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计开餐学校：

现有开餐学校：

累计惠及人数：

现 惠 及 人 数 ：

1220 所
950 所
315532 人
209501 人

截至到2019年0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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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款 收 入

捐 赠 支 出

累计总收入

2019年5月善款收入：7329621.43元，捐赠支出：3180694元。
此为后台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公示为准。

财务数据公示

累计开餐的是26个省市自治区

5月-免费午餐新开餐学校:38所

学校编号 学校名称 学校微博 学校人数

2019039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彭思镇余凉中心小学 358

2019060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漕河镇高德畈小学 126

2019061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檀林乡龙井学校 115

2019062 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昄大乡昄大中心小学 698

2019063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大麻镇英雅学校 331

2019064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八寨镇喜主村中心学校 152

2019065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大腻科村中心学校 138

2019066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大栗树乡和平村中心学校 219

2019067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老寨小学 191

2019068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金厂镇双语幼儿园 147

2019069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倮洒村中心学校 160

2019070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都龙镇保良街村中心学校 404

2019071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厂乡大丫口村中心学校 58

2019072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南捞乡那往村中心学校 61

摘要：2011年7月，免费午餐公益店（天猫）正式开张啦~ 从那天起，店小二团队便一
直为免费午餐公益店提供志愿客服的服务。店小二们有着可爱的名字“小勺、小盆、小
碗、小米、小艾、小油”，他们利用个人业余时间，在“幕后”用自己的方式尽心尽责守护
餐妞妞。

店小二志愿者有中途离开的、有新加入的、有从开店一直坚守至今的......大家来自不
同的城市、从事不同的工作，因为免费午餐聚集到一起，有的一直服务至今却素未谋
面，但大家都做着同一件温暖的事--守护孩子们的幸福。

摘要：她是免费午餐广东地区志愿者--黄晓露，2013年结缘至今，从微博上了解了免
费午餐并加入免费午餐广东大学生驿站到成为韶关市乐昌市梅花镇三和希望小学的
执行对接志愿者，从QQ转战朋友圈，线下分享阵地从高校校园到公众场地，甚至是面
试的时候也以免费午餐为主题演讲。免费午餐陪伴着她从大学生到“上班一族”......

摘要：2014年，Daisy加入到免费午餐，从捐赠人到志愿者，从湖南地区执行对
接志愿者到湖北、云南地区执行对接志愿者，同时也是免费午餐蔬菜小组的成
员，协助视频剪辑。她觉得“在公益的道路上,其实真正受益的是自己，会慢慢失
去挑剔、愤怒、无知和沮丧,渐渐寻找到最真实的自我!”

因为孩子们，无数人被触动了内心的柔软，愿意加入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免费午餐。
而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这样的“失去”，帮助大家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素心如初，爱无止境”

做执行对接志愿者，她失去了很多......

5月份稽核学校:33所,，涉及3个省，3个地市州，3个区县，出具
  稽核报告33篇。          

我们的老师很万能

5月免费午餐停餐/退出学校:5所

鹤峰的免费午餐--打造“鹤峰模式”

10个故事，看看不一样的“贵阳”

我们的“店小二团队”

加入免费午餐后，她还收获了一个男朋友

项目执行汇报

他们的故事

把他和她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为了孩子们，我们愿意

蝴蝶行动

关于我们

活动时间：2019年5月30日
活动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龙王沟风景区陈家岗学校
活动简介：2018年，金彭携手免费午餐基金首次发起添彩计划活动，历经12个昼夜，         
跨越10个省份，历经长达6000多公里的跋涉，为孩子们送去了五彩缤纷的欢乐课堂。
今年六一儿童节之际，金彭再次出发，邀请@丁一晨DYC一同前往河南省南阳市陈家
岗学校进行探访。在儿童节到来之际，为孩子们带去丰富多彩的创意手工课程。

活动简介：免费午餐通过八年来的经典摄影作品、视频实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益
摄影展，全方位、多角度向公众展示8年来的图像作品，为大家带来一场超越时空的公
益之旅。

南湖公园

成都大学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辽宁省石油化工大学

安徽理工大学

济南

蒙山县梁羽生公园

了解免费午餐

2011年4月2日，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每天捐赠3元（由于物价上涨，自2015年秋季学期
起餐标提升为4元/餐），帮助孩子们免于课间饥饿，享有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免费午餐基金始终秉持“师生同食、就地取材、透明公开、村校联合”四个执行原则，
自2011年4月2日成立以来，截止到2018年12月底，免费午餐基金共计募捐金额
48317万元，累计开餐学校为1124所，分布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累计用餐人数
为290579人。
  
我们的使命：帮助中国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我们的愿景：通过若干年努力，使免费的午餐成为中国儿童的基本权利。
我们的战略：执行安全、高效、可复制的免费午餐开展模式，恪守公开透明的准则，
以平台之形态，为捐赠人、志愿者、被捐助对象、公益机构、全职工作人员、政府单位
等提供专业、系统服务，持续推动公共政策发展。
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免费午餐基金运营实行年度预决算制下的总监负责制；免费午餐基金
捐助学校运营遵循以下原则：师生同食、就地取材、透明公开、村校联合。

为确保每一笔善款善用，免费午餐要求学校开通微博，每日公开收支信息，稽核团队
暗访突查，同时请当地政府、媒体、学生家长、党员、老干部、退伍军人等乡村力量及
无所不在的爱心网友一起参与开餐监管。

新增12家粉丝团：
王楚钦球迷会  

南东甜的CoCo贩卖机 
龚子棋后援会  
方书剑甜品站  
胡文煊个站

刘彬濠甜胶水站
安东尼同学会安东尼同学会
CV柒夜后援会
Bts音乐站

Eternal0207林渝植个站
唐晓天粉丝站

天鹤星726号观察站

2019年5月份，12家粉丝团（新增）、2家粉丝运营平台（新增）参与免费午餐#饭随爱
豆#活动，通过在免费午餐公益店（天猫）平台上线艺人专属捐赠链接、微博微公益、腾
讯公益等方式开展公益应援活动，一起帮助更多的孩子们吃上热腾腾有营养的免费
午餐。

2019年5月，我们在湖南省衡阳市南湖公园、成都大学新空间广场以及各学院大厅、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英才和金河校区广场、辽宁省石油化工大学校图书馆、安徽理工大
学校园、山东省济南市、蒙山县梁羽生公园等7个地方举办了免费午餐“爱的餐与”摄
影巡展。

饭随爱豆

关注免费午餐

支持免费午餐

支持免费午餐

志愿行动

微信公众号 @免费午餐
致力于帮助中国儿童免于饥饿，健康成长！

使用最新版抖音扫码，加我好友

支付宝生活号

2019073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南捞乡漫铳村中心学校 157

2019074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金厂镇中寨小学 197

2019075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金厂镇老寨小学 325

2019076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大栗树乡乌木村中心学校 133

2019077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八寨镇马主村中心学校 112

2019078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浪桥湾子寨村中心学校 168

2019079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厂乡老门寨小学 91

2019080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都龙镇坝保村中心学校 450

2019081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南捞乡小麻栗坡村中心学校 169

2019082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坡脚镇山车幼儿园 185

2019083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坡脚镇马额村中心学校 127

2019084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南捞乡塘房村中心学校 194

2019085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牛龙山小学 161

2019086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小学 320

2019087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新堡寨小学 220

2019088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水碓房小学 680

2019089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古林箐乡新发寨小学 74

2019090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水头小学 268

2019091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夹寒箐镇尖山小学 284

2019092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坡脚镇马夹冲村中心学校 281

2019093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下篾厂村中心学校 91

2019094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厂乡大地小学 92

2019095 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八寨镇老厂小学 146

2019096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树才学校 703

摘要：因为“一幅版画”，餐妞妞认识了本期故事的主人公⸺ 云南省马关县仁和
镇阿峨小学张勇老师。他是孩子们的“美术老师”；他是阿峨小学开餐初期的微
博管理员；后因工作调整，他把微博管理员的工作交接给了其他老师，自己默默
关注着免费午餐的动态；2018年他接手了仁和镇全镇免费午餐开餐学校的管
理工作，协助学校老师们执行开餐日常工作。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
Excel、Access数据库等办公软件，和格洒小学的戴行老师商量设计出了一套
符合仁和镇的出入库表格系统。

谢谢每一位老师的付出！

摘要：2011年10月8日，湖北省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鹤峰县中营乡高原小学
（屋脊学校）开餐了，这天中午，学校改变了56年没有午餐的历史，孩子们吃上
了第一顿免费午餐。八年来，免费午餐基金联合鹤峰县人民政府打造“鹤峰模式
”。免费午餐在鹤峰实施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力支持，组建了工作专班
，明确各乡镇、各部门职责，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免费午餐工作，在财
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县财政每年安排配套资金一百多万元确保免费午餐顺利
推进。

鹤峰的免费午餐在大家的呵护下从一颗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截止到2019年4月
,免费午餐基金在鹤峰县现开餐学校39所,受惠人数11281人。

摘要：2011年4月2日免费午餐的第一所试点学校在贵州黔西县沙坝小学开餐。
这一次，餐妞妞用照片，给大家讲述 了#免费午餐在贵阳# “因为这位女校长，
很多人记住了贵阳”、“等活的家长们”、“我们差点被当成了坏人”、“这张图好
像是我们班”等10个小故事，这些照片是贵阳这座城市与免费午餐有关的一部
分记忆。

感谢伙伴们不遗余力提供支持，提供场地、人力、技术等等资源支持，帮助免费
午餐基金成功举办“素心如初，爱无止境”8周年庆典活动。

金彭&免费午餐添彩计划

活动时间：2019年5月19日
活动地点：福州市三坊七巷

活动时间：2019年5月30日
活动地点：广州海珠湿地公园

感谢福建1007交通广播、福建义工俱乐部、TT语音、游侠客广州站的参与，我们一起
帮助更多孩子们吃上热腾腾有营养的免费午餐！

2019年5月，合肥师范学院、新乡学院、郑州航院、宁夏师范学院、新乡医学院、滨州医
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洛阳理工学院、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科技学院、湖南中
医药大学、山东建筑大学、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武
汉工程大学、贵州中医药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成
都大学、江西科技学院等22所学校的大学生驿站分别举办了分享会、徒步等活动，让
更多人认识并了解免费午餐，一起参与到免费午餐公益行动中。 

“有爱就行”公益徒步活动

“有爱就行”公益徒步活动

免费午餐“爱的餐与”摄影巡展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壹行动
都市快报快公益
一点资讯
e农春天
花开岭

江苏金彭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皓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皓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翡翠筝团
快乐享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石台县教育体育局
富阳区芳华艺术团

湖南锐智国际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 港中旅国际（杭州）旅行社有限公司

丽水嘉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丽水嘉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现代集采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铭唐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兆利非集团

杭州哈慈实业有限公司
艾美斯缇（妈咪汇生活）产康平台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截至2019年5月底，免费午餐在贵州地区现开餐学校44所，免费午餐基金累计拨
款金额1900万元，项目惠及师生约1.8万人（其中贵阳农民工子女学校拨款1320
万元，项目惠及师生约1万人）。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VO2R52Xj93NQh4vkTNNB5w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e0rRi0mOjn-Xmu9puAWDOQ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N_Og39UW7i_wESdnXJ_DFQ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fBwp0BlzO05jpjhZ8vCMag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juOKTPyqyfLwVGAWk06V4A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45q7vTTq_8ssy2zPGdbAHQ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K2BMzRrnz-t-zXtbBdsEiA

                         https://mp.weixin.qq.com/s/VgkbuAvbQlQif5_g4g_Rgw

                         https://mp.weixin.qq.com/s/UVuy_4xU52_6NQE2BSHEDA

                         https://mp.weixin.qq.com/s/NGZeTHaNX0xlxYjSF9oBaw

活动时间：2019年5月18日
活动地点：杭州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
活动简介：免费午餐八周年财报发布暨致谢会和免费午餐八周年公益晚会成功举办，
我们与社会各界共同回顾免费午餐基金2018年的公益历程，感谢在过去一年支持过
免费午餐基金的伙伴们。

5月18日-20日，免费午餐基金在杭州、安徽石台成功举办“素心如初，爱无止境”免费
午餐8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免费午餐的背后，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伙伴在背后默默
付出着，多方力量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们，远离饥饿，谋求营养均衡。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zOvy_lYZCvQpy2CWDJncQg

                         https://mp.weixin.qq.com/s/zshB-pSqEPqlahLPPTUFEg

活动时间：2019年5月19日
活动地点：花开岭
活动简介：我们把免费午餐的场景搬到了花开岭，来自开餐学校的厨师们为大家准备
了一顿美味的午餐，让平时没有机会去到开餐学校的伙伴，体验一下伙伴们捐的这4
块钱，是怎么成为孩子们的一顿饭，并且和孩子们吃免费午餐一样，排队打饭，不浪费
，吃完饭自己洗碗......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o5MtGfNxotuHQhS3-WDibw

活动时间：2019年5月20日
活动地点：安徽省石台县
活动简介：5月20日，“素心如初，爱无止境”免费午餐八周年系列活动之“志愿者厨师
体验日”活动在安徽省石台县开展。我们招募的爱心网友分成三支探访小分队，分别
去往3个不同的学校。大家都很默契地配合，准备午餐、陪孩子们玩各种互动游戏，在
学校体验“4元的幸福”。

详情请戳：https://mp.weixin.qq.com/s/uOvc_su0qj2RPePEa9Cq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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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http://weibo.com/freelunch @免费午餐

一点资讯：一点号“免费午餐”

今日头条：头条号“免费午餐”

搜狐：搜狐号“免费午餐基金”

网易：网易号“免费午餐”

趣头条：“免费午餐基金”

百家号百家号：“免费午餐基金”

微视：“免费午餐”

Facebook账号：freelunch

Instagram账号：freelunchchina

免费午餐官方网站：

http://www.mianfeiwucan.org/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4号院3层A区305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受降镇银湖街道中国智谷（富阳园区）C1座6楼

联系方式：

官方邮箱官方邮箱：mfwc@mianfeiwucan.org
合作及捐赠咨询：
电话：0571-88650362   （联系时间：工作日9:30-17:30）
邮箱：hzfz@mianfeiwucan.org  
（非工作日联系请发邮件）
北京办公室电话：010-85114150-688
（联系时间：工作日9:30-17:00）
杭州办公室电话杭州办公室电话：0571-88650362
（联系时间：工作日9:30-17:00）
学校开餐监督电话：18610416370
（联系时间：工作日9:30-17:30） 

您可进入免费午餐官网查询捐赠：http://www.mianfeiwucan.org/donate/donation/

更多详情请查阅免费午餐学校公示页面：http://www.mianfeiwucan.org/school

新增2家粉丝应援平台：
超级粉丝团咨询台
超级打投&一刚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