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 大爱清尘捐赠明细      注：50元以下合并显示 
捐赠日期 捐赠人 捐赠项目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元）
2015/4/8 郭华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拾晶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5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8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200.00 

2015/4/6 腾讯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500.00 

2015/4/9 余钊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502.62 

2015/4/5 王亮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 

2015/4/7 杨明祥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00.00 

2015/4/9 李录廷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00.00 

2015/4/2 郭放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200.00 

2015/4/1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0 

2015/4/9 陈科宇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70.00 

2015/4/5 洪国庆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 胡莉萍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 唐文正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 王春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7 王春磊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5 陈清法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3/31 于洁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6.61 

2015/4/2 张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60.00 

2015/4/1 王小龙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60.00 

2015/4/8 蔡磊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66.66 

2015/3/31 石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74.97 

2015/4/3 安抒望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80.00 

2015/4/2 蒋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 康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3 廖庆升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9 林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3 刘岭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3 宋鑫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4 孙威龙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8 王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9 王知欣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8 向华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7 薛昊天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5 张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 张蔚青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 赵志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 邹颖团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6 陶静燕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4 万婷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7 吴娇琦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5 吴娇琦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8 吴娇琦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8 蔡书腾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3 卢晓华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00.00 

2015/4/1 周善琬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00.00 

2015/4/6 张锡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00.00 

2015/4/6 尹涛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12.00 

2015/4/4 袁良永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400.00 

2015/4/4 袁良永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495.00 

2015/4/3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9 张茂州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49,848.36 

2015/4/2 周富荣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1 周瑞珍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4 马文慧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1 尹涛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1,095.00 

2015/4/4 何星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1,460.00 

2015/4/1 廖志琼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 

2015/4/1 廖志琼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1,812.60 

2015/4/1 朱起鹤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1,096.70 

2015/4/3 吕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0.00 

2015/4/3 姚凤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3,000.00 

2015/4/8 何佩仪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 

2015/4/12 李洪燕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344.10 

2015/4/11 张达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00.00 

2015/4/12 王磊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20.00 

2015/4/14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0 



2015/4/16 陈佳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30.00 

2015/4/15 骆怀东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4 魏仲亚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0 赵青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4 周浩翔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3 刘梦丹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3 江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80.00 

2015/4/11 金文蕙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1 吕佳璐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5 马庆梅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4 沈建琴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3 王铮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4 袁良永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6 袁毅红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4 张晨伟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3 姜美乾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50.00 

2015/4/14 王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10 袁良永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16 杨波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400.00 

2015/4/12 张晓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4,000.00 

2015/4/16 曾静仪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0 

2015/4/14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00 

2015/4/16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7,637.53 

2015/4/12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6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13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1.00 

2015/4/11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200.00 

2015/4/15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500.00 

2015/4/14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600.00 

2015/4/14 腾讯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600.00 

2015/4/16 刘青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255.46 

2015/4/14 卢正英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200.00 

2015/4/15 陈颖冬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100.00 

2015/4/16 爱心人士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100.00 

2015/4/18 周丽群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26,960.00 

2015/4/18 何晓翠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1,000.00 

2015/4/23 肖丽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 

2015/4/23 李肃戈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 

2015/4/19 郑艺琳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00.00 

2015/4/21 黄一昊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100.00 

2015/4/23 赵一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200.00 

2015/4/17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2,000.00 

2015/4/23 甘桂霞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200.00 

2015/4/19 侯莉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9 孙威龙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2 王春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9 熊凯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19 刘笑天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1 刘笑天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62.28 

2015/4/21 陈逸波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62.28 

2015/4/22 梁毅凌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7 刘静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1 王妍舒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7 徐欣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7 杨瑛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7 赵洁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7 江明明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19 陈旭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5.00 

2015/4/23 葛颖超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0 马超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1 杨青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2 张卫东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19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2 姜思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61.00 

2015/4/19 徐颖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21 袁良永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19 卢晓华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23 孟宪公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0 

2015/4/22 吴佳明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0 

2015/4/17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0 

2015/4/23 莫翼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9,718.09 

2015/4/21 张巍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17 腾讯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730.00 

2015/4/23 张锦阳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389.62 

2015/4/20 齐海燕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300.00 

2015/4/25 何星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 



2015/4/26 苏楠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 

2015/4/26 爱心人士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14.54 

2015/4/27 邱育群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4,850.00 

2015/4/28 曾丽芳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50.00 

2015/4/30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银行汇款（紫竹）         3,000.00 

2015/4/24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26 腾讯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27 腾讯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100.00 

2015/4/30 孙达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财付通            450.21 

2015/4/24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 

2015/4/29 李方芳 大爱清尘·购医疗器械 支付宝             50.00 

2015/4/24 彭金娇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9 陈书俊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 

2015/4/27 戴亚敏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5 江美晨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8 李冉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7 李郁葱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4 刘思辰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9 孙晶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5 张林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8 朱玲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5 陈永鑫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00.00 

2015/4/28 吴辉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190.00 

2015/4/24 吴娇琦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5 陈霞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200.00 

2015/4/26 曲志国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27 童庆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28 陈敦渝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 

2015/4/26 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5,000.00 

2015/4/29 翟秀红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支付宝         39,792.00 

2015/4/26 张茂州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28 钟怡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28 朱玲莉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25 李文渊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365.00 

2015/4/28 姜勇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450.00 

2015/4/26 陈敦渝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730.00 

2015/4/26 网易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子女教育救助 支付宝          1,095.00 

2015/4/5 网易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网易宝             60.00 

2015/4/4 网易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网易宝            100.00 

2015/4/5 网易爱心网友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网易宝            100.00 

2015/4/8 网易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网易宝            300.00 

2015/4/29 网易爱心网友(众人） 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 网易宝             99.00 

总计        332,74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