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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状况
2012年10月 收入：145万元   支出：67万元

新增项目学校名单:
湖南怀化新晃县贡溪乡甘美村小
学校全称：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贡溪乡甘美村甘美小学
学校地址：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贡溪乡甘美村
学校微博：http://weibo.com/u/2997278384
就餐学生：23人 
就餐教职：1人（代课）

学校全称：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八布乡竜龙村竜龙小学
学校地址：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八布乡竜龙村
学校微博：http://weibo.com/u/2821854874
就餐学生：172人 
就餐教职：12人

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八布乡竜龙小学

学校全称：四川省西昌市樟木乡麻柳村故哲小学
学校地址：四川省西昌市樟木乡麻柳村
学校微博：http://weibo.com/guzhexiaoxue
就餐学生：46人 
学餐教职：2人（代课）

四川凉山州西昌市樟木乡麻柳故哲小学

学校全称：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玛增依乌乡中心小学
学校地址：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玛增依乌乡
学校微博：http://weibo.com/u/2978306684
就餐学生：76人 
就餐教职：22人

四川凉山州昭觉县玛增依乌乡中心小学

学校全称：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绥滨镇中心校
学校地址：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绥滨镇大同村
学校微博：http://weibo.com/hgwbk
就餐学生：172人 
就餐教职：64人

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绥滨镇中心校

监督电话：15330072811     合作联络：186000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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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情况
城市之音“这城市有爱·3元的幸福”慈善公益

第2季启动仪式
10月16日 1

10月16日，「这城市有爱｜3元的幸福」慈善公益

第2季的启动仪式在麓山国际隆重举行, 并现场进行慈

善募捐。该活动由有着流行音乐第一台之称的四川人

民广播电台City FM城市之音FM102.6发起并主办。

通过城市之音的大力宣传与邀请，参与当天活动的除

了本地的社会名流、企业代表以外，还有来自北京、

台北的爱心企业和个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资深民

谣音乐人、内地唱片公司高层代表也热情加盟，曾以

《死了都要爱》红遍大江南北的实力唱将信，天生歌

姬A-Lin以及新生 代歌手小宇在活动现场倾情演唱，

为本次爱心善举加油造势。

当天的慈善晚宴除了是本次活动的启航仪式，更

是一场慈善募款行动，当晚在场的社会各届人士都纷

纷响应主办单位的号召，现场无数个“3元”在音乐的

召唤下温暖集结，本次活动所有募集的善款都将全额

捐助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项目。

广播巨头，流行音乐领航人廖婉池小姐 公益不间断，

慈善树榜样！ 

她是台湾最知名音乐电台HitFM联播网及内地最

有影响力的MusicRadio音乐之声、City FM城市之音

联播网的幕后操盘手，她也是【中国TOP音乐排行

榜】、【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城市至尊音乐榜】

的音乐掌门人。她同时也是一位生在台湾的四川人，

她就是北京环球七福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婉池小

姐，同时也是[这城市有爱－3元的幸福]发起者，去

年，首届高尔夫慈善赛和慈善募款晚宴为山区的一所 

学校提供了一年的免费午餐，她觉得很开心，用自己

小小的力量能让那么多的孩子每天中午可以吃到健康

的食物，无论是否事业有成，无论捐助金额多少，只

要可以 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给

予，她觉得这是一种爱与感恩。

今年，[这城市有爱－3元的幸福]第二季再度启

航，廖婉池小姐再度飞抵蓉城，为公益站台为慈善助

威，她表示，她将会尽最大努力动员与号召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到慈善公益活动中来，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小群体，她希望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

爱心传达出去，给贫困山区的儿童更大的支持，让更

多人加入到慈善，用小小的力量集结成大大的爱心能

量，去关怀和温暖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本次活动所募集到的善款将全部用于资助山区贫

童免费午餐，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帮助孩子们健

康成长。呵护孩子一小步，就会改变世界一大步。每

捐助3元，就可以让山区学童也能吃到充满爱心的营养

午餐，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和学习，希望更多的人

能参与到这项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中来。

明星伴游，彝家娃娃留映梦幻童年信、小宇彝族山

区行将公益进行到底

活动当天，明星幸福大使：信、A-lin、小宇

听说来自普格县森科洛慈心小学和西昌金新小学的

小朋友们也来到了成都，便强烈要求陪伴孩子们一

起游玩，下午两点信一行人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南

湖梦幻岛，在这里孩子们的眼睛都发光了，以前只

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梦幻场景，今天自己就是这里的

主角，还有明星哥哥姐姐们的陪伴，孩子们开始有

些小拘束，后来童真绽放，忘情的玩乐，把一串串

欢乐的笑声留在了这些滋养着爱，孕育着爱的土地

上。

此行的三位明星信、A-Lin、小宇都属自发参

与，完全为了公益，除了为慈善募捐献唱以外，他

们还希望为孩子们做更多，信更拿出了自己的一件

由自己代言的某西装品牌价值人民币1 万元的西服

现场义拍，同时他们还自发要求前往山区探望那里

的孩子们，信和小宇都是能唱能写的创作型歌手，

他们说希望用眼睛记录下这一切，用音乐来为这里

的孩子们歌唱，希望他们小小的行动，可以让更多

的人看到这里的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城市

有爱－3元的幸福】公益行动中来。

信、A-Lin、小宇为爱歌唱 主题曲《你存在》感动
全场

当晚，信、A-Lin、小宇以“幸福大使”身份

亮相慈善晚宴，小宇首先登台献唱《爱上》，

A-lin现场演唱《大大的拥抱》希望用音乐给孩子

们以温暖拥抱，也号召更多的善心人士张开怀抱，

把爱与关怀用拥抱的方式温暖身过需要的人。而本

季公益主题曲的演唱者信则首度在现场演唱了活动

主题曲《你存在》，信刚柔并济的演唱，配合探访

的画面，信高亢的歌声“因为我有力量，因为你而

绽放，你知道我为了你不怕逆流而上，因为我有翅

膀，因为你而飞翔……，”字字唱入人心，把现场

再度推向高潮。

晚宴从多个角度为嘉宾们奉上了一道意义不凡

的精神大餐，包括精彩激烈的高尔夫慈善联谊赛、

【这城市有爱—3元的幸福】主题歌《你存在》信

首度现场演唱，以及来自山区的老师和小朋友们带

来的最质朴，却最令人动容的演出，现场来宾慷慨

解囊，在充满友爱与奉献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美好

而难忘的夜晚。除了成都知名企业代表还有来自北

京和台北的贵宾们，麓山国际乡村俱乐部代表队以

及四川广播电视台相关领导及主持人等贵宾也都踊

跃捐款，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我们的活动虽然告

一段落了，可是我们的爱心还在继续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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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情况

阿联酋航空赞助世锦赛-汇丰冠军赛
连续两年为免费午餐进行慈善募捐

11月01日 2

【中国东莞，2012 年 11 月 1 日】作为全球高尔夫赛事的鼎力支持者，世界上发

展最快的航空公司之一，阿联酋航空（下称“阿航”）宣布连续第五年赞助世锦赛—

汇丰冠军赛。这一享有“亚洲大满贯”称号、亚洲首个高尔夫世锦赛将于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4 日首度移师广东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奥拉沙宝球场举行。

汇丰冠军赛期间，阿航将在展台举办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免费午餐”无声慈

善拍卖活动，高尔夫爱好者可以出价竞拍由世界顶级高球巨星如马丁 · 凯梅尔、

菲尔 · 米克尔森（Phil Mickelson），卢克 · 唐纳德（Luke Donald）等签名的阿航纪

念品，包括了阿航 A380 飞机模型、 T 恤和帽子等。当天出价最高者竞拍成功，拍卖

所得也将全部捐赠给免费午餐基金。同时，观众们还将有机会体验阿航屡获殊荣的

贴心服务，阿航空乘会现场提供湿毛巾、橙汁、纯净水等并观赏直播赛事。

而在职业业余配对赛上阿航的传统项目—“最接近球洞奖”慈善挑战赛中，所

有向免费午餐基金献出爱心的业余高尔夫球手们都将有机会赢取阿联酋航空

Skywards 常旅客飞行计划 105,000 里数积分，可兑换阿航中国往返迪拜商务舱机

票一张。

2012 世锦赛—汇丰冠军赛总奖金高达七百万美元，吸引了众多世界顶尖的高

尔夫球手齐聚一堂，力争这一金光闪耀的“王中王”头衔。其中包括了卫冕冠军马丁

· 凯梅尔（Martin Kaymer）、两届汇丰冠军赛冠军及四届大满贯赛冠军得主菲尔 ·

米克尔森（Phil Mickelson），世界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卢克 · 唐纳德（Luke Donald）和

李 · 维斯特伍德（Lee Westwood）、2012 美国高尔夫大师赛冠军巴巴 · 沃森

（Bubba Watson）以及 2012 英国高尔夫球公开赛冠军厄尼 · 艾尔斯（Ernie Els）。

阿联酋航空中国区副总裁李旬先生表示：“我们十分荣幸能连续第五年赞助

世锦赛 - 汇丰冠军赛，这项赛事总能吸引众多世界级的高尔夫球手鼎力参赛。世锦

赛自来到亚洲以后，已成为了一项名副其实的全球赛事，与阿航遍布六大洲 74 个

国家的航线网络相得益彰。此次汇丰冠军赛首度移师广东，有利于阿航在中国，尤

其是广东地区，进一步提升其品牌形象、展现企业风采。”

 “高尔夫是一种备受阿航乘客推崇的生活方式，赞助国际高尔夫赛事使我们

能够与其分享并支持他们的兴趣。同时，为了表示对高尔夫运动的支持，阿航允许

其所有航班的所有舱位乘客除常规托运的行李外，还免费托运一套高尔夫球杆，”

李旬补充道。

随着世锦赛 - 汇丰冠军赛的开幕，阿航也将开启新一年度高尔夫球赛事赞助

的繁忙序幕。阿航是 2012 年莱德杯欧洲队的官方合作伙伴，同时也是 18 项世界顶

级高尔夫赛事的官方指定航空公司，其中共包括 10 项欧洲国际巡回赛，分别是

2012 赛季欧巡赛的收官站 — DP 世界巡回锦标赛、奥地利公开赛、阿尔斯通法国

公开赛、阿凡塔名人赛（印度）、马来西亚公开赛、爱尔兰公开赛、宝马国际公开赛

（德国）、世锦赛 - 汇丰冠军赛（中国）、巴克莱新加坡公开赛、百龄坛冠军杯（韩国）

等，此外，阿航还赞助波音精英赛（美国）、阿联酋航空邀请赛（阿联酋）、泰国公开

赛、澳大利亚 PGA 锦标赛、阿联酋航空澳大利亚公开赛、以及日本公开赛（男子、

女子和精英）等。

除了高尔夫，阿航还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赞助世界顶级球队及体育赛事。阿航

是国际足联的官方合作伙伴，并赞助了一系列顶级足球俱乐部，包括 AC 米兰、

阿森纳、皇家马德里和巴黎圣日耳曼。同时，阿航也是国际板球理事会的官方合

作伙伴、2011 年橄榄球世界杯的全球合作伙伴和享有世界最昂贵比赛之称的迪

拜赛马世界杯的赞助商。此外，阿航在中国赞助了一系列高端体育赛事。今年 7

月，阿航助力英超豪门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为广大阿森纳中国球迷特约呈献阿森

纳夏季亚洲巡回赛。10 月，阿航还作为官方市场合作伙伴鼎力赞助了 2012NBA

中国赛，为 NBA 中国球迷带来 NBA 卫冕冠军迈阿密热火队和西部劲旅洛杉矶

快船队的精彩对决。

目前，阿航在中国运营每日一班从广州直飞迪拜、每日两班从上海、北京出

发飞往迪拜的航班，以及每日三班从香港往返迪拜的航班。而自 2010 年 8 月起，

阿航先后启用旗舰机型空客 A380 执飞北京、香港和上海航线。

自 1985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全球乘客提供全方位卓越服务的阿航获得了

500 多个国际奖项。目前阿航拥有 180 多架现代化宽体飞机，以国际枢纽迪拜为

中心，形成了覆盖全球六大洲 74 个国家 126 个目的地的航线网络。

世界排名第三的卢克 ·
唐纳德（Luke Donald）
在阿联酋航空“最接近球
洞奖”慈善挑战赛上为阿
航 A380 飞机模型签字
留念。赛事期间，这架签
名 A380 飞机模型将被
用于阿航展台的无声拍
卖活动，拍卖所得将全部
捐献给免费午餐基金，为
中国贫困山区孩子提供
免费午餐。

 在广东观澜湖球会的奥
拉沙宝球场第 8 洞举行
的在阿联酋航空“最接近
球洞奖”慈善挑战赛上，
厄尼 · 埃尔斯慷慨为免
费午餐基金捐款，并寄望
更多中国孩子能够拥有
健康营养的免费午餐。

在阿联酋航空“最接近球
洞奖”慈善挑战赛上，业
余球手纷纷为免费午餐
基金捐款，并将竞逐阿联
酋航空 Skywards 常旅
客飞行计划 105,000 里
数积分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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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活动情况

淘米无线携手“免费午餐”爱心公益活动
淘米传递爱心 午餐温暖儿童

ThL智能手机捐助贵州两所小学两年餐费
开餐仪式于10月26日举行

09月30日 3

10月26日 4

为了让孩子们免于饥饿，为了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温暖午餐，在这国庆与淘米无线周年双庆之

际，淘米无线将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这 2 天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进行爱

心传递公益活动。希望通过此次的活动，能呼吁更多用户来参与献爱心，让更多的贫困山区孩子吃上

一份热腾腾的午餐。

“使孩子免于饥饿，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给予的不仅仅是一份热腾腾的饭菜，还有一份暖暖

的关爱⋯⋯ !“免费午餐这样的愿景与淘米的”为中国儿童创造快乐和梦想“宣言形成美好共鸣。在

2012 年的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进行的爱心传递活动中，《摩尔庄园》移动版将游戏中所有玩家在 app 

store 充值后所得的分成收入捐献给免费午餐（除苹果的 30% 固有分成）。活动期间在 app store 充值成

功的爱心玩家还将解锁一个特别道具免费午餐”爱心天使 “。 

 2012 年 10 月 26 日，由 ThL 智能手机携手免费午餐定捐

活动在贵州凯里鱼寨小学举办开餐仪式，ThL 智能手机此次定

捐凯里市腰落小学、鱼寨小学总计善款￥ 326585.00 元，用于

2012 年 10 月到 2014 年 9 月在校师生的免费午餐。且捐赠这两

所小学各一部 ThL 智能手机，监管善款的使用情况。

食品安全
现有5.8万所国家试点学校和1.7万所地方试点学校采用牛奶或牛奶+X的供餐模式。延东委员22次批示反复强
调食品安全。应认真落实校长陪餐制，陪餐是责任，只重陪，不重餐的质量，陪餐就失去了意义，要把学校
责任和孩子健康结合在一起。   BY：@人民网

【湖南12小学生喝学生奶得胃肠炎 乳企已认错道歉】9月21日，湖南省石门县蒙泉镇夏家巷完小12名学生饮
用“金健学生奶”（属营养餐供奶，系以政府采购方式由湖南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后，出现呕吐、
腹痛症状，学校当即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经检查12名学生均系急性肠胃炎症状。

@ 薛文俊 :

@ 人民网 :

我要跟湘西州或者凤凰县教育局掐一架。求有关部门电话。孩子们午餐越来越缩水了，现在每人每天一片面
包片，直径6厘米厚度1.5厘米，还不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喝喝。你们去公款吃喝想让孩子们饿死？规定每个孩
子午饭指标3块钱现在的有1块钱吗？面包片有2毛钱吗？我就不说上次拉来七箱过期牛奶了。

@ 刁   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