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项目 明细 单价 
数

量 
备注 涉及人员 

单项小

计 
日总计 

2008.6.2

5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公交费 ￥42.00   江北区组前期考察费用 黎奉琼 ￥42.00 ￥72.00  

  食宿费 餐费 ￥30.00   江北区组前期考察费用 黎奉琼 ￥30.00   

2008.6.2

6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公交费 ￥36.00   九龙坡组前期考察费用 王丹 ￥36.00 ￥74.60  

    交通费---公交费 ￥8.60   九龙坡组前期考察费用 王丹 ￥8.60   

  杂项办公费用 餐费及资料打印费 ￥30.00   九龙坡组前期考察费用 王丹 ￥30.00   

2008.6.2

7 
                

2008.6.2

8 
                

2008.6.2

9 
                

2008.6.3

0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重庆—长寿的长途汽车、公交费） ￥63.00   长寿组前期考察 朱研、李林 ￥63.00 ￥63.00  

2008.7.1                 

2008.7.2 杂项办公费用 快递费用 ￥20.00     李丽 ￥20.00 ￥20.00  

2008.7.3                 

2008.7.4                 

2008.7.5                 

2008.7.6                 

2008.7.7                 

2008.7.8                 

2008.7.9                 

2008.7.1

0 
                

2008.7.1

1 
                

2008.7.1

2 
考察费用 交通费（公交费） ￥30.00   沙坪坝组前期考察费用 谢刘全 ￥30.00 ￥294.60  

    交通费---长途汽车（重庆---荣昌） ￥40.00 3  荣昌组前期考察费用 柳叶 ￥40.00   

    交通费 ￥38.60   荣昌组前期考察费用——中途站 柳叶 ￥38.60   

    交通费 ￥12.00   荣昌组前期考察费用——区间站 柳叶 ￥12.00   

    交通费 ￥114.00   荣昌回重庆 柳叶 ￥114.00   

  食宿费 餐费 ￥60.00     柳叶 ￥60.00   

2008.7.1

3 
                



2008.7.1

4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公交费 
￥20.00   

到财务处、校长处等地方负责借款事宜 
李丽 ￥20.00 ￥55.00  

    出租车费 ￥17.00   到财务处、校长处等地方负责借款事宜 李丽 ￥17.00   

  食宿费 餐费 ￥18.00   到财务处、校长处等地方负责借款事宜 李丽 ￥18.00   

2008.7.1

5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公交费 ￥11.00   渝北区组前期考察 潘鸿鹄 ￥11.00 ￥33.00  

  食宿费 餐费 ￥15.00   渝北区组前期考察 潘鸿鹄 ￥15.00   

  资料费 打印资料 ￥7.00   渝北区组前期考察 潘鸿鹄 ￥7.00   

2008.7.1

6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公交费 ￥26.00   沙坪坝组再次考察 谢刘全 ￥26.00 ￥1,540.30  

  杂项办公用品 洗衣粉 ￥2.10 20  法律宣传和调研时给农民工的礼品 毛文飞 ￥42.00   

    蚊香 ￥5.90 1    毛文飞 ￥5.90   

    毛巾 ￥2.50 18    毛文飞 ￥45.00   

    笔记本 ￥4.90 15    毛文飞 ￥73.50   

    笔记簿 ￥5.90 2    毛文飞 ￥11.80   

    中性笔 ￥3.80 2    毛文飞 ￥7.60   

    信封 ￥1.90 5    毛文飞 ￥9.50   

    工艺扇 ￥1.90 13    毛文飞 ￥24.70   

    精美扇 ￥2.50 2    毛文飞 ￥5.00   

    板脚扇 ￥2.80 3    毛文飞 ￥8.40   

    扑克 ￥1.50 4    毛文飞 ￥6.00   

    花露水 ￥8.20 2    毛文飞 ￥16.40   

    肥皂 ￥1.70 40    毛文飞 ￥68.00   

    藿香正气液 ￥4.00 3    毛文飞 ￥12.00   

    购物袋 ￥0.30 5    毛文飞 ￥1.50   

  杂项交通费 公交费用 ￥24.00     毛文飞 ￥24.00   

    买保险公交费 ￥13.00     毛文飞 ￥13.00   

  团队成员保险费用   ￥30.00 18    李丽 ￥540.00   

  租赁费 校电视台 DV等设备租赁费（全程租赁） ￥600.00     李丽 ￥600.00   

                  

2008.7.1

7 
杂项补助 给自带电脑、相机队员的补贴费     全程一次性补贴 李丽   ￥2,953.00  

    电脑补贴费 ￥100.00 3    李丽 ￥300.00   

    相机补助费 ￥50.00 4    李丽 ￥200.00   

  资料制作 维权手册费用（第一批） ￥3.50 300    谢刘全 ￥1,050.00   

    横幅费用 ￥56.00 3    李丽 ￥168.00   

    调查问卷 ￥0.30 900  和老板讲价后的结果 便宜了 18元 李丽 ￥252.00   

    前期资料费 ￥197.00   各种文件复印、打印、扫描、传真等花费 李丽 ￥197.00   

  杂项办公用品 洗发膏、护理液等 ￥102.70     毛文飞 ￥102.70   

  杂项交通费 公交车费 ￥31.50   长寿区联络员提前去长寿花费 毛文飞 ￥31.50   

    集体包车费（学校---火车北站） ￥400.00   三辆面包车 毛文飞 ￥400.00   



    集体火车费（重庆—长寿） ￥4.50 15  普通硬座车 毛文飞 ￥67.50   

    公交费（长寿火车站---长寿城区） ￥2.50 15    毛文飞 ￥37.50   

  食宿费用 长寿区晚餐 ￥130.00     李丽 ￥130.00   

    水果西瓜 ￥16.80     李丽 ￥16.80   

                  

2008.7.1

8 
食宿费用 长寿区早餐 ￥2.50 16    毛文飞 ￥40.00 ￥780.30  

    秦大全、毛文飞午餐 ￥19.00     毛文飞 ￥19.00   

    买水给团队成员 ￥20.00 1    毛文飞 ￥20.00   

    长寿区午餐 ￥297.00     毛文飞 ￥297.00   

    长寿区晚餐 ￥200.00     毛文飞 ￥200.00   

  杂项办公用品 透明胶、绳子 ￥11.00     毛文飞 ￥11.00   

                  

    洗衣皂、一个购物袋 ￥48.30     毛文飞 ￥48.30   

    黎奉琼、潘鸿鹄个案访谈花费       潘鸿鹄、黎奉琼     

    交通费 ￥19.00     潘鸿鹄、黎奉琼 ￥19.00   

    金嗓子 ￥5.00     潘鸿鹄、黎奉琼 ￥5.00   

    礼品---水果 ￥16.00     潘鸿鹄、黎奉琼 ￥16.00   

    误工费补偿 ￥50.00     潘鸿鹄、黎奉琼 ￥50.00   

    金嗓子喉宝 ￥5.00     潘鸿鹄、黎奉琼 ￥5.00   

  杂项交通费 公交费（长寿城区—码头） ￥14.00 1    李丽 ￥14.00   

    乘船费（码头---活动现场） ￥14.00 1    李丽 ￥14.00   

    乘船费（活动现场---码头） ￥11.00 1    李丽 ￥11.00   

    公交费（码头—长寿城区） ￥11.00 1    李丽 ￥11.00   

                  

2008.7.1

9 
杂项办公用品 新队员 13 人 ￥30.00 13  给团队成员充话费 李丽 ￥390.00 ￥1,672.50  

    老队员杨、毛、谢 3 人 ￥50.00 3    李丽 ￥150.00   

    主要负责人李、柳、黎 3 人 ￥150.00 3    李丽 ￥450.00   

    打印费---打印访谈单 ￥30.00     李丽 ￥30.00   

    个案访谈费用     辛桂元、邹波茶楼个案探访花费 辛桂元、邹波     

    交通费 ￥6.00     辛桂元、邹波 ￥6.00   

    活动开展费 ￥20.00     辛桂元、邹波 ￥20.00   

    补偿访谈对象误工费 ￥60.00 1    辛桂元、邹波 ￥60.00   

    个案访谈费用     李林、朱百永、李潇个案探访花费 李林、朱百永、李潇     

    水果费 ￥16.50     李林、朱百永、李潇 ￥16.50   

    交通费---公交费 ￥3.00     李林、朱百永、李潇 ￥3.00   

    补偿访谈对象务工费 ￥60.00 3    李林、朱百永、李潇 ￥180.00   

  食宿费用 长寿区早餐 ￥30.00     李丽 ￥30.00   

    长寿区午餐 ￥176.00     李丽 ￥176.00   

    长寿区晚餐 ￥136.00     李丽 ￥136.00   



    法律咨询组水费 ￥1.00 10    李丽 ￥10.00   

    其他各访谈小组水费 ￥1.00 15    李丽 ￥15.00   

                  

2008.7.2

0 
食宿费用 长寿区早餐             

    李丽、王丹等 8 人小面 ￥3.00 8    李丽 ￥24.00   

    潘鸿鹄、谢刘权等 4 人早餐 ￥15.00     潘鸿鹄、谢刘全等 ￥15.00   

    长寿区午餐 ￥193.00     李丽 ￥193.00   

    长寿区住宿费（3 天） ￥1,130.00     李丽 ￥1,130.00   

    江北区住宿费 ￥400.00   晚上到了江北住宿 李丽 ￥400.00   

    江北区晚餐 ￥247.00     李丽 ￥247.00   

    江北区买西瓜、李子 ￥12.00     李丽 ￥12.00   

  杂项办公费用 李潇、朱锐等个案组早餐、车费 ￥11.00     朱锐、李潇 ￥11.00   

    李潇、朱锐等个案组礼品费用----水果 ￥54.00   访谈了三个对象 朱锐、李潇 ￥54.00   

    买一件水 ￥20.00     毛文飞 ￥20.00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出租费（李丽去银行） ￥5.00     李丽 ￥5.00   

    坐火车水费 ￥26.00     李丽 ￥26.00   

    交通费---公交费（长寿城区---火车站） ￥2.50 16    李丽 ￥40.00   

    交通费---火车费（长寿区—重庆市） ￥10.00 16    李丽 ￥160.00   

    江北组联络员提前引导花费       王绅     

    交通费---公交费 ￥16.00     王绅 ￥16.00   

    餐费 ￥5.00     王绅 ￥5.00   

                  

2008.7.2

1 
资料准备 维权手册费用（第二批） ￥3.50 300    李丽 ￥1,050.00 ￥2,701.00  

    打印资料费---法条(胡仁兵) ￥5.00     胡仁兵 ￥5.00   

  食宿费用 江北区 21 日早餐 ￥84.00     李丽 ￥84.00   

    江北区午餐 ￥324.00     李丽 ￥324.00   

    江北区晚餐 ￥308.00     李丽 ￥308.00   

    21 日江北区住宿费 ￥400.00     李丽 ￥400.00   

  杂项办公用品 两包烟(朝天门) ￥5.00 2  作为访谈礼品 毛文飞 ￥10.00   

    矿泉水 ￥1.00 15    毛文飞 ￥15.00   

    白糖 ￥15.00     毛文飞 ￥15.00   

    一件水 ￥20.00   有 20瓶水 毛文飞 ￥20.00   

  个案访谈费用 秦大全、李丽个案访谈花费       秦大全、李丽     

    交通费 ￥6.00 2    秦大全、李丽 ￥12.00   

    买水 ￥1.00 2    秦大全、李丽 ￥2.00   

    面条等礼品 ￥14.00   面条等生活用品，因是入户访谈 秦大全、李丽 ￥14.00   

    江北区法律咨询场地租赁费 ￥400.00     李丽 ￥400.00   

  考察费用 王丹\朱百永再次九龙坡洽谈       王丹、朱白永     

    交通费 ￥20.00     王丹、朱白永 ￥20.00   



    餐费 ￥20.00     王丹、朱白永 ￥20.00   

    水费 ￥2.00     王丹、朱白永 ￥2.00   

                  

2008.7.2

2 
食宿费用 渝北区住宿费 ￥300.00     李丽 ￥300.00 ￥1,180.80  

    渝北区早餐 ￥78.00     李丽 ￥78.00   

    晚餐 ￥237.00     李丽 ￥237.00   

  杂项办公用品 牙刷 ￥4.50 16  作为访谈礼品 毛文飞 ￥72.00   

    DV 带子 ￥29.90 2    毛文飞 ￥59.80   

    三笑蚊香 ￥1.90 15    毛文飞 ￥28.50   

    济公喉宝 ￥3.50 2    毛文飞 ￥7.00   

    购物袋 ￥0.30 1    毛文飞 ￥0.30   

    购物袋 ￥0.20 1    毛文飞 ￥0.20   

    交通费 ￥10.00     毛文飞 ￥10.00   

    渝北区法律咨询场地费 ￥200.00     毛文飞 ￥200.00   

  个案访谈费用 棒棒费 ￥60.00   误工补贴 黎奉琼、朱百永 ￥60.00   

    交通费 ￥4.00 2    王丹、邹波 ￥8.00   

    补偿劳务费 ￥60.00 2    王丹、邹波 ￥120.00   

                  

2008.7.2

3 
杂项办公费用 开会买水 ￥20.00   一件水 毛文飞 ￥20.00  ￥3,376.10  

    金嗓子喉宝 ￥5.00 2    毛文飞 ￥10.00    

    清火片 ￥7.00     毛文飞 ￥7.00    

    霍香正气液 ￥6.00     毛文飞 ￥6.00    

    黎奉琼药费 ￥15.00   嗓子疼痛看了医生 黎奉琼 ￥15.00    

    白糖、洗衣粉 ￥31.00     毛文飞 ￥31.00    

    圆珠笔 ￥1.00 6    毛文飞 ￥6.00    

    圆珠笔 ￥1.50 2    毛文飞 ￥3.00    

    打火机 ￥0.70 8    毛文飞 ￥5.60    

    一条红河烟 ￥67.00   民工的礼品 毛文飞 ￥67.00    

    蚊香 ￥1.80 40    毛文飞 ￥72.00    

  食宿费用 学校午餐（山城口福居） ￥305.00     李丽 ￥305.00    

    荣昌区住宿 ￥300.00     李丽 ￥300.00    

    荣昌区晚餐 ￥290.00     李丽 ￥290.00    

  杂项交通费用 去荣昌区包车费 ￥2,100.00   往返程 荣昌是郊县路途远包了三辆车 李丽 ￥2,100.00    

  考察费用 荣昌组联络人员提前定点花费       朱锐、柳叶     

    交通费 ￥108.50     朱锐、柳叶 ￥108.50    

    买水果 ￥28.00     朱锐、柳叶 ￥28.00    

    买水 ￥1.00 2    朱锐、柳叶 ￥2.00    

                  

2008.7.2 个案调研费用 大煤矿调研小组花费       柳叶等   ￥1,002.00  



4 

    早餐 ￥62.00     柳叶等 ￥62.00   

    买水 ￥1.00 15    柳叶等 ￥15.00   

    午餐 ￥105.00     柳叶等 ￥105.00   

    交通费 ￥140.00   因距离较远 所以包车前往 柳叶等 ￥140.00   

    小煤矿调研小组花费       柳叶等     

    早餐 ￥30.00     柳叶等 ￥30.00   

    买水 ￥12.00     柳叶等 ￥12.00   

    午餐 ￥48.00     柳叶等 ￥48.00   

    交通费 ￥12.00     柳叶等 ￥12.00   

  杂项办公费用 买水 ￥17.00     毛文飞 ￥17.00   

    买李子 ￥14.00     毛文飞 ￥14.00   

    矿泉水 ￥20.00     毛文飞 ￥20.00   

    一条烟（红塔山） ￥65.00   给民工的礼品 毛文飞 ￥65.00   

  资料费 访谈资料复印费 ￥12.00     李丽 ￥12.00   

  食宿费用 荣昌区住宿费 ￥300.00     李丽 ￥300.00   

    荣昌区晚餐 ￥150.00     李丽 ￥150.00   

                  

2008.7.2

5 
杂项办公用品 早上买水 ￥1.00 17    毛文飞 ￥17.00 ￥948.50  

    材料费 ￥2.00 4    王绅 谢刘全等四人 ￥8.00   

    荣昌买水 ￥20.00     毛文飞 ￥20.00   

  
网费和打印资料花

费 
上网、打印法条 ￥5.00     李林 ￥5.00   

    网费、资料费 ￥38.00     朱百永、朱砚等 ￥38.00   

    网费 ￥15.00     辛桂元、邹波 ￥15.00   

    网费 ￥17.00     黎奉琼、潘鸿鹄 ￥17.00   

    网费 ￥8.00     毛文飞、胡仁兵 ￥8.00   

  食宿费用 早餐 ￥67.00     李丽 ￥67.00   

    荣昌区住宿费补交（半天租金） ￥50.00   下午还要考察 所以租了一间房放东西 李丽 ￥50.00   

    荣昌区午餐 ￥267.00     李丽 ￥267.00   

    回学校晚餐补贴 ￥10.00 17    李丽 ￥170.00   

  调研费用 下午小煤矿及去医院调研花费             

    交通费 ￥4.00 5    李林、毛文飞等 ￥20.00   

    买水 ￥1.00 5    李林、毛文飞等 ￥5.00   

    一包烟 ￥5.00 1  给民工的见面礼 李林、毛文飞等 ￥5.00   

    午餐费 ￥28.50     李林、毛文飞等 ￥28.50   

    给医院访谈病人的慰问礼品 ￥20.00 3  给病人的水果等礼品 李林、毛文飞等 ￥60.00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 ￥50.00 2  
包了两辆车坐不下所以另外几个人坐车回学

校 
谢刘权、辛桂元 ￥100.00   

    交通费 ￥48.00   同上 朱砚 ￥48.00   



                  

2008.7.2

6 
食宿费 

早餐费 
￥70.00     毛文飞 ￥70.00 ￥742.00  

    午餐费 ￥280.00     毛文飞 ￥280.00   

    晚餐费 ￥372.00     毛文飞 ￥372.00   

    “益暖杯”篮球赛水费 ￥20.00     毛文飞 ￥20.00   

                  

2008.7.2

7 
考察费用 九龙坡区联络人员提前定点花费       朱研   ￥754.80  

    交通费 ￥17.00     朱研 ￥17.00   

    餐费 ￥21.00     朱研 ￥21.00   

  食宿费 学校吃饭 ￥274.00     李丽 ￥274.00   

    买水 ￥20.00     李丽 ￥20.00   

    九龙坡住宿费 ￥400.00     李丽 ￥400.00   

    饮料费 ￥3.50 2  给两个开车师傅买的饮料 李丽 ￥7.00   

    买西瓜 ￥15.80     李丽 ￥15.80   

                  

2008.7.2

8 
法律咨询组花费 法律咨询组谢、胡午餐 ￥18.00     胡仁兵 谢刘全 ￥18.00 ￥1,069.00  

    法律咨询组谢、胡交通费 ￥12.00     胡仁兵 谢刘全 ￥12.00   

    考察费用 ￥11.00   去华岩镇考察费用 王丹 ￥11.00   

    交通费 ￥19.00     谢刘全 ￥19.00   

    水费 ￥15.00       ￥15.00   

  杂项办公用品 洗衣粉 ￥2.10 6    毛文飞 ￥12.60   

    洗衣粉 ￥3.80 2    毛文飞 ￥7.60   

    洗衣皂 ￥7.50 4    毛文飞 ￥30.00   

    一个购物袋 ￥0.30 1    毛文飞 ￥0.30   

  资料费 复印问卷 100份双面 ￥30.00     李丽 ￥30.00   

  杂项交通费 调研回来交通费 ￥5.00     王绅、李林、李潇等 ￥5.00   

    交通费 ￥1.50 4  物资采购交通费 王绅、李林、李潇等 ￥6.00   

  调研费用         黎奉琼     

    早餐 ￥39.00     毛文飞 ￥39.00   

    上午水费 ￥12.00     毛文飞 ￥12.00   

    中午水费 ￥8.00     毛文飞 ￥8.00   

    下午水费 ￥5.00     毛文飞 ￥5.00   

    午餐费 ￥81.00     毛文飞 ￥81.00   

     晚餐费 ￥40.00     毛文飞 ￥40.00   

    交通费 ￥5.00     毛文飞 ￥5.00   

    社会调研个案花费       王绅、殷正凤、李林     

    交通费 ￥3.00     王绅、殷正凤、李林 ￥3.00   

    水费 ￥2.00     王绅、殷正凤、李林 ￥2.00   



    交通费—打的回来 ￥5.00     王绅、殷正凤、李林 ￥5.00   

    社会调研个案花费       朱锐、殷正凤     

    水费 ￥1.50 3      ￥4.50   

    午餐费 ￥20.00       ￥20.00   

    调研花费       柳叶     

    早餐 ￥10.00     柳叶 ￥10.00   

    午餐费 ￥20.00     柳叶 ￥20.00   

    水费 ￥4.00     柳叶 ￥4.00   

    调研花费       毛文飞、辛桂元     

    早餐 ￥5.00       ￥5.00   

    午餐费 ￥13.00       ￥13.00   

    水费 ￥6.00       ￥6.00   

  食宿费用 九龙坡区晚餐 ￥200.00       ￥200.00   

    秦大全、李丽午餐 ￥20.00       ￥20.00   

    九龙坡住宿费 ￥400.00       ￥400.00   

                  

2008.7.2

9 
杂项交通费 打的费 ￥20.00     

朱百永 王丹 
￥20.00 ￥818.10  

  杂项办公用品 水费 ￥6.00     秦大全 胡仁兵等 ￥6.00   

  食宿费 午餐费用 ￥215.00     秦大全 胡仁兵等 ￥215.00   

    水费 ￥7.00       ￥7.00   

    九龙坡区早餐             

    牛奶  ￥50.00       ￥50.00   

    购物袋 ￥0.20 3      ￥0.60   

    给司机买面包和牛奶 ￥14.50       ￥14.50   

    小包子 ￥20.00       ￥20.00   

    早餐 ￥14.00     李丽、毛文飞 ￥14.00   

    回学校晚餐 ￥200.00       ￥200.00   

    未吃晚餐人员补贴 ￥40.00     潘鸿鹄、李潇等四人 ￥40.00   

    未吃午餐人员补贴 ￥30.00     
潘鸿鹄、王绅、朱白

永 
￥30.00   

    午餐费用 ￥78.00     
毛\黎\柳\王丹\殷等五

人 
￥78.00   

    水费 ￥2.00 5    
毛\黎\柳\王丹\殷等五

人 
￥10.00   

  考察费 去沙坪坝定点人员花费             

    交通费 ￥54.00       ￥54.00   

    水费 ￥6.00       ￥6.00   

    午餐  ￥53.00       ￥53.00   

                  

2008.7.3 食宿费用 沙坪坝活动水费 ￥20.00       ￥20.00 ￥3,485.00  



0 

    午餐 ￥350.00       ￥350.00   

    晚上买水 ￥25.00       ￥25.00   

    晚餐 ￥290.00       ￥290.00   

  杂项交通费 全程包车交通费结算 ￥2,800.00       ￥2,800.00   

                  

2008.7.3

1 
资料费 

全程维权手册复印\制作费结算 
￥1,516.70       ￥1,516.70 ￥3,095.80  

    买一个移动硬盘 ￥355.00   用于保存、转存所有资料   ￥355.00   

  食宿费用 团队早餐 ￥45.10       ￥45.10   

    团队晚餐 ￥370.00       ￥370.00   

    团队午餐 ￥223.00       ￥223.00   

    水费 ￥3.00   取保险单车费 黎奉琼、朱白永 ￥3.00   

    晚餐费 ￥16.00   王丹\朱百永九龙坡取带子 王丹、朱百永 ￥16.00   

  杂项交通费 交通费 ￥39.00   王丹\朱百永九龙坡取带子 王丹、朱百永 ￥39.00   

    交通费 ￥18.00   取保险单车费 黎奉琼、朱白永 ￥18.00   

  补助费用 电话费 ￥30.00 17  给所有团队成员补助电话费 李丽 ￥510.00   

2008.9.0

9 
餐费 餐费 ￥10.00 10  调研组通宵赶报告，补助餐费 调研组 ￥100.00 ￥100.00 

2008.9.2

0 
材料制作 后期各种资料费 

￥0.10/0.2

0 
500  调研以及咨询所需资料费用结算 李丽 ￥300.00 ￥853.00  

    调查报告制作 ￥15.00 30  彩板,包括装帧费用 李丽 ￥450.00   

    制作画册 ￥84.00 1  彩色画册，包含设计费用 黎奉琼、柳叶 ￥84.00   

    CD 刻录制作 ￥4.00 1      ￥4.00   

    剪辑视频 ￥15.00 1  在学校内找同学帮忙制作,劳务费 李丽 ￥15.00   

总支出               ￥27,684.40  

 



附录七：资金使用说明 

 

 

项目 支出金额（单位：元） 占总支出百分比（单位：%） 

交通费 6923.20 25.56 

餐费 7797.20 28.79 

住宿费 3680.00 13.59 

话费 1500.00 5.54 

资料费 5178.70 19.12 

礼品费 1255.90 4.64 

水费 356.50 1.32 

其他 392.90 1.44 

总支出 27084.40 100.00 

说明： 

1． 资料费印制维权知识手册、制作横幅、打印调查问卷、制作宣传单和其他法律咨询资料的费用； 

2． 礼品费用包括购买杂项办公用品费用、个案访谈的民工礼品、民工误工费等； 

3． 其他费用中，快递费用 20 元，购买硬盘用 355 元，买药品等用 17.9 元。 



      附录三：         

 

 

项目收入表 

团队收到主办方资金赞助 33556.00 元，打到学校帐户后，我们从学校借款 30000.00 用于暑期实践活动。 

现金收入： 

2008 年 7 月 29 日，收到九龙坡区政府现金赞助 300.00 元； 

2008 年 9 月 10 日，租赁学校的设备完好无损归还，学校退还 600.00 元。 

其他： 

动感地带俱乐部赞助帽子 8 个； 

渝北区政府赠送围裙 100 个，宣传资料 500 份； 

重庆爱德华医院赞助扇子 20 个； 

沙坪坝梨树湾社区赞助小手册 100 余份。 



附录四： 

 

 

 

                           财务总表 

申请总金额 33556.00 元 

到帐总金额 33556.00 元 

支出金额 27084.40 元 

收入金额 300.00 元 

团队结余 6771.60 元 

备注：1、因写周报告时，前期报告费用尚未出来，出现错误。以最

后整理的资金支出表为准； 

      2、剩余的资金部分用于专场报告会的费用、资助法律诊所、

以及制作画册（目前只是制作了一本）； 

      3、剩余资金将及时通知主办方； 

      4、租赁学校设备完整归还，学校将 600 元退还给我们，因此

此项没有支出。 

       

 

 



附录五: 

益暖中华— 

西南政法大学团队 

 

 

 

物资清单表 
 

 

 

 

编制人：毛文飞 

2008 年 8 月 

时间 物资类型 数量 单价 经手人 来源 去向 

2008.7.12 T 恤 10 件 未知 杨梦霞 西南政法大学

社调中心 

队员 

2008.7.12 T 恤 14 件 未知 李丽 大赛组委会 队员 

2008.7.13 帽子 8 个 未知 李丽 动感地带俱乐

部 

所有队员 

2008.7.16 洗衣粉 20 袋 2.1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16 蚊香 1 盒 5．9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16 毛巾 18 块 2．5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笔记本 15 个 4.9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6 笔记薄 2 个 5.9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6 中性笔 2 板 3.8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信封 5 打 1.9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秦大全装票据 

2008.7.16 工艺扇 13 个 1.9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6 精美扇 2 个 2.5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6 脚板扇 3 个 2.8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6 扑克 4 副 1.5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花露水 2 瓶 8.2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洗衣皂 40 个 1.7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16 藿香正气液 3 盒 4.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购物袋 5 个 0.3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6 DV  三台 未知 李丽 学校全程租赁 已归还学校 

2008.7.16 电脑 三台 未知 李丽 团队成员 团队成员 

2008.7.17 第一批维权知识

手册 

300

份 

3.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17 横幅 3 匹 56.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所有 

2008.7.17 调查问卷 900

份 

0.3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所有 

2008.7.17 西瓜 12 斤 1.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7 透明胶 2 个 8.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法律咨询 

2008.7.17 护理液/洗发液等 8 瓶 15.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8 绳子 1 副 3.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法律咨询 

2008.7.18 洗衣皂 30 个 1.6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18 购物袋 1 个 0.3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所有 

2008.7.18 金嗓子 1 盒 5.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8 矿泉水 1 件 20.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8 金嗓子 1 盒 5.00 黎奉琼

潘鸿鹄 

项目资金购买 队员 

2008.7.18 苹果 4 斤 4.00 黎奉琼

潘鸿鹄 

项目资金购买  民工师傅 

2008.7.19 访谈单 10 份 3.00 黎奉琼 团队制作 所有队员 

2008.7.19 矿泉水 25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19 西瓜 17 斤 1.50 李林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0 水果 3 份 18.00 李潇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0 矿泉水 26 瓶 1.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0 矿泉水 1 件 20.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0 李子 1 斤 3.00 柳叶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1 第二批维权知识

手册 

300

份 

3.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1 法条 5 张 1.00 胡仁兵 项目资金购买 法律咨询 

2008.7.21 香烟 2 盒 5.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1 矿泉水 39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1 白糖 5 包 3.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1 面条 7 包 2.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2 牙刷 16 个 4.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2 DV 带子 2 盘 29.9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所有 

2008.7.22 蚊香 15 盒 1.9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2 济公喉宝 2 盒 3.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2 购物袋 2 个 0.25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矿泉水 22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金嗓子 2 盒 5.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清火片 2 盒 3.5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藿香正气液 2 盒 3.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胖大海 未知 未知 黎奉琼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白糖 5 包 3.00 胡仁兵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3 洗衣粉 4 包 4.00 胡仁兵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3 圆珠笔 8 支 1.00（6

支）、1.50

（2 支）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3 打火机 8 个 0.7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3 围裙 100

个 

未知 李丽 渝北区政府 小区民工 

2008.7.23 宣传资料 500

份 

未知 李丽 渝北区政府 小区民工 

2008.7.23 香烟 1 条 6 7.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3 蚊香 40 盒 1.8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4 矿泉水 27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4 矿泉水 37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4 李子 5 斤 3.00 柳叶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4 访谈单 40 张 0.30 毛文飞 团队制作 所有队员 

2008.7.24 香烟 1 条 65.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5 矿泉水 1 件 20.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5 矿泉水 18 瓶 1.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5 水果、纪念品 3 份 20.00 柳叶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5 香烟 1 包 5.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6 矿泉水 20 瓶 1.00 胡仁兵 “益暖杯”篮球

赛 

所有队员 

2008.7.27 矿泉水 1 件 20.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7 脉动水 2 瓶 3.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司机师傅 

2008.7.27 西瓜 12 斤 1.4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8 矿泉水 54 瓶 1.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矿泉水 12 瓶 1.00 秦大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酸梅汤 7 杯 1.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牛奶 19 瓶 2.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牛奶 1 瓶 2.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司机师傅 

2008.7.29 面包 1 包 12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司机师傅 

2008.7.29 小包子 9 袋 2.00（8

袋）、1.00

（1）袋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问卷 100

份 

未知 毛文飞 团队制作 所有队员 



2008.7.29 洗衣粉 6 包 2.1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农民工师傅 

2008.7.29 洗衣粉 2 包 3.8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洗衣皂 4 个 7.5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购物袋 1 个 0.3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29 奶茶 5 杯 2.00 黎奉琼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队员 

2008.7.30 矿泉水 1 件 20.00 毛文飞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30 奶茶 10 杯 2.5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队员 

2008.7.30 扇子 20 个 未知 李丽 重庆爱德华医

院 

民工师傅 

2008.7.30 普法小手册 100

本 

未知 李丽 梨树湾社区政

府 

民工师傅 

2008.7.31 移动硬盘 1 个 355.00 秦大全 项目资金购买 所有队员 

2008.7.31 奶茶 9 杯 1.00（1

杯）、2.50

（8 杯）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队员 

2008.7.31 矿泉水 3 瓶 1.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队员 

2008.9.20 资料 500

份 

0.10/0.2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成员 

2008.9.20 画册 1 份 84.00 黎奉琼 项目资金购买 主办方 

2008.9.20 调查报告 30 份 15.00 李丽 项目资金购买 团队成员/指导

老师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