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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背景 

2003 年起，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智公司承担云南

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和姚安两县的定点扶贫任务。中智公司党

委对定点扶贫工作十分重视，一直派遣优秀干部在当地挂职扶

贫，在教师培训、捐资助学、抗震救灾、劳动力培训、劳动力转

移、出国劳务、地方病防治、农产品贸易等项目上对当地进行帮

扶。 

2012 年，中智公司党委发起“奉献一份爱心，改变一种命运”

大型慈善捐助活动，受到中智合作伙伴和内外部员工的积极响

应，共收到捐赠的衣物 7451 件、被褥 41 件、床垫 10 件、图书

2866 册、旅游鞋 1200 双、电脑 32 台和一批篮球、排球、羽毛球，

总价值超过 100 万元，同时收到爱心书包资金 45 万元，为 4500

名贫困学生定制发放了爱心书包。  

2014 年，中智公司再次举办“奉献一份爱心，改变一种命运”

大型慈善捐助活动。捐赠活动得到合作伙伴和内外部员工的积极

响应，共收到捐赠的冬衣 4423 件，玩具 75 套，电脑 6 台以及部

分学习用具，捐赠物资价值合计 60 万元。另外，“一帮一捐‘猪’

助学行动”，大姚和姚安两县山区的 705 名贫困生得到资助，爱

心人士捐款 28.2 万元。  

 2016 年，中智公司举办第三次“奉献一份爱心，改变一种

命运”大型慈善捐助活动。捐赠活动得到合作伙伴和内外部员工



的积极响应，收到捐赠的衣物 3200 件、电脑 24 台（20 台台式电

脑和 4 台笔记本电脑），另有部分文具和玩具等，捐赠物资价值

超过 40 万元。资金捐赠方面，“中智爱心书包”项目收到捐赠

1200 个，“一帮一爱心伴回家”项目收到捐赠 205 个，“一帮一

爱心放飞梦想”项目收到捐赠 56 个，共计捐赠资金 31.4 万

元。 

经中智公司党委研究决定，2018 年继续举办“奉献一份爱心，

改变一种命运”大型慈善捐助活动，倡议中智的合作伙伴和内外

部员工，共同为云南重点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贫困儿童奉献爱心和

帮助。 

二、 时间节点 

2018 年爱心捐赠时间：2018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5 日 

三、 实物捐赠项目 

（一）电脑 

项目内容：云南省大姚县和姚安县属于国务院划定的滇西边

境山区连片特困地区，属于集少数民族、边疆、贫困为一体的国

家重点扶贫地区，为大姚和姚安的乡村中小学捐赠旧电脑，有助

于贫困地区的孩子了解外部世界，进一步开拓眼界，看到未来的

希望。捐赠 20 台电脑的，以客户（或个人）名义命名中学电脑

教室；零星捐赠的，以中智名义命名中小学电脑教室。 



捐赠电脑及配置要求：  

电脑使用期限不超过七年，能正常运行使用。硬件方面：处

理器不低于奔腾四代或同等级其他品牌，内存不低于 1GB，硬盘

不低于 80GB，软件方面：正版 windows 系统，台式电脑配液晶

显示器、键盘鼠标齐全并擦拭干净无损坏，尽量提供原电脑配套

驱动光盘及相关配件。 

捐赠电脑维护说明： 

为了保护捐助者的隐私请捐助者自行对电脑进行清理、删除

电脑中的原有数据；中智信息部将对捐赠的电脑重装操作系统，

便于实际应用。 

 

总部接受捐赠地点：汉威大厦西区 23 层 

联系人：左先生  电话：85359715 

        

（二） 爱心衣物 

项目内容：大姚县和姚安县属于高海拔地区，海拔高度在

1800-3600 米之间，冬季气温低。因家庭贫困，部分学生缺少御

寒衣物。 

捐赠衣物类型： 

适合御寒的运动衣裤、冬衣、毛衣。 

捐赠衣物要求： 

捐赠衣物需 8 成以上新，无破损，已清洗干净  



接受捐赠地点：中智公司总部及各地分支机构（各地分支机

构联系方式另行通知） 

总部联系人：孙女士 电话：010-65613920-8823 

四、资金捐赠项目 

（一） “圆梦行动”项目 

项目内容：中智公司选派第一书记定点帮扶的云南省姚安县

前场镇新街社区有三所学校：前场小学、盐井小学、前场中学。

2018 年 6 月，经社区第一书记提议，三所学校向学校中成绩优异，

品学兼优的孩子，发放了 2018 圆梦行动心愿卡。142 名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生填写了本人 2018 年希望实现的梦想或心愿，如写字

桌、台灯、学习机、自行车……将孩子们的心愿在网络上公布，

爱心人士自愿认领一个孩子的心愿，认领后根据实现心愿所需要

的资金额度进行捐赠，由新街社区党委和第一书记组织购买相应

物品，发放给提出心愿的孩子，受赠孩子向捐赠者写感谢信。通

过“圆梦行动”，我们希望大山里的孩子们也可以像城里的孩子

一样有梦想，并在将来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更多的梦想，改变自

己的命运，成就美好的未来。 

受赠者与捐赠者的匹配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双方可建立联

系。 

 

（二）“携手集善•助洁行动”项目  

项目内容：大姚和姚安两县为海拔 1800～3600 米的山区，



因交通不便，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在校住宿，几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平日里学生们的衣物全靠自己手洗，住校老师也是手洗衣物。如

在夏天，手洗衣物没有问题，但在高海拔深山区的冬天，气温有

时会降到 0 度以下，在校师生手洗衣物时常发生冻伤冻裂手指的

情况。为大姚和姚安两县的山区中小学每所学校捐赠一台洗衣机

【已选型海尔统帅 TPB100-178SA 双筒洗衣机，价格 1000 元（洗

衣机 950 元+洗衣服 50 元）】，为在大山中的师生送去洁净，在寒

冬里温暖他们的双手。 

将大姚和姚安两县山区学校名单在网络上公布，由爱心人士

个人或多人联合自主认捐，每个学校捐赠一台洗衣机。由当地教

育局组织将捐赠购置的洗衣机发放给受赠学校，受赠学校向捐赠

者发出感谢信。 

受赠学校与捐赠者的匹配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双方可建立联

系。 

捐赠方式： 

1. 银行柜台（账户：中国共产党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

限公司委员会；账号：3363 6470 7965；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建

国门外支行）； 

2. 网上支付（账户：中国共产党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

限公司委员会；账号：3363 6470 7965；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建

国门外支行）； 

3. 现场捐赠（中智总部或各分支机构，分支机构联系人由



各分支机构通知） 

总部联系人：马女士 电话：8535901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西区 25 层  

附：汇款请注明“圆梦行动”项目或“携手集善•助洁行动”

项目。资助“圆梦行动”项目的，请再注明拟捐助的学生姓名和

学校，资助“携手集善•助洁行动”项目的，请再注明拟捐赠的

学校名称。 

  

五、捐赠流程 

 

(一) 实物捐赠流程 

1. 捐赠人将捐赠物品（电脑、冬衣、毛衣或外衣）送到中智

指定接收地点； 

2. 中智工作人员清点捐赠物品； 

3. 捐赠人收到中智公司党委组织部、公司扶贫开发办公室盖

章、工作人员签名的“爱心证明”； 

4. 中智公司在《中智视野》和中智网站上公布捐赠信息； 

5. 中智公司将捐赠物品运输至云南省贫困地区（大姚县或姚

安县）中小学； 

6. 中智公司工作人员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发放捐赠物品（捐

赠电脑教室的单位或个人，如要求到云南举行捐赠仪式的，由中

智公司工作人员负责联系安排）。 



 

(二) 资金捐赠流程（“携手集善•助洁行动”项目） 

1. 中智公司在网站上公布大姚和姚安两县山区学校名单信

息； 

2. 捐赠人（个人或多人联合）选择受赠学校（也可委托中

智公司选择受赠学校，如选择有重复将由中智公司统一协

调）； 

3. 爱心人士填写《携手集善•助洁行动捐赠人信息表》，通过

电 子 邮 件 发 送 给 中 智 公 司 党 委 组 织 部 （ 邮 箱 ：

ciicdj@ciic.com.cn）; 

4. 捐赠人支付捐赠款【邮局汇款、银行汇款、网银支付、

现场捐款（中智公司集团总部或各分支机构）】； 

5. 中智工作人员清点捐赠款，与捐赠人信息进行匹配； 

6. 捐赠人收到中智公司党委组织部、公司扶贫开发办公室

盖章、工作人员签名的《携手集善•助洁行动爱心证明》； 

7. 中智公司在《中智视野》和中智网站上公布捐款人与指

定受赠人（学校）匹配信息； 

8. 中智公司与当地教育局合作，将捐赠款购置洗衣机后发

放到相关学校； 

9. 受赠学校发出感谢信给捐赠人。 

  

(三) 资金捐赠流程（“圆梦行动”项目） 

mailto:爱心人士填写《携手集善•助洁行动捐赠人信息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ciicdj@ci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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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智公司在网站上公布贫困学生心愿及所需金额； 

2. 捐赠人选择受助人(也可委托中智公司选择受助人,如选

择有重复或已满,则由中智公司统一协调)； 

3. 捐赠人填写《“圆梦行动”捐赠人信息表》，通过电子邮

件提交给中智公司党委组织部（邮件地址：ciicdj@ciic.com.cn）； 

4. 捐赠人支付捐赠款（邮局汇款、银行汇款、网银支付、

现场捐款【中智公司总部或各分支机构）】； 

5. 中智工作人员清点捐赠款，与捐赠人信息进行匹配； 

6. 捐赠人收到中智公司党委组织部、公司扶贫开发办公室

盖章、工作人员签名的《圆梦行动爱心证明》； 

7. 中智公司在《中智视野》和中智网站上公布捐款人与指

定受赠人匹配信息； 

8. 中智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将捐赠款购置相应物品后发放

给受赠学生； 

9. 受赠学生发出感谢信给捐赠人。 

 

六、捐赠活动咨询电话 

    蒋先生 010-85359523 / 13911365971 

mailto:ciicdj@cii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