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暖中华”--谷歌杯第一届中国大学生公益创益大赛获奖项目 

 

 

超市破损包装商品发放给贫民项目 

 

总结汇报 

 

 

 

学校：宁波诺丁汉大学 

团队大小：30 人 

实施地：宁波 

时间：2008 年 3 月 18 日—2008 年 9 月 2 日 

 

 

 

 

2008 年 9 月 15 日 

 

 

 



总结摘要： 

 

超市破损包装商品发放给贫民是由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组织并在暑假期间开展的一个暑期实践

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把超市因为滞销或者包装破损造成的无法售出而即将销毁的商品以低价销售

或者免费发放给处于贫困边缘的人们。这一活动一方面有利于解决超市浪费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

改善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 

本次活动从新一佳、乐购等超市以进价或免费形式置得商品种类达 40余件。商品的处理主要是

两种形式：社区义卖和经过二次创作后的工艺品展卖，即“温情万家”之义卖进社区和“我们也有

梦想”之工艺品展卖。最后活动所得款项共计 3201.62 元，一部分捐献给四川灾区，另一部分用于

购置学习用品捐献给民工子弟学校，即“爱心大放送”之物品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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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述介绍： 

1. 整体概况 

超市破损包装商品发放给贫民是由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组织并在暑假期间开展的一个暑期

实践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把超市因为滞销或者包装破损造成的无法售出而即将销毁的商品以

低价销售或者免费发放给处于贫困边缘的人们。这一活动一方面有利于解决超市浪费问题，另

一方面有利于改善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 

本次活动从新一佳、乐购等超市以进价或免费形式置得商品种类达 40余件。商品的处理主

要是两种形式：社区义卖和经过二次创作后的工艺品展卖，即“温情万家”之义卖进社区和“我

们也有梦想”之工艺品展卖。最后活动所得款项共计 3201.62 元，一部分捐献给四川灾区，另

一部分用于购置学习用品捐献给民工子弟学校，即“爱心大放送”之物品免费发放。 

 

2. 团队人员介绍、分工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超市                                        社区                        

 

                                                           

 

 

 

 

 

 

 



 

学校                                        广场   

                    

 

 

 

 

 

宣传                         

             

 

 

 

 

 

 

人力资源                                     后勤 

                           

 



 

财务 

               

 

 

 

 

指导老师 

  

 

 

 

 

总负责人 

 

 

上图为“超市破损包装商品发放给贫民”项目团队人员分工图。具体说明如下：整个团队分为

9个小组， 总负责人由俞贤芳担任，全面协调活动开展，推进各组工作。顾问团由龚晔和葛蕴波老

师担任，为活动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指导。财务由陶佳木和李碧莹负责，分别担任会计和出纳，共同

完成了活动的预算和结算工作，在活动过程中对各组的支出进行严格的财务控制与管理。后勤由陈

豪杰负责，包括联系车辆、管理仓库。人力资源组主要负责志愿者招募、培训等相关工作，该组负

责人为王浩。宣传小组负责人为林挺，和其他同学通过网络、博客、海报、展板等多种形式进行了

宣传活动，另外，江文负责摄影。广场由陶佳木负责联系，具体负责广场展卖活动。学校联系负责



人是王晓东，同时负责与学校相关的小学生制作手工艺品。社区负责人为乔一峰，带领其他同学联

系 7 家社区义卖进社区活动。超市负责人是斯鸿儒，联系到新一佳及乐购超市愿意以低价卖给我团

队商品。 

 

3. 流程及时间安排 

 

 

活动内容 完成时间 

完成志愿者招募 6月 10 日 

完成海报、横幅、宣传单设计及印刷 6月 27 日 

超市合作意向达成 7月 7日 

初步完成超市物品购买 7月 13 日 

完成后勤重要物资准备 7月 13 日 

主体活动开始 7月 14 日 

4. 物资安排 

费用100％
餐饮
22%

交通
22%

宣传
8%

杂物
7%

超市购买
36%

药品
1%

通讯
4%

物资100％

超市购买
71%

宣传
14% 药品

2%

杂物
13%

 



 

 用于超市购买共 7994.70元，包括社区义卖所需的物品和用于制作手工艺品的部分物品。 

 用于餐饮共 4632.80元。 

 用于交通共 4804.00元。 

 用于通讯共 850.00元。 

 用于宣传共 1615.00元。 

 用于杂物共 1432.30元 

 用于药品共 186.00元。 

 另有用于购买学习用品捐赠给民工子弟小学的 735.00 元是由义卖所得所出，故不体现在图表

中。 

 

5. 相关机构支持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团队得到了多方面的全力支持，使得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是宁波诺丁汉学校。由于向超市购买了大量滞销品，存储在哪里成了一个问题，校方在了

解到这方面的情况后，安排了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给我们团队存放商品。同时，指导老师还指导我们

团队在遇到问题时该如何解决问题，该向谁求助，使我们团队在活动进行中得以顺利进展。 

其次是团市委。由于展卖活动处于迎接奥运以及文明城市评比阶段，天一广场不同意我们团队

在其广场内举行大型的活动。在团市委、天一广场和我们团队的协商下，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并且

顺利举行了该次活动。 

再次是宁波市教育局。在我们团队成员向他们反映了我们的活动情况之后，宁波市教育局积极

配合我们工作，协助取得民工子弟学校的联系。 

 

 

二、 项目实施 

1． 准备阶段 

在初期的准备阶段，我们团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联系工作。在活动初期，我们团队联系

了各大社区、超市、学校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在与社区联系期间，我们不仅得到了社区工作人

员对我们活动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他们对这个活动的一些意见，使得我们的活动能够有效开展。 

 

2． 执行阶段 

a) 过程介绍（按时间顺序） 

我们第一个活动是“温情万家”之义卖进社区。活动时间为 7 月 14 日到 7 月 21 日。其中

由于计划有变，7 月 20 日的活动与之后 7 月 26 日的“我们也有梦想”之工艺品展卖互换。在

这期间同时举行的还有“与灾区学子结对子”活动。接下来就是“爱心大放送”之物品免费发

放。在活动期间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我们顺利完成了活动。 

b) 所遇到的困难、挑战及其解决方法 

在活动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第一个是很多超市并不看好我们的项目。当我们团队成员打电话给超市，希望他们能够免费提

供包装破损的或者是快过期的商品时，很多超市都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他们有

自己固定的处理这一类商品的渠道，如直接捐赠给孤儿院或者以福利的形式发放给员工。也有一些

超市给我们的答复是他们很少有这方面的问题，很少存在这样的商品。但我们团队成员并没有因此

放弃，仍然坚持，跑遍了宁波各大超市，并且耐心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介绍我们的活动。终于，在

我们的坚持不懈下，新一佳和乐购表示他们愿意以低价提供给我们他们滞销的商品。麦德龙也愿意



以 6至 8折的优惠提供给我们商品。 

第二个困难产生于我们联系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由于我们联系民工子弟学校的时间已经临近

期末考试，很多民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都以活动时间过迟，学生不在学校为由拒绝了我们。最后，

我们决定改变之前的策略，不去直接找学校联系，而是联系了宁波市教育局。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在

了解了我们的活动以及进展情况以后，他们帮助我们联系了几家民工子弟学校。最后，我们确定了

活动的学校。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广场展卖。由于我们活动时间恰逢奥运准备阶段、文明城市评比阶段以及购

物节，天一广场不赞成在其场地内举行大型活动，所以我们场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

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指导老师建议我们求助于团市委。团市委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向我们团队

提出两个建议：第一是可以改变活动场地，改由去万达广场举行展卖活动。第二是改变活动时间，

在购物节之前举行活动。最后，在三者协商下，决定改变活动时间，提前一星期举行活动。 

 

c) 具体实施与原计划的出入 

在这个活动里，最大的出入是工艺品展卖活动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举行。由于我们活动时间恰

逢奥运准备阶段、文明城市评比阶段以及购物节，天一广场不赞成在其场地内举行大型活动，所以

我们场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指导老师建议我们求助于团市

委。团市委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向我们团队提出两个建议：第一是可以改变活动场地，改由去万达

广场举行展卖活动。第二是改变活动时间，在购物节之前举行活动。最后，在三者协商下，决定改

变活动时间，提前一星期举行活动。 

其次，原本预计天一广场需要租赁费 8000元，但是由于团市委向天一广场负责人仔细反映了我

们的情况，天一广场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十分支持，表示愿意让我们免费在其广场内开展活动，所以

原先预计的 8000元租赁费并没有花费。 

 

d) 项目收尾、总结工作 

在活动期间，我们团结在一起，完成了宣传、组织、外联等各项活动，使得整个活动终于划上

了我们认为完美的句号。 

 

 

三、 团队收获、总结 

1. 团队对参赛、获奖、及项目实施的总结意见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团队成员拥有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经历。从一开始的提出创意，

到接下来的写策划，以及暑假期间的项目实施，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尽力去完成。也许在别人眼里

看来并不完美，但我们却已倾注了我们所有的心思和感情。 

 

2. 团队本身的不足和项目实施中的不足 

由于一开始过于民主，想要配合每个小组成员的时间，所以每个人的活动时间过于自由，以致

于在项目实施初期出现了需要做的活动很多，但是却没有人去做，很多人都是先忙着自己的事情的

现象。这成了我们团队的软肋，在很长时间里，使得我们活动不能有效地开展，也使得出现了个别

队员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而有些队员却无所事事的现象。最后，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团

队重新整合了团队成员，加入了新的志愿者，去除了在暑期有很多活动而不能参加活动的同学。 

其次就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准备不够充分。在活动期间，发现东西没有带够而导致活动无发有效

开展是我们团队的硬伤。由于团队成员基本上缺乏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所以在参与活动时会无所

适从，无法考虑周全，并且在问题出现后不能及时有效的去解决，从而导致活动不能十分顺利地展

开。这在最后一次免费发放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由于只有一位同学带了照相机，而照相机在



搬运货物过程中被损坏，导致无法拍下活动场景。 

 

3. 对项目核心公益目标的达成情况及该目标未来发展的分析 

这项活动核心公益目标是减轻超市浪费问题以及改善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经过我们的一系列

活动以及调查，发现超市因为包装破损等原因造成商品浪费现象时有发生。通过我们的活动，能够

有效地处理这类商品，能有效减少浪费。同时，将这些商品以低价的形式卖给低生活水平的居民，

也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他们的生活质量。在义卖进社区活动中，我们的活动受到了很多居民的欢迎和

支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活动的顺利进展。 

在将来，如果这项活动能够得到有效支持以及长期坚持开展，我们预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超市浪费问题以及有助于提高低水平收入的居民的生活水平。 

 

4. 团队在参赛过程中的所学所得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团队学会最多的是在遇见问题时，应该迅速有效地找出问题所在，并且想

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想着推卸责任。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当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可以激烈讨论或

者争论，但是不能伤了和气以及团队凝聚力。 

在活动中，每个队员都应该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不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拖沓，导致整个进度的

拖沓。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活动不能顺利进行。 

 

四、 项目辅导员/顾问 评估意见 

1. 对暑期项目实施的评估 

该项目实施的一大难点在于说服超市将积压商品以极低的价格转售给项目小组。而最终超市能

够提供多达 40多个种类的免费和廉价商品，一方面说明该团队成员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也

表明该项目在回收超市滞销商品上有较大的可行性。 

在这次活动中，该项目小组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还是一一克服了。 

这次活动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该小组缺乏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在做活动的时候就有很多纰

漏，但是能够完成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2. 对团队的评价 

这个团队一开始由于组织工作不得当，团队人心涣散，工作懒慢。但是在人员调整之后，

他们开始齐心为这个活动奋斗。。这次活动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同学们执着，认真的精神与细

致周到的办事能力。无论是在活动策划遭到不断否定的沮丧时期，还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时冒出

新状况的惊险时刻，同学们都能快速调整好心态，一丝不苟得将手中的事情做好。活动本身事

务庞杂，同学们处理却有条不紊，面面俱到，充分体现出他们的团体协作能力。活动持续时间

长，大家的坚持与长期努力也表现出现代大学生的责任心与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我想这也是活

动方的部分目的所在，责任与热情并举，奋斗与成长同行。 

 

3． 对项目长期发展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回收后的商品处理情况差强人意。在销售过程中，有不少顾客反映

他们本身并不十分需要这些处理商品，但考虑到该活动的慈善性质，才购买了这些商品。在此，我

要感谢这些善良的民众及参与本次现场义卖活动的诺大学生，是他们的热情使得这次项目能够如愿

圆满完成。但同时我也担忧如果没有这些热情，积压商品是否还能像这次活动一样得到较好的解决。

尽管同学们也想到对商品二次创造使之更有价值，从而扩大影响力的方式，但目前这块在商品整体

处理环节上所占比重较小，并且创造形式单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希望同学们能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继续完善滞销商品的回收和处理两个环节的链接，使该项目真正做到变废为宝，让利于



民。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并且效果还可以，值得长期发展。 

 

五、 项目的可持续性及可推广性评估 

1． 对项目持续发展的评估 

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主要建立在项目机构与超市的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上。在处理积压库存的

问题上，双方可以说是各取所需。一方面，对积压商品的处理始终是超市在运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个

头疼的问题。这些商品主要是接近保质期限的食品，被新产品替换或因换季而被淘汰的老产品和不

出名的商品。超市难以做到绝对避免此类状况，因此这样的超市商品积压情况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能进行下去。从而项目机构活动的商品来源将长期保持稳定。 

本次活动的活动经费是由大赛主办方提供。根据财务报表上的收支平衡状况，本次活动略有亏

损。考虑到该项目机构未来的日常运作经费将完全来自于收益，小组应对财务这块做进一步规划。 

此外，活动收益的处理应该做到专款专用，即一个机构的收益资助一类帮助对象，比如失学儿

童，四川灾区。这样资金用途明确同时可以长期帮助他们。 

 

2． 对项目推广的分析、建议 

该项目的存在主要依赖超市，因此项目的推广地可以选择有较多的大中型超市的东部沿海一、

二、三线城市和中部的省会城市。在这些地方，人民消费水平普遍较高，超市也会较多。同时项目

的开展主要依靠大学生，而这些城市也有多所高校，便于活动的开展。最后项目小组建议未来机构

的临时有酬工作机会将优先提供给贫困大学生。 

 

六、 结束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支持公益事业，可以从解决身边的小问题做起。二次利用或廉价处理超市

积压商品，不仅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惠了百姓，还能为经济困难人士提供资金帮助。把公益当

作一次爱心行动，激起的只是民众的一时冲动，它的效果短暂而不稳定。但把公益做成一份事业，

则能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使之成为负担，因此它的影响更为积极且能持续下去。 



 

暑期项目周报表： 

7 月 15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在经历了为期一个月零十三天的准备之后，我们于昨天，7月 14日开始了社区义卖，拉开了暑

期执行活动的帷幕。 

首先说下我们的准备情况。在准备阶段，除组长统筹所有组员外，其他所有组员共分为两组。

第一组负责说服超市免费或者低价为我们提供货源。在跑遍了宁波各大超市，历经许多周折后，新

一佳和乐购分别答应支持我们的活动项目。于 7月 12日，新一佳超市以成本价提供给首批我们价值

4,076 元的商品，由一组负责人亲自前往超市清点验收，并储存在学校为我们提供的仓库中。第二

组的职责是与社区协商活动。迄今为止，已有 7家社区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活动，分别为黄鹂新村，

丹凤新村，凤凰小区，明楼，飞虹新村，日月星城及东湖花园。同时，有 2 名组员负责设计海报、

横幅和宣传单，并保障所有宣传物资的到位。截至 7月 13日晚，超市、社区、宣传、运输方式、外

卖等均已安排妥当，前期准备工作结束。在这段时期，我们曾经遇到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包括租车难，准备工具不足等等，但最后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 

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义卖，我们的活动在社区和广大市民心中引起了较好的反响。社区居民在听

闻我们将义卖所得利润全部捐给四川后，纷纷慷慨解囊，争相购买。令我们感动的是，许多顾客纷

纷表示不要找零，甚至有部分顾客坚持以高出标价的价格购买。经统计，两天收入分别为 995.1 元

和 676.1元。宁波电视台，宁波新闻网（腾讯新闻网转载），鄞州日报等宁波本地媒体纷纷报道了我

们的活动内容，极大提高了本次活动知名度和对社会的积极意义。政府，尤其是市团委对我们的活

动表示了赞扬和支持。 

在顺利开展活动的同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今天的义卖活动中，由于地点选择

在人流量较小的地段，影响了义卖收入，我们将在今后的活动中以此为鉴。此外，酷暑高温也成了

困绕我们活动的因素之一，部分组员甚至因长时间曝晒而中暑，因此，从今天开始我们便采用了科

学合理的下午轮班制度，减少个人日晒时间。 

从这两天的活动中，我们首次意识到了理论策划与实践执行的差距，在体验到亲身实践魅力的

同时，也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为此制定了每次活动结束开会讨论、总结经验的制度，并于

昨晚开始执行，从中获益非浅。相信，我们将在今后的 5次社区义卖中，越办越好！ 

 

2008．7．15 

 



 

7 月 28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这周开始，我们大规模的活动就告一个段落。现在还剩下的就是关于学校的一个活动。准备活

动也已经在早前准备就绪了。这周相对就比较清闲了。回顾之前的活动进程，尽管有些磕磕绊绊，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把活动办得更好的。 

 

 

2008．7．28 

 

 

 

8 月 3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本周还是像上周一样，没有大的活动，只是继续做着准备工作。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捐款和捐

献物资给四川人民和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了。 

 

2008.8.3 

 

 

 

8 月 11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这一周，依然是我们的调整总结阶段。按最新计划，我们将在 8月 31日举行我们活动的第三阶

段——爱心发放（因学生开学在 8月 31日，故将稍稍延迟我们的爱心发放活动）。在该阶段中，我

们将会把社区义卖的部分剩余商品，及商家赠予的商品，免费发送给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所发放



的物品将包括笔记本，笔，橡皮，装饰品，以及部分生活用品，总数量约 200余件，价值 1000元左

右。 

此外，我们将在同一时间把义卖和展卖所得收入，全数通过中国银行捐款帐户捐给四川灾区。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08.8.11 

 

 

 

8 月 18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这一周，依然是我们的调整总结阶段，并没有什么大的活动。按最新计划，我们将在8月31日举

行我们活动的第三阶段——爱心发放。在该阶段中，我们将会把社区义卖的部分剩余商品，及商家

赠予的商品，免费发送给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所发放的物品将包括笔记本，笔，橡皮，装饰品，

以及部分生活用品，总数量约200余件，价值1000元左右。 

此外，我们将在同一时间把义卖和展卖所得收入，全数通过中国银行捐款帐户捐给四川灾区。 

在此，希望 我们活动能够成功。 

 

2008．8．18 

 

 

 

9 月 1 日 

 

本周小结 

 
——宁波诺丁汉大学团队 

 

本周是我们团队最后一个活动进行的阶段，经过这个活动，我们团队的活动就接近了尾声。在

免费发放这一环节中，活动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也是有缺陷。 

之前早早准备好了送给学校的物资，主要是本子、笔、橡皮、尺子等学习用品。以长丰民工子

弟小学为例，当我们团队的同学拿着满满的几箱学习用品来到了偏僻的小学时，老师们给予了我们



热烈的欢迎。对于我们的活动，老师和同学们也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当学习用品送到了同学们手上

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可惜之前在搬运物资的时候由于不慎把相机摔坏了，没

有记录下这一宝贵的时刻。 

这次活动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存在。最主要的一点是之前活动计划还是不够周详。在分发学习用品这

一环节中，由于没有精确地知道学校的学生人数，以至于在最后一个班级里，只有一半的同学拿到

了本子，而有些物资如尺子还尚有赢余，最后没有拿到本子的小学生们都分到了余下的尺子。 

尽管活动已经结束了，还存在着很多令人无可奈何的缺陷，但大家对于这次的活动的评价还是

相当高的。很多同学表示这次活动做得很开心。 

 

2008.9.1 

 

 

 

项目现金支出总表： 

时间 物资类型 数量 单价 经手人 来源 去向 

6.27  横幅  1 条 ¥10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海报 1 16 张 ¥1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海报 2 4 套 ¥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宣传单 2000 份 ¥0.2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KT 板 4 块 ¥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0  
手工艺品原材料购

买 

1 包 ¥162.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学校 

7.10  打印纸 90 张 ¥0.5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2 新一佳进货 1 批 ¥4076.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2  货车租赁费(单趟) 1 趟 ¥1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二元公交车费 (前

期超市社区外联联

系累计) 

268 张 ¥2.00 
陶 佳 木 

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一元公交车费(前期

超市社区外联联系

累计) 

42 张 ¥1.00 
陶 佳 木 

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打的＋燃油费 1 趟 ¥2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停车费 1 张 ¥5.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高标准清洁汽油(自

驾车) 

1 张 ¥10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统一服装购买 30 件 ¥15.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2  气球,托 各 240 个 ¥0.1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2 气球，托运费 1 趟 ¥20.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手提式扩音器 3 台 ¥35.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购买 听候 GOOGLE 处理 



7.14  午餐(金来顺) 1 餐 ¥184.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农夫山泉(矿泉水) 1 箱 ¥4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晚餐 1 餐 ¥234.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货车租赁费(来回) 2 趟 ¥12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4  避暑药品 1 包 ¥79.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1 号电池(用于扩音

器) 

12 节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4  遮阳伞租赁 3 顶 ¥2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4  
打印费,复印费(累

计) 

273 张 ¥0.50 
徐斌  等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5  娃哈哈矿泉水 24 瓶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矿泉水、纸杯 1 套 ¥18.8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中饭  1 餐 ¥220.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晚餐 1 餐 ¥210.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货车租赁费(单趟运

货从超市到学校) 

1 趟 ¥15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5  货车租赁费(来回) 2 趟 ¥12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5  气球 1 包 ¥1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线 30 条 ¥1.5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杆子 200 套 ¥0.05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剪刀 1 把 ¥3.5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听候 GOOGLE 处理 

7.15  遮阳伞租赁 4 顶 ¥2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6 超市进货 1 批 ¥2516.7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6  矿泉水 15 瓶 ¥2.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康师傅绿茶 4 瓶 ¥5.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矿泉水 6 瓶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午餐 1 餐 ¥13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午餐 1 餐 ¥158.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矿泉水 30 瓶 ¥2.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晚餐 1 餐 ¥319.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停车费(自驾车) 2 张 ¥2.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14.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9.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15.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燃油费 1 趟 ¥10.0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上午货车费 1 趟 ¥120.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下午货的费 1 趟 ¥120.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印 1 张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6  打印 24 张 ¥0.5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6  避暑药品 1 包 ¥4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手工制作原料(for 

广场展卖) 

1 包 ¥391.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6  得力透明封(乐购超 2 封 ¥6.2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市) 

7.16  气球打气筒 1 个 ¥7.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6  遮阳伞租赁(6 天) 5 顶 ¥8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6  单面胶 2 卷 ¥2.5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7 超市进货 1 批 ¥1332.7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7  晚餐+饮料 1 餐 ¥389.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中饭 + 饮料 1 餐 ¥20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0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6 瓶 ¥2.00 张伟欣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5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油费(自驾车) 1 张 ¥10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打的 1 趟 ¥3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打的 1 趟 ¥14.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货车(两辆往返) 2 趟 ¥190.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货车(进货) 1 趟 ¥13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一元公交车票（财务

表中计算错误，在此

更正） 

67 张 ¥1.0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二元公交车票 58 张 ¥2.0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手工制作原料(for 

广场展卖) 

1 包 ¥19.4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8 超市进货 1 批 ¥471.8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8  矿泉水 1 箱 ¥28.8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矿泉水 1 箱 ¥25.8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午餐 + 室内午休

(天气过热) 

1 餐 ¥36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晚餐 1 餐 ¥165.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西瓜 2 个 ¥1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打的 1 趟 ¥1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 1 趟 ¥9.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燃油费 1 趟 ¥9.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货车(单趟运货从超

市到学校) 

1 趟 ¥14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货车(往返) 2 趟 ¥12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停车费(自驾车) 2 张 ¥2.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燃油费 1 趟 ¥21.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高标准清洁汽油(自

驾车) 

1 张 ¥22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海报(损坏,重做) 2 套 ¥8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气球 260 个 ¥0.1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手工艺品原材料购

买 

1 包 ¥160.3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学校 

7.18  胶带 3 卷 ¥3.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1 号电池(用于扩音

器) 

12 节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4 餐 ¥8.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乔一峰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4 餐 ¥8.00 张伟欣 项目资金购买 张伟欣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6 餐 ¥8.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徐晶晶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0 餐 ¥8.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李碧莹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1 餐 ¥8.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陈豪杰 

7.19 工作餐（水） 1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陈豪杰 

7.19  午餐(第一批) 1 餐 ¥12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午餐(第二批) 1 餐 ¥11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午餐(第三批) 1 餐 ¥147.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晚餐 1 餐 ¥220.4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晚餐 1 餐 ¥64.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矿泉水 31 瓶 ¥2.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二元公交车费 34 张 ¥2.00 陈豪杰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9 一元公交车费 8 张 ¥1.00 陈豪杰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9  
横幅(文字内容,长

度更改) 

1 条 ¥70.00 
何俊鑫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9  避暑药品 1 包 ¥59.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手工制作原料(手机

绳,金属手链) 

各 162 条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金属

手链,中国结绳) 

各 70 条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针

线) 

1 包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剪

刀) 

2 把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针

线) 

1 包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20  矿泉水 9 瓶 ¥2.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矿泉水 15 瓶 ¥2.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中饭  1 餐 ¥186.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午餐 1 餐 ¥134.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一批) 1 餐 ¥9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二批) 1 餐 ¥34.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三批) 1 餐 ¥6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打的 1 趟 ¥2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货车(两辆,往返) 2 趟 ¥23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货车(退还部分超市

产品) 

1 趟 ¥11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2 元公交车费, 124 张 ¥2.00 吕昕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一元公交车费 48 张 ¥1.00 吕昕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2 张 ¥1.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4 张 ¥2.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8 张 ¥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打印(宣传册) 24 张 ¥0.5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打印复印(宣传册) 50 张 ¥0.5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扩印 14 张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扩印 4 张 ¥6.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胶带 2 卷 ¥3.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8.26 

学习用品购买(练习

本,尺子,铅笔,圆珠

笔,橡皮) 

1 包 ¥735.00 

俞贤芳 

利润与募捐款

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8.29 打的费 1 趟 ¥32.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8.30 打的费 1 趟 ¥24.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8.31 打的费 1 趟 ¥26.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停车费 1 次 ¥1.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停车费 1 次 ¥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日用品 1 包 ¥77.6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9.7 
高标清洁汽油准清

洁汽油(自驾车) 

1 张 ¥23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打印 83 张 ¥0.5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9.7 文具 1 包 ¥4.8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9.7 电话费 8 张 ¥800.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通讯 

  9.7 电话费 1 张 ¥50.00 马斯璐 项目资金购买 通讯 

  9.7 
三元公交车票（累

计） 

8 张 ¥3.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8 
邮 寄 费 （ 寄 给

GOOGLE） 

4 次 ¥20.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9 打的+燃油费 1 趟 ¥60.0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项目收入表： 

时间 收入类型 明细 单价 数量 备注 经手人 单项小计 

2008.6.23 集资  用于购

买超市货

物及前期

准备资金,

需归还 

￥800.00    陈豪杰 李碧莹 ￥7,700.00  

      ￥800.00    方一帆 李碧莹   

      ￥800.00      李碧莹  李碧莹 李碧莹   

      ￥800.00    刘洵孜 李碧莹   

      ￥500.00    乔一峰 李碧莹   

      ￥800.00    徐斌 李碧莹   

      ￥800.00    林挺 李碧莹   



      ￥800.00    陶佳木 李碧莹   

      ￥800.00    王晓东 李碧莹   

      ￥800.00    俞贤芳 李碧莹   

                

2008.7.15 义卖所得

(14日,15

日) 

超市货物 ￥32.90  4 海飞丝怡神冰

凉型去屑洗发

露 400ML 

李碧莹 ￥1,653.50  

      ￥33.90  1 海飞丝海洋活

力型去屑洗发

露 400ML 

李碧莹   

      ￥20.90  15 洁云卷筒卫生

纸(10+10)卷 

李碧莹   

      ￥27.90  5 力士嫩白亮采

淋浴露 750ML 

李碧莹   

      ￥9.90  7 汰渍皂角净白

去渍无磷洗衣

粉 

李碧莹   

      ￥10.50  13 雕牌超效加酶

无磷洗衣粉

1.638KG 

李碧莹   

      ￥11.50  15 雕牌透明皂

222G×3＋增白

皂 162G 

李碧莹   

      ￥3.50  10 舒肤佳纯白清

香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3.50  13 舒肤佳薄荷舒

爽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4.00  7 雕牌全效加浓

洗洁精 500G 

李碧莹   

      ￥7.00  11 佳洁士茶爽

120G 

李碧莹   

      ￥10.90  13 L/真彩中性笔

套装买笔送笔

芯 10 

李碧莹   

      ￥3.20  23 高乐提花童巾 李碧莹   

      ￥4.80  4 手机座 李碧莹   

      ￥58.00  1 娃娃 李碧莹   

      ￥3.00  6 图书 李碧莹   

  募捐           ￥14.00  

                

2008.7.17 义卖所得

(16日,17

日) 

超市货物 ￥31.90  2 海飞丝怡神冰

凉去屑洗发露 

李碧莹 ￥2,433.60  

      ￥32.90  3 海飞丝海洋活 李碧莹   



力去屑洗发露 

      ￥22.50  3 舒蕾青竹均衡

控油洗发露

400ML 

李碧莹   

      ￥10.50  2 六神清爽去屑

洗发露 200ML 

李碧莹   

      ￥21.90  5 洁云卷筒卫生

纸（10＋10）卷 

李碧莹   

      ￥11.50  7 洁云 10 粒特惠

装卷纸 70G 

李碧莹   

      ￥28.90  3 力士嫩白亮采

淋浴露 750ML 

李碧莹   

      ￥9.90  9 汰渍皂角净白

去渍无磷洗衣

粉 

李碧莹   

      ￥10.90  6 雕牌超效加酶

无磷洗衣粉

1.638KG 

李碧莹   

      ￥11.90  7 立白无磷超洁

洗衣粉 1550G 

李碧莹   

      ￥11.50  27 雕牌透明皂

222G×3＋增白

皂 162G 

李碧莹   

      ￥11.90  9 雕牌透明皂

252G×3＋超效

加酶洗衣粉 

李碧莹   

      ￥3.60  3 舒肤佳纯白清

香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3.60  5 舒肤佳金迎花、

菊花清新怡神

香皂 

李碧莹   

      ￥3.60  3 舒肤佳芦荟护

肤香皂 

李碧莹   

      ￥3.60  3 舒肤佳薄荷舒

爽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3.80  5 雕牌全效加浓

洗洁精 500G 

李碧莹   

      ￥7.00  6 佳洁士茶爽

120G 

李碧莹   

      ￥2.50  24 佳洁士草本水

晶牙膏 90G 

李碧莹   

      ￥12.90  3盒 6

支 

听雨轩中性笔 李碧莹   

      ￥10.90  2 L/真彩中性笔 李碧莹   



套装买笔送笔

芯 10 

      ￥3.20  12 高乐提花童巾 李碧莹   

      ￥1.80  11 玛丽高档软抄 李碧莹   

      ￥7.50  13 清风迷你 18 包

手帕纸 

李碧莹   

      ￥4.30  4 心相印手帕纸

10 包 

李碧莹   

      ￥14.90  4 雷达电热蚊香

片优惠装 66 片 

李碧莹   

      ￥1.80  9 幕那美水性笔 李碧莹   

      ￥50.00  1 趴趴熊 李碧莹   

      ￥18.00  1 美国守护熊 李碧莹   

      ￥14.00  13 日本熊 李碧莹   

      ￥10.00  1 流氓兔 李碧莹   

      ￥3.80  21 手机挂件 李碧莹   

      ￥5.60  20 手机座 李碧莹   

      ￥6.80  1 布艺花(玫瑰) 李碧莹   

      ￥4.80  31 布艺太阳花

（小） 

李碧莹   

      ￥15.00  5 布艺太阳花

（大） 

李碧莹   

      ￥25.00  2 全棉短袖 李碧莹   

      ￥25.00  1 背心 李碧莹   

      ￥3.50  1 脚板 李碧莹   

  募捐           ￥23.08  

                

2008.7.18 义卖所得

(18日) 

超市货物 ￥31.90  1 海飞丝怡神冰

凉去屑洗发露 

李碧莹 ￥940.40  

      ￥10.50  3 六神清爽去屑

洗发露 200ML 

李碧莹   

      ￥11.50  1 洁云 10 粒特惠

装卷纸 70G 

李碧莹   

      ￥28.90  1 力士嫩白亮采

淋浴露 750ML 

李碧莹   

      ￥9.90  1 汰渍皂角净白

去渍无磷洗衣

粉 

李碧莹   

      ￥10.90  9 雕牌超效加酶

无磷洗衣粉

1.638KG 

李碧莹   

      ￥11.90  1 立白无磷超洁

洗衣粉 1550G 

李碧莹   

      ￥11.50  6 雕牌透明皂 李碧莹   



222G×3＋增白

皂 162G 

      ￥11.90  5 雕牌透明皂

252G×3＋超效

加酶洗衣粉 

李碧莹   

      ￥3.60  2 舒肤佳纯白清

香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3.60  1 舒肤佳金迎花、

菊花清新怡神

香皂 

李碧莹   

      ￥3.60  1 舒肤佳薄荷舒

爽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7.00  5 佳洁士茶爽

120G 

李碧莹   

      ￥2.50  2 佳洁士草本水

晶牙膏 90G 

李碧莹   

      ￥12.90  ２盒

１支 

听雨轩中性笔 李碧莹   

      ￥10.90  １盒 L/真彩中性笔

套装买笔送笔

芯 10 

李碧莹   

      ￥3.20  6 高乐提花童巾 李碧莹   

      ￥1.80  0 玛丽高档软抄 李碧莹   

      ￥7.50  6 清风迷你 18 包

手帕纸 

李碧莹   

      ￥4.30  1 心相印手帕纸

10 包 

李碧莹   

      ￥14.90  1 雷达电热蚊香

片优惠装 66 片 

李碧莹   

      ￥1.80  48 幕那美水性笔 李碧莹   

      ￥50.00  1 趴趴熊 李碧莹   

      ￥14.00  1 日本熊 李碧莹   

      ￥10.00  2 流氓兔 李碧莹   

      ￥3.80  2 手机挂件 李碧莹   

      ￥5.60  7 手机座 李碧莹   

      ￥6.80  6 布艺花(玫瑰) 李碧莹   

      ￥4.80  14 布艺太阳花

（小） 

李碧莹   

      ￥15.00  2 布艺太阳花

（大） 

李碧莹   

      ￥50.00  1 美人兔 李碧莹   

      ￥3.50  2 脚板 李碧莹   

  募捐           ￥16.10  

                



2008.7.19 义卖所得

(19日) 

超市货物 ￥31.90  4 海飞丝怡神冰

凉去屑洗发露 

李碧莹 ￥1,923.60  

      ￥22.50  6 舒蕾青竹均衡

控油洗发露

400ML 

李碧莹   

      ￥11.50  9 洁云 10 粒特惠

装卷纸 70G 

李碧莹   

      ￥32.00  6 力士闪亮冰爽

淋浴露 750ML

送力士 

李碧莹   

      ￥9.90  4 汰渍皂角净白

去渍无磷洗衣

粉 

李碧莹   

      ￥10.90  6 雕牌超效加酶

无磷洗衣粉

1.638KG 

李碧莹   

      ￥11.90  5 立白无磷超洁

洗衣粉 1550G 

李碧莹   

      ￥11.50  1 雕牌透明皂

222G×3＋增白

皂 162G 

李碧莹   

      ￥11.90  5 雕牌透明皂

252G×3＋超效

加酶洗衣粉 

李碧莹   

      ￥3.60  1 舒肤佳纯白清

香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3.60  3 舒肤佳芦荟护

肤香皂 

李碧莹   

      ￥3.60  4 舒肤佳薄荷舒

爽型香皂 125G 

李碧莹   

      ￥6.80  9 雕牌高级洗衣

皂 252G*2 

李碧莹   

      ￥11.50  10 竹盐 VDCA 牙膏

120G 

李碧莹   

      ￥9.00  2 佳洁士酷白体

验冰极山泉口

感牙膏 

李碧莹   

      ￥7.00  3 佳洁士茶爽

120G 

李碧莹   

      ￥2.50  2 佳洁士草本水

晶牙膏 90G 

李碧莹   

      ￥10.90  1 听雨轩中性笔 李碧莹   

      ￥12.90  1 听雨轩中性笔

10 送 10 

李碧莹   



      ￥3.20  12 高乐提花童巾 李碧莹   

      ￥1.80  8 玛丽高档软抄 李碧莹   

      ￥7.00  2 得力 20 页资料

册 

李碧莹   

      ￥4.80  6 自动铅笔 李碧莹   

      ￥9.80  3 油画棒 李碧莹   

      ￥7.90  8 清风迷你 18 包

手帕纸 

李碧莹   

      ￥4.50  3 心相印手帕纸

10 包 

李碧莹   

      ￥14.90  3 雷达电热蚊香

片优惠装 66 片 

李碧莹   

      ￥1.80  48 幕那美水性笔 李碧莹   

      ￥18.00  9 美国守护熊 李碧莹   

      ￥14.00  4 日本熊 李碧莹   

      ￥10.00  1 流氓兔 李碧莹   

      ￥3.80  3 手机挂件 李碧莹   

      ￥5.60  7 手机座 李碧莹   

      ￥6.80  6 布艺花(玫瑰) 李碧莹   

      ￥4.80  5 布艺太阳花

（小） 

李碧莹   

      ￥15.00  2 布艺太阳花

（大） 

李碧莹   

      ￥3.50  2 脚板 李碧莹   

      ￥17.90  3 雷达无拖线电

热蚊香加热器

组合装 

李碧莹   

      ￥17.90  1 雷达电热优惠

装 34ML1*2 

李碧莹   

      ￥8.90  2 雷达电热无味

躯蚊液 34ML 

李碧莹   

      ￥28.90  1 蓝月亮衣领净

500ML 

李碧莹   

      ￥7.80  1 L/妙洁 PE 中号 李碧莹   

      ￥17.90  1 克林来

(30+20)CM*30 

李碧莹   

  募捐           ￥355.00  

                

2008.7.20 天一展卖

销售收入

及当日募

捐 

手工艺品、

毛绒玩具

及学习用

品 

      李碧莹 ￥2401.10  

 退还部分

超市物品 

    李碧莹     ￥1619.20 



                

总收入             ￥19079.58  

 

项目财务汇报总表： 

申请总金额 ￥19090.00 

到账总金额 
￥19090.00 

支出总金额 
￥34035.62 

收入总金额 
￥19079.58 

团队结余 
￥4133.96 

项目物资清单表： 

 

时间 物资类型 数量 单价 经手人 来源 去向 

6.27  横幅  1 条 ¥10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海报 1 16 张 ¥1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海报 2 4 套 ¥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宣传单 2000 份 ¥0.2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6.27 KT 板 4 块 ¥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0  
手工艺品原材料购

买 

1 包 ¥162.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学校 

7.10  打印纸 90 张 ¥0.5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2 新一佳进货 1 批 ¥4076.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2  货车租赁费(单趟) 1 趟 ¥14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二元公交车费 (前

期超市社区外联联

系累计) 

268 张 ¥2.00 
陶 佳 木 

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一元公交车费(前期

超市社区外联联系

累计) 

42 张 ¥1.00 
陶 佳 木 

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打的＋燃油费 1 趟 ¥2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停车费 1 张 ¥5.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高标准清洁汽油(自

驾车) 

1 张 ¥10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统一服装购买 30 件 ¥15.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2  气球,托 各 240 个 ¥0.1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2 气球，托运费 1 趟 ¥20.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2  手提式扩音器 3 台 ¥35.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购买 听候 GOOGLE 处理 

7.14 桌椅(6 天) 6 张/8 把 ¥0.00 乔一锋 社区帮助 归还社区 

7.14  午餐(金来顺) 1 餐 ¥184.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农夫山泉(矿泉水) 1 箱 ¥4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晚餐 1 餐 ¥234.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货车租赁费(来回) 2 趟 ¥12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4  避暑药品 1 包 ¥79.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4  
1 号电池(用于扩音

器) 

12 节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4  遮阳伞租赁 3 顶 ¥2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4  
打印费,复印费(累

计) 

273 张 ¥0.50 
徐斌  等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5  娃哈哈矿泉水 24 瓶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矿泉水、纸杯 1 套 ¥18.8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中饭  1 餐 ¥220.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晚餐 1 餐 ¥210.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5  
货车租赁费(单趟运

货从超市到学校) 

1 趟 ¥15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5  货车租赁费(来回) 2 趟 ¥12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5  气球 1 包 ¥15.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线 30 条 ¥1.5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杆子 200 套 ¥0.05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5  剪刀 1 把 ¥3.5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听候 GOOGLE 处理 

7.15  遮阳伞租赁 4 顶 ¥2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6 超市进货 1 批 ¥897.5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6  矿泉水 15 瓶 ¥2.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康师傅绿茶 4 瓶 ¥5.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矿泉水 6 瓶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午餐 1 餐 ¥13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午餐 1 餐 ¥158.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矿泉水 30 瓶 ¥2.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晚餐 1 餐 ¥319.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停车费(自驾车) 2 张 ¥2.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14.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9.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 1 趟 ¥15.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的＋燃油费 1 趟 ¥10.0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上午货车费 1 趟 ¥120.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下午货的费 1 趟 ¥120.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6  打印 1 张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6  打印 24 张 ¥0.5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16  避暑药品 1 包 ¥4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6  手工制作原料(for 1 包 ¥391.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广场展卖) 

7.16  
得力透明封(乐购超

市) 

2 封 ¥6.2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6  气球打气筒 1 个 ¥7.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6  遮阳伞租赁(6 天) 5 顶 ¥80.00 乔一锋 项目资金租借 归还 

7.16  单面胶 2 卷 ¥2.5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7 超市进货 1 批 ¥1332.7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7  晚餐+饮料 1 餐 ¥389.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中饭 + 饮料 1 餐 ¥20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0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6 瓶 ¥2.00 张伟欣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矿泉水 15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7  油费(自驾车) 1 张 ¥10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打的 1 趟 ¥3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打的 1 趟 ¥14.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货车(两辆往返) 2 趟 ¥190.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货车(进货) 1 趟 ¥13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一元公交车票（财务

表中计算错误，在此

更正） 

67 张 ¥1.0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二元公交车票 58 张 ¥2.0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7  
手工制作原料(for 

广场展卖) 

1 包 ¥19.40 
仁珂璐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8 超市进货 1 批 ¥471.8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社区义卖 

7.18  矿泉水 1 箱 ¥28.8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矿泉水 1 箱 ¥25.8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午餐 + 室内午休

(天气过热) 

1 餐 ¥36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晚餐 1 餐 ¥165.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西瓜 2 个 ¥1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8  打的 1 趟 ¥15.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 1 趟 ¥9.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燃油费 1 趟 ¥9.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货车(单趟运货从超

市到学校) 

1 趟 ¥14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货车(往返) 2 趟 ¥12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停车费(自驾车) 2 张 ¥2.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打的＋燃油费 1 趟 ¥21.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高标准清洁汽油(自

驾车) 

1 张 ¥22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8  海报(损坏,重做) 2 套 ¥80.0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气球 260 个 ¥0.1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手工艺品原材料购 1 包 ¥160.30 陶佳木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学校 



买 

7.18  胶带 3 卷 ¥3.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8  
1 号电池(用于扩音

器) 

12 节 ¥2.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4 餐 ¥8.00 乔一峰 项目资金购买 乔一峰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4 餐 ¥8.00 张伟欣 项目资金购买 张伟欣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6 餐 ¥8.00 徐晶晶 项目资金购买 徐晶晶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0 餐 ¥8.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李碧莹 

7.19  工作餐(累计报销) 11 餐 ¥8.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陈豪杰 

7.19 工作餐（水） 1 瓶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陈豪杰 

7.19  午餐(第一批) 1 餐 ¥12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午餐(第二批) 1 餐 ¥11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午餐(第三批) 1 餐 ¥147.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晚餐 1 餐 ¥220.4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晚餐 1 餐 ¥64.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矿泉水 31 瓶 ¥2.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二元公交车费 34 张 ¥2.00 陈豪杰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9 一元公交车费 8 张 ¥1.00 陈豪杰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19  
横幅(文字内容,长

度更改) 

1 条 ¥70.00 
何俊鑫 

项目资金购买 场地宣传 

7.19  避暑药品 1 包 ¥59.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19  
手工制作原料(手机

绳,金属手链) 

各 162 条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金属

手链,中国结绳) 

各 70 条 ¥1.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针

线) 

1 包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剪

刀) 

2 把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19 
手工制作原料 (针

线) 

1 包 ¥5.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7.20 桌椅 6 张/8 把 ¥0.00 乔一锋 学校帮助 归还学校 

7.20  矿泉水 9 瓶 ¥2.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矿泉水 15 瓶 ¥2.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中饭  1 餐 ¥186.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午餐 1 餐 ¥134.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一批) 1 餐 ¥9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二批) 1 餐 ¥34.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晚饭(第三批) 1 餐 ¥68.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7.20  打的 1 趟 ¥25.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货车(两辆,往返) 2 趟 ¥230.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货车(退还部分超市

产品) 

1 趟 ¥110.00 
林挺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2 元公交车费, 124 张 ¥2.00 吕昕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一元公交车费 48 张 ¥1.00 吕昕等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2 张 ¥1.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4 张 ¥2.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停车费 8 张 ¥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7.20  打印(宣传册) 24 张 ¥0.5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打印复印(宣传册) 50 张 ¥0.5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扩印 14 张 ¥2.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扩印 4 张 ¥6.00 陈豪杰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7.20  胶带 2 卷 ¥3.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8.26 

学习用品购买(练习

本,尺子,铅笔,圆珠

笔,橡皮) 

1 包 ¥735.00 

俞贤芳 

利润与募捐款

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8.29 打的费 1 趟 ¥32.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8.30 打的费 1 趟 ¥24.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8.31 打的费 1 趟 ¥26.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停车费 1 次 ¥1.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停车费 1 次 ¥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日用品 1 包 ¥77.6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子弟小学 

  9.7 
高标清洁汽油准清

洁汽油(自驾车) 

1 张 ¥235.00 
宣言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7 打印 83 张 ¥0.5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9.7 文具 1 包 ¥4.8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宣传工作 

  9.7 电话费 8 张 ¥800.00 王晓东 项目资金购买 通讯 

  9.7 电话费 1 张 ¥50.00 马斯璐 项目资金购买 通讯 

  9.7 
三元公交车票（累

计） 

8 张 ¥3.00 
李碧莹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8 
邮 寄 费 （ 寄 给

GOOGLE） 

4 次 ¥20.00 
俞贤芳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9.9 打的+燃油费 1 趟 ¥60.00 方一帆 项目资金购买 交通 

 

 

媒体相关报道： 

附：我校创意团队成浙江省惟一“益暖中华——Google 杯中国大学生

公益创意大赛”优胜者——2008.6.10 

在今年初开始的"益暖中华--Google杯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中，经过 4个多月的角逐，我

校的一支创意团队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支团队，与来自全国的其他高校 32 支队伍共同从全国决赛胜



出，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这支创意团队共有成员 18人，提出的项目是"对超市积压产品的再利用以回馈社会"。他们将在

暑假中获得 Google提供的活动资金，并将他们的创意付诸实践。 

在 3月份参加这项名为"益暖中华"的公益竞赛时，这支队伍前后向 Google提交了十多份策划方

案，最后，仅有 2份策划得以成功通过初审，进入复赛。 

通过网上投票，这份名为"超市破损包装商品发放给贫民"的项目策划作为全国百强正式进入了

全国总决赛。2008 年 5 月 26 日，该项目终于脱颖而出，作为硕果仅存的浙江队获得了活动举办方

的认可。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将为暑期的宁波，带来怎样的精彩。 

这支队伍的全体成员是：俞贤芳, 陈雯婕, 陶佳木, 张盛昕, 吕昕, 王晓东, 林挺, 乔一峰, 

晓阳, 谈笑, 斯鸿儒, 江文, 王浩, 徐斌, 何俊鑫, 童宁, 马岩笑, 张伟欣 。 

 "益暖中华--Google杯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 详情请点击： 

 http://www.gong1chuang1.com/pub_2/project_sh05714_pub_second.jsp   

（网址来源： 

http://www.entry.nottingham.edu.cn/show.asp?c=00&id=349 ） 

http://www.gong1chuang1.com/pub_2/project_sh05714_pub_second.jsp
http://www.entry.nottingham.edu.cn/show.asp?c=00&id=349


 

附：宁波诺丁汉学生要公益利用“无用”商品——2008.7.7 

本报讯 超市里每天有大量包装袋破损的、挤压变形的商品会在统一处理后运至报损区集中销

毁，再集中送到垃圾回收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的浪费，而对于超市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针对这种现象，宁波诺丁汉大学“益暖中华——Google杯中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的一支创

意团队策划了一个“超市滞销商品回馈社会公益活动”的项目，该项目策划作为全国百强正式进入

了全国总决赛，并最后成为 33个优胜项目之一。这个创意团队是浙江省唯一在该项大赛中获得优胜

项目的团队。 

  日前，记者采访了该项目主创人员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学院大二学生俞贤芳，关于这个创意

点子的由来，她说道：“在当今社会，人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杂货店或货物批发店所能承受的，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型超市纷纷开张。但是，在超市每天大量的货物流动中会出现很多食品或日常

生活用品等资源因为包装袋破损、挤压变形而无法按照预期利用。据了解，这部分资源会因为处理

的成本较高而白白浪费掉。看着这些资源的浪费，我们很心痛，决定做些什么。” 

  该创意团队的成员针对超市每年大量滞销商品的浪费现象，他们策划开展以处理超市产品为中

心的一系列活动，收购超市积压商品，或低价转卖给普通民众，使“无用”商品得到二次利用。记

者采访了宁波市农工商超市质量监督部门的王小姐，她表示超市中过期的滞销商品都是进行集中销

毁的，对于宁波诺丁汉学生的这个想法她个人表示认同，值得提倡，这样可以节约资源，造福社会。 

  这个公益创意策划也同样得到了公益创意大赛评审们的认可，并得到了由 Google提供的 2万元

活动资金。创意团队的成员决定将创意付诸实践。据俞同学介绍，这个创意策划将在 7 月中旬付诸

实践，届时在宁波市 7 个社区举行“温情万家”之义卖进社区，在天一广场举行“我们也有梦想”

之工艺品展卖，与四川受灾地区学子结对子活动暨“爱心大放送”之物品免费发放等活动。 

（来源网址：http://news.qq.com/a/20080707/002254.htm 

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08/07/07/005664896.shtml   

http://design.brandcn.com/dianzi/200809/151053.html  

http://zj.news.163.com/08/0707/14/4G8NHJPF005100AT.html ） 

http://news.qq.com/a/20080707/002254.htm
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08/07/07/005664896.shtml
http://design.brandcn.com/dianzi/200809/151053.html
http://zj.news.163.com/08/0707/14/4G8NHJPF005100AT.html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