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 支付对象/委托对象 金额

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贵港爱尔眼科医院 ¥3,442.00

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海口龙华鑫际富广告装饰公司 ¥700.00

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海口子豪广告公司 ¥2,023.50

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海南三丰彩色印刷公司 ¥2,275.00

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河南诚安医疗公司 ¥2,300.00

6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河南至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500.00

7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江苏优立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31,009.51

8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兰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24,798.00

9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娄底眼科医院 ¥5,000.00

10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艾看特商贸有限公司 ¥627,480.00

1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219,802.83

1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225,505.92

1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邵阳爱尔眼科医院 ¥10,000.00

1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郑州普瑞眼科医院（物资接收方） ¥48,372.00

1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昆明市点亮眼镜教育公益支持中心（物资接收方） ¥39,600.00

16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日喀则市江孜县教育局（物资接收方） ¥155,850.00

17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7,155.00

18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长春爱尔眼科医院 ¥10,000.00

19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丹阳市万新视光职业培训学校 ¥87,862.73

20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济宁市海天职业培训学校 ¥190,999.00

21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上海携程宏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750.00

22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爱眼伙伴培训学习交通费用报销 ¥30,728.70

23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天津市万里路光学视光职业培训学校 ¥62,770.00

24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中国眼镜科技杂志社 ¥50,000.00

25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玉树八一医院（物资接收方） ¥21,000.00

26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物资接收方） ¥150,000.00

27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上海册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00

28 老年人视力改善公益行动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42,926.07

29 抗击疫情紧急救援项目 上海市民政局、援鄂医疗队等（物资接收单位） ¥670,797.57

2020年公益支出



序号 项目 支付对象/委托对象 金额

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厦门市鑫航昕工贸有限公司 ¥6,800.00

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玉树八一医院（物资接收方） ¥15,000.00

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272,551.10

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248,937.83

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昭通市昭阳区升格影视工作室 ¥12,000.00

6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济宁市海天职业培训学校 ¥33,999.00

7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济宁市任城区育仁职业 ¥120,506.00

8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津市万里路视光职业 ¥55,020.00

9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上海携程宏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6,718.00

10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爱眼伙伴培训学习交通费用报销 ¥156,836.13

11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天津市万里路光学视光职业培训学校 ¥18,240.00

12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玉树八一医院（物资接收方） ¥9,000.00

13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山东省鲁南眼科医院（物资接收方） ¥174,000.00

14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昆明市点亮眼镜教育公益支持中心（物资接收方） ¥378,700.00

15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北京大学 ¥380,000.00

16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上海看见爱志愿者服务
中心 ¥31,400.00

17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上海看见爱志愿者服务中心 ¥25,000.00

18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上海市学校卫生保健协会 ¥600,000.00

19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上海寅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00

20 视觉健康意识提升项目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1,250,000.00

21 老年人视力改善公益行动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110,103.51

2019年公益支出



序号 项目 支付对象/委托对象 金额

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北京思博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5,000.00

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河南木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6,625.80

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品冠国际贸易 ¥75,000.00

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册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0

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156,757.51

6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言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4,028.00

7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147,374.71

8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7,150.00

9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781.00

10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14,000.00

11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兰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3,200.00

12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13 视力防护公益项目 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 ¥144,020.00

2018年公益支出



序号 项目 支付对象/委托对象 金额

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大同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300,000.00

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300,000.00

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合肥普瑞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40,000.00

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97,006.00

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兰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7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恩维季光学有限公司 ¥705,359.50

8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 ¥3,276.00

9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413,854.00

10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上海依视路光学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236,892.50

11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乌鲁木齐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12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烟台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50,000.00

13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宜昌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50,000.00

14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益阳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50,000.00

15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永州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50,000.00

16 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计划 郑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17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成都普瑞眼科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17,200.00

18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合肥普瑞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12,800.00

19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昆明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35,200.00

20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兰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10,400.00

22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

23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郑州普瑞眼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5,600.00

24 视光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重庆普瑞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24,000.00

2017年公益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