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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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性组织
陈香梅公益基金会“好老师工
程”助学试点项目

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100

2 B002 全国性组织
中国抗癌协会贫困地区癌症救
助试点项目

中国抗癌协会 100

3 B003 全国性组织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尘肺病农
民救助试点项目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100

4 B004 全国性组织 “地球站”公益创业工程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
协会

130

5 B005 全国性组织
中国康复器具协会康复器具配
置试点项目

中国康复器具协会 80

6 B006 全国性组织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健康快车
免费白内障治疗示范项目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80

7 B007 全国性组织
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新生”
医疗养护示范项目

爱佑慈善基金会 100

8 B008 全国性组织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幸福工
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试
点项目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00

9 B009 全国性组织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贫困小儿
胆道闭锁资助项目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100

10 B010 全国性组织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中西部地区
受灾群众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试
点项目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100

11 B011 全国性组织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科
技之光”青年医疗专家服务团
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
协会

100

12 B012 全国性组织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
防残康复试点项目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
作促进会

100

13 B013 全国性组织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留守儿童
关爱试点项目

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 130

14 B014 全国性组织
中国癌症基金会老少边穷地区
肿瘤患者医疗救助示范项目

中国癌症基金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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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015 全国性组织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白内障患
者复明手术承接社会服务试点

项目

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 100

16 B016 全国性组织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医疗救助服
务试点项目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60

17 B017 全国性组织
中国藏毯协会青海省玉树州民
族服饰、藏毯产业灾后恢复生
产试点项目

中国藏毯协会 100

18 B018 全国性组织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风湿病
防治与强直性脊柱炎救助”试
点项目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100

19 B019 全国性组织
中国茶叶学会西部受灾群众恢
复和提升茶叶生产技术救助示

范项目

中国茶叶学会 100

20 B020 全国性组织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慢病防治健
康行示范项目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60

21 B021 全国性组织
PNT无创治疗青光眼防盲治盲救
助行动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
理协会

100

22 B022 全国性组织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医疗
救助培训示范项目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

100

23 B023 全国性组织
中国食用菌协会食用菌产业受
灾群众救助试点项目

中国食用菌协会 100

24 B024 全国性组织
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农
产品流通“手牵手”扶贫救灾

试点项目

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

人协会
100

25 B025 全国性组织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农村地区晚
期癌痛的社会服务示范项目

中国神经科学学会 60

26 B026 全国性组织
中国老年学学会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低收入、大病、重病患者

医疗救助项目

中国老年学学会 100

27 B027 全国性组织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农村社区健
康服务试点项目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 100

28 B028 全国性组织
中国经济林协会受灾群众救助
试点项目

中国经济林协会 130

29 B029 全国性组织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养老帮扶示范项目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80

30 B030 全国性组织
高精度卫星定位的养老智能关
爱中心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

80

2



31 B031 全国性组织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福行动”
试点项目

中华口腔医学会 80

32 B032 全国性组织
“携手同行·共奔小康”社会
服务行动

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协会

60

33 B033 全国性组织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山村
教师公益计划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
金会

60

34 B034 全国性组织
双百工程（开启心门-儿童孤独
症中医救助）

济仁慈善基金会 60

35 B035 北京市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扶
助罕见病自立生活试点项目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
爱中心

50

36 B036 北京市
加强北京地区艾滋病感染者/病
人关怀和干预服务项目

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
协会

50

37 B037 北京市

北京市展望儿童关爱中心自闭
症儿童社会性康复训练试点项

目

北京市展望儿童关爱

中心
50

38 B038 北京市
心脏医学领域义诊、公益性培
训及助患活动示范项目

中关村益心医学工程
研究院

50

39 B039 天津市
天津市慈善协会关爱血友病患
儿示范项目

天津市慈善协会 50

40 B040 天津市

天津市鹤童老人护理职业培训
学校全国农村敬老院支教指导

示范项目

天津市鹤童老人护理

职业培训学校
50

41 B041 天津市
医疗监护与服务系统在老年人
群中的应用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
健康促进研究会

50

42 B042 天津市
和平区居家养老指导中心呼叫
中心试点项目

和平区居家养老指导
中心

50

43 B043 河北省
廊坊市慈善总会困难群众大病

救助试点项目
廊坊市慈善总会 40

44 B044 河北省

保定市易县生态养生文化研究
会济康中医药下乡医疗健康惠
农示范项目

保定市易县生态养生
文化研究会

40

45 B045 河北省

承德市医学会贫困地区妊娠糖
尿病母婴危害防治医疗救助试

点项目

承德市医学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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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046 山西省
山西省孝义市扶贫基金会医疗

救助试点项目

山西省孝义市扶贫基

金会
50

47 B047 山西省

山西省晋中市扶贫开发协会太
行山革命老区“千村万户”玉
米高产扶贫示范项目

晋中市扶贫开发协会 50

48 B048
内蒙古自治
区

内蒙古包头市爱心慈善基金会
脑瘫儿康复阳光计划承接社会
服务试点项目

内蒙古包头市爱心慈
善基金会

40

49 B049
内蒙古自治

区

赤峰市慈善总会孤残儿童及贫
困家庭病残儿童康复医疗救助

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目

赤峰市慈善总会 40

50 B050
内蒙古自治
区

乌兰浩特市城乡困难群众大病
医疗救助基金会大病困难群众
阳光救助承接社会服务试点项
目

乌兰浩特市城乡困难
群众大病医疗救助基
金会

40

51 B051 辽宁省
辽宁爱之光防盲基金会社区老

年人眼病综合防治试点项目

辽宁爱之光防盲基金

会
50

52 B052 大连市

大连市孤独症脑瘫儿童康复指
导中心自闭症儿童早期治疗及
康复试点项目

大连市孤独症脑瘫儿
童康复指导中心

50

53 B053 吉林省
长春一诺眼科医院贫困患者免
费救治试点项目

长春一诺眼科医院 50

54 B054 吉林省
延边大学教育基金会承接社会
服务试点项目

延边大学教育基金会 50

55 B055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侨商联合会白内障复
明手术试点项目

哈尔滨市侨商联合会 40

56 B056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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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57 B057 黑龙江省
“阳光之路”农民工子女免费
职业培训就业发展示范项目

佳木斯市国鑫职业培
训学校

40

58 B058 上海市
为社区老人与养老机构老人巡
演项目

上海口琴会 19

59 B059 上海市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艾滋病服
务中心艾滋病病人自我健康管

理试点项目

上海静安区青年预防

艾滋病服务中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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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B060 江苏省
困难孤独症家庭援助暨康复技

术帮扶试点项目

南京明心儿童益智教

育培训中心
40

61 B061 江苏省
南通市慈善总会慈善牵手助医
示范项目

南通市慈善总会 50

62 B062 浙江省

温州市慈善总会“爱心温州·
善行天下·明眸工程”试点项
目

温州市慈善总会 50

63 B063 浙江省
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青少

年医疗救助试点项目

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
50

64 B064 宁波市
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名医
下乡助医直通车试点项目

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
中心

35

65 B065 安徽省
安徽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小儿

脑瘫康复治疗试点项目

安徽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
45

66 B066 安徽省
铜陵市心理卫生协会社区居民
心理健康咨询服务试点项目

铜陵市心理卫生协会 35

67 B067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临床研究中心附属
医院救助胃癌患者术后中医诊
疗试点项目

安徽中医药临床研究
中心附属医院

40

68 B068 福建省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援

助光泽县受灾群众试点项目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

联合会
50

69 B069 厦门市
厦门市慈善总会“雨润弱苗”
孤困儿童帮扶试点项目

厦门市慈善总会 50

70 B070 江西省
江西省贫困家庭18岁以上先天
性和风湿性心脏病医疗救助

江西省革命老区爱心
基金会

100

71 B071 江西省
宜春市振兴口腔医院服务贫困

百姓示范项目

江西省宜春振兴口腔

医院
35

72 B072 山东省

山东省残疾人第一康复医院低
保及贫困家庭康复救助承接社
会服务试点项目

山东省残疾人第一康
复医院

40

73 B073 山东省
烟台市慈善总会贫困尿毒症患
者医疗救助试点项目

烟台市慈善总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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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B074 山东省
临邑县精神病人托养中心贫困

家庭精神病人救助示范项目

临邑县精神病人托养

中心
40

75 B075 青岛市
青岛福乐老年公寓失能半失能
老人的医疗救助示范项目

青岛福乐老年公寓 50

76 B076 河南省

新乡市豫新精神病残疾康复托

养中心贫困精神病残疾人士诊
疗、生活照料、康复、回归社
会示范项目

新乡市豫新精神病残
疾康复托养中心

40

77 B077 河南省
安阳市尚百帮职业培训学校 社

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安阳市尚百帮职业培

训学校
40

78 B078 河南省

河南省平顶山市阳光聋儿听力
语言康复中心聋儿康复救助试
点项目

河南省平顶山市阳光
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
心

40

79 B079 湖北省
长阳县大病关爱壹佰基金促进
会大病关爱示范项目

长阳县大病关爱壹佰
基金促进会

50

80 B080 湖北省
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社会
慈善物资接收试点项目

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
中心

50

81 B081 湖南省

永州馨怡康复辅助技术指导中
心特困社会老人康复医疗救助

试点项目

永州馨怡康复辅助技

术指导中心
40

82 B082 湖南省
常德市肾病协会肾病患者医疗
救助试点项目

湖南省常德市肾病协
会

40

83 B083 湖南省
张家界市慈善总会大病医疗救
助示范项目

张家界市慈善总会 40

84 B084 广东省
广东省南山医学基金会医疗救

助服务试点项目

广东省南山医学发展

基金会
30

85 B085 广东省
惠州护苗培智学校自闭症康复
试点项目

惠州市护苗培智学校 50

86 B086 深圳市
癌症病人生物细胞免疫治疗推
广运用补助

深圳市爱康之家大病
关怀中心

50

87 B087
广西壮族自
治区

玉林市桂南医院贫困老年性白
内障患者补助项目

玉林市桂南医院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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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B088
广西壮族自

治区

广西社会福利院低收入慢性病

老人医疗救助试点项目
广西社会福利院 50

89 B089 海南省
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会贫困家
庭儿童烧伤医疗救助试点项目

海南省医疗救助基金
会

50

90 B090 海南省
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帮
扶见义勇为者及家庭试点项目

海口市见义勇为奖励
基金会

50

91 B091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慈善会资助农村
“五保”对象、城市“三无”

人员住院治疗示范项目

重庆市万州区慈善会 48

92 B092 重庆市

重庆市社会福利企业联合会残
疾职工重大疾病医疗救助示范
项目

重庆市社会福利企业
联合会

50

93 B093 四川省
四川省蚕丝学会蚕桑科技防灾

减损试点项目
四川省蚕丝学会 40

94 B094 贵州省
贵州蓝天救援队受灾群众救助
示范项目

贵州蓝天救援队 30

95 B095 贵州省

贵州省同心光彩事业基金会少
数民族贫困家庭送医送药示范
项目

贵州省同心光彩事业
基金会

50

96 B096 云南省
云南教育基金会受灾学校救助

示范项目
云南教育基金会 22

97 B097 云南省

云南青基会“希望'‘心’（先
天性心脏病）生命救助计划”
示范项目

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

50

98 B098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天骄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扶持脱贫创业就业试点项
目

西藏自治区天骄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

50

99 B099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山峰所在
地扶贫点改善生活条件和完善

服务设施试点项目

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 50

100 B100 陕西省
延安慈善医院医疗救助“新长
征”社会工作示范项目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慈
善医院

40

101 B101 陕西省
白化病患者医疗及生活救助项
目

西安市莲湖区月亮孩
子之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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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B102 陕西省

陕西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流
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

随访管理和关怀试点项目

陕西省艾滋病性病防

治协会
40

103 B103 甘肃省

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贫困农村
留守妇女细菌性妇科病医疗救
助服务试点项目

甘肃药业信息研究所 50

104 B104 甘肃省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
中心以社区为本的旱灾风险管
理能力建设示范项目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
社会发展中心

50

105 B105 青海省
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福利机构

老年人体检服务试点项目
青海省社会工作协会 50

106 B106 青海省
果洛州雪域牧业发展协会受灾
群众救助项目

果洛州雪域牧业发展
协会

50

107 B107
宁夏回族自

治区
宁夏口腔医学会口福试点项目 宁夏口腔医学会 40

108 B108
宁夏回族自
治区

宁夏慈善总会医疗大病救助试
点项目

宁夏慈善总会 50

109 B109
宁夏回族自
治区

宁夏吴忠市银河职业技术学校
人员培训试点项目

吴忠市银河职业技术
学校

40

110 B110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拥军优属促

进会受灾群众救助试点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拥

军优属促进会
50

111 B11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中医药对低收入家庭及大病患
者医疗救助服务项目

新疆石河子市中医医
院

50

112 B112
新疆建设兵
团

关爱生命、孝心助老工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
善交流协会（中心）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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