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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民政局 2019 年度
中央及省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

2019 年，我市共收到中央和省级补助彩票公益金 4049.7

万元，重点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

公益类项目。根据《彩票管理条例》、《民政部彩票公益金

使用管理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我局 2019 年度

中央及省级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 1823.6 万元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下达 2019 年中

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的

通知》（豫财社〔2019〕72 号）文件，我市共收到中央补助

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 1823.6 万元，结合项目情况和省民政

资金分配意见进行下拨，其中补助各县（市、区）800.6 万

元，补助本级预算单位 1023 万元。

（一）补助县（市、区）项目 800.6 万元

1.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588 万元

（1）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项目 472 万元。主要用于支持 2019 年新建设的 118 个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按照每个补助 4 万元进

行分配，已全部分配至各县（市、区）。

（2）敬老院提升改造项目 116 万元。综合考虑各县（市、

区）农村敬老院提升改造工作实施情况进行分配，专项用于

敬老院提升改造工程，已全部分配至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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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108 万元

（1）新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及购买服务项目

60 万元。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豫民文

〔2018〕271 号）文件要求，对拟于 2020 年新建的高新区、

郑东新区、经开区、航空港区 4 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按照

每个 15 万元的标准支持建设。

（2）已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购买服务项目 48 万。根

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豫民文〔2018〕271

号）文件要求，对计划 2019 年底前建成的金水区、中原区、

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上街区 6 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

按照每个 8 万元进行补助。

3.儿童福利类项目 81 万元

（1）孤儿助学项目 65 万元。按照《民政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

通知》（民办发〔2019〕24 号）文件要求，依据各县（市、

区）审核上报超龄上学孤儿人数进行分配，已分配至各县市

区。

（2）“儿童之家”补助项目 16 万元。根据省民政厅《2019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儿童福利事业专项资金分配说

明》要求，按照每个儿童之家 1 万元的标准进行分配，资金

主要用于安全保障方面购置报警器、灭火器、微型消防站、

消防广播、消防警铃、疏散灯、灭火毯、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第 3 页 共 10 页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消防广播系统、微型消防站、红外线消

毒灭菌设备、防毒面具、监控设备等，已分配至各县（市、

区）。

4.社会公益类项目 23.6 万元

（1）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 23.6 万元。为进一步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提高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水平，根据

二七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现状和需求，为二七区分配项目

资金 23.6 万元。

（二）补助本级项目 1023 万元

1.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128 万元

（1）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和其它老年人福利项目 80万元。

项目名称：郑州市养老机构安全信息监管服务中心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民政局

资金额度：80 万元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构建郑州市养老机构安全监管

信息服务中心，建立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安全及服务智能化监

管信息平台，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进行政府采购，大大提高

了我市养老机构安全水平。

项目联系人：王中华 联系电话：0371-67175081

（2）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和其它老年人福利项目 48万元。

项目名称：郑州市老年公寓维修升级改造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老年公寓

资金额度：48 万元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郑州市老年公寓智慧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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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

项目联系人：陈涛 联系电话：0371-65319229

2.儿童福利类项目 883 万元

（1）孤儿助学项目 4 万元。

项目名称：郑州市社会福利院孤儿助学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社会福利院

资金使用方向：按照《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彩

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民办

发〔2019〕24 号）文件要求，为院内 4 名孤儿发放助学金。

项目联系人：周秋 联系电话：0371-63782454

（2）儿童福利机构补助项目 158 万元。

项目名称：儿童福利机构补助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资金使用方向：根据省民政厅《2019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支持儿童福利事业专项资金分配说明》要求，为郑州市

儿童福利院分配补助资金 158 万，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养育方面设施设备；二是治疗方面设施设备；三是特教

方面设施设备；四是康复方面设施设备；五是安全保障方面

设施设备。主要用于市儿童福利机构的设施设备购置、养育

建筑的维修维护，提升集中养育孤残儿童养治教康水平，改

善孤残儿童生活环境。

项目联系人：包连云 联系电话：0371-56273737

（3）脑瘫康复训练基地补助项目 20 万元。

项目名称：脑瘫康复训练基地补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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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资金使用方向：根据省民政厅《2019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支持儿童福利事业专项资金分配说明》要求，为郑州市

儿童福利分配脑瘫康复训练基地补助资金 20 万，主要购置

用于康复训练和安全保障的设施设备：下肢训练机器人、RA

智能上肢训练系统、吞咽功能治疗仪、智慧用电系统、发电

机组、安全监控系统等。该项目对脑瘫儿童进行科学康复训

练活动，提高脑瘫儿童的肢体运动功能及认知语言功能，改

善儿童残疾程度。

项目联系人：陈春燕 联系电话：0371-67671831

（4）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701 万元。

项目名称：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资金使用方向：根据省民政厅《2019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支持儿童福利事业专项资金分配说明》要求，为郑州市

儿童福利分配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资金 701 万元。

该项目用于支付院内儿童在“明天计划”定点医院的住院等

相关费用，对患儿进行检查治疗及抢救，减轻患儿病痛，提

高生存率。

项目联系人：陈春燕 联系电话：0371-67671831

3.社会公益类项目 12 万元

（1）购买儿童督导员培训服务项目 12 万元。

项目名称：购买儿童督导员培训服务项目

项目单位：郑州市救助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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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方向：根据省民政厅《2019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

益金支持儿童福利事业专项资金分配说明》要求，为郑州市

救助管理站分配购买儿童督导员培训服务资金，通过购买服

务的方式加强基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能力建设，对儿童督导

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儿童督导员工作技巧和业务能

力。

项目联系人：杨艳霞 联系电话：0371-68953532

二、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2226.1 万元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19 年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的通知》（豫财综〔2018〕78 号），我

市共收到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项目补助 2226.1 万元，结合

项目情况和省民政资金分配意见进行下拨，其中补助各县

（市、区）1608 万元，补助本级预算单位 618.1 万元。

（一）补助各县（市、区）项目 1608 万元

1.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1336 万元

（1）敬老院设施设备补助资金 246 万元。按照《关于

明确 2019 年省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用于补助敬老院设施

设备资金使用要求的通知》（豫民文〔2019〕25 号）要求，

综合考虑各县（市、区）敬老院设施设备及需求情况进行分

配。

（2）城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补助项目 640 万元。此

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 2018 年已经建成，面积较大，具

备开业营运条件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经省民政厅检查

验收，市老龄办和县（市、区）老龄部门复核，共 64 个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符合补助条件，按照每个补助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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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配。

（3）市县两级城镇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康复及其他设

施设备补助资金 60 万元。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明确 2019

年省本级福彩公益金中用于补助社会福利和慈善有关资金

使用范围的通知》要求，对郑州市社会福利院、新郑市社会

福利中心、登封市社会福利中心进行补助分配，补助资金按

照消防安全类、厨具清洁类、特殊教育类、医疗康复类的优

先次序，统一安排，逐类配置。

（4）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养老等设施设备）

补助项目 390 万元。此项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 78 个省级

规范化社区，按照每个社区 5 万元进行补助分配。

2.儿童福利类项目 72 万元

（1）儿童之家设施设备补助项目 72 万元。根据省民政

厅《关于 2019 年省级彩票公益金有关情况分配使用说明》

要求，对经省厅验收儿童之家进行补助分配，每个儿童之家

补助 3 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村（居）儿童之家配备监控、

安全设施及空调、电脑、电视剧、课桌、图书等设施。

3.社会公益类项目 200 万元

（1）慈善超市及社会捐助体系建设（设施设备配置）

项目补助 20 万元。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明确 2019 年省

本级福彩公益金中用于补助社会福利和慈善有关资金使用

范围的通知》要求，对登封市、航空港区、上街区、郑东新

区的慈善超市按每个县（市、区）5 万元进行资助，主要用

于购置全自动洗衣机、消毒机、加工设备和货架等设施设备。

（2）县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机构救助车辆购置补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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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根据省民政厅《关于 2019 年省级彩票公益金有关情

况分配使用说明》和《河南省 2019 年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

购置救助专用车辆分配表》要求，对中原区、二七区、管城

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

登封市、郑东新区、高新区 12 个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给予 1

辆救助专用车辆购置资金支持，每辆车补助 10 万元。

（3）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服务项目补助 60万元。

根据 2018 年郑州市社会组织申报省级公益金项目情况，优

先考虑面向民生、面向群众、面向基层的项目，优先考虑在

特定领域发挥独特作用、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具有重大社会

影响的社会组织进行补助。

（二）补助本级项目 618.1 万元

1.老年人福利类项目 36 万元

项目名称：市县两级城镇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康复及其

他设施设备补助资金 36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社会福利院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市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康复及

其他设施设备补助，按照消防安全类、厨具清洁类、特殊教

育类、医疗康复类的优先次序，统一安排，逐类配置。

项目联系人：郭飞 联系电话：0371-63782618

2. 残疾人福利类项目 250 万元

（1）项目名称：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补

助项目 100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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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市八院通过公开招标政府采购方式购买了颤监护仪 6

台、购失眠治疗仪 1 台、购经颅直流电治疗仪 2 台。

项目联系人：张晋莉 联系电话：0371-55628210

（2）项目名称：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补

助项目 50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嵩山医院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

补助，用于多功能护理床、牙科治疗椅等医疗设备，改善医

院基础设备薄弱，增加病人就诊量。

项目联系人：李军 联系电话：0371-56689360

（3）项目名称：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补

助项目 50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

补助，购买医疗设备短波治疗机、臭氧治疗仪、艾灸烟雾过

滤器，满足广大患者对医疗设备的需求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服

务。

项目联系人：刘亚杰 联系电话：0371-67120273

（4）项目名称：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配置补

助项目 50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设施设备

补助，购置言语点读、集中、平板训练系统，增强交互式训

练，方便送教入家，方便广大教师、康复师更好地进行听障

儿童言语集中训练工作，使言语训练变得好玩、有趣，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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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训练效果。

项目联系人：董艳华 联系电话：0371-68884833

3. 儿童福利类项目 332.1 万元

项目名称：残疾孤儿治疗康复“明天计划”省级补助项

目 332.1 万元

项目单位：郑州市儿童福利

资金使用方向：该项目主要用于支付院内儿童在“明天

计划”定点医院的住院等相关费用，支付患儿住院期间的医

疗护理费用，为患儿提供安全、贴心的医疗环境，减轻病痛。

项目联系人：陈春燕 联系电话：0371-67671831

特此公告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