；为贫
困儿童保障营养、防治疾病、争取受教育机会不遗余力。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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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午餐走进大理漾濞试点 首次尝试全县推广
实习记者 陈虹达（春城晚报）9月5日报道
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联合《春城晚报》等国内数十家
媒体、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昨天走进大理！在众多媒体记者和志愿者们的见证下，大
理漾濞县漾江镇九年制学校的200多名师生吃上了热腾腾
的免费午餐……据了解，这是大理首家试点免费午餐的学校。
免费午餐将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同试点以整县合作的推行
方式，试点一旦成功，全县所有学生将有望享受免费午餐。
漾江镇九年制学校距离漾濞县城42公里，昨日中午12点
整，在免费午餐开餐仪式启动后，刚下课的学生们纷纷拿
起自己的碗筷，飞奔到冒着腾腾热气的饭菜前面排队打饭。
“开饭了，快来打饭了……”志愿者热情地招呼着。

终于吃上热腾腾的午餐了 黄兴能 摄

漾江镇九年制学校是一所全日制寄宿学校，分为学前班和小学两个部分，共计248人，其中学前班有53名儿童，教师有14人。校长
施春燕告诉记者，该校在免费午餐开餐前，只有一至六年级的学生，中午能吃到政府出资提供的每天3元钱的“营养加餐”，学前班
的孩子和所有老师都在学期开始时，自己交纳每天3元的中餐费用。但现在，“我们学校学前班的学生和老师都可以吃上免费午餐了。”
邓飞说：“这是我们自2011年4月2日正式启动以来，全国以整县合作方式推行的第五个试点，也是大理的第一个试点学校，我们
有信心把这个学校做成一个示范，在大理各县全面推行，最终到全省全面推广。在此之前，我参加了云南的一个会，在会上受到云南
省秦光荣省长等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云南很欢迎民间社会力量进来，我们也很有信心，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互相配合，让云南的所
有孩子免于饥饿。”

----------------------------------------------------------------------------------------

新闻动态

联系方式

网上咨询

办公地址：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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