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市州 县区 项目名称 援助主体
1 成都巿 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 香港特区政府

2 成都巿 华西医院远程医疗网络平台 香港特区政府

3 成都巿 四川奥林匹克运动学校 香港赛马会

4 成都巿 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 香港赛马会

1 成都巿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解北小学 台湾

2 成都巿 崇州巿 崇州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3 成都市 崇州市 成都市崇州市职业中专 台湾

4 成都市 崇州市 成都市崇州市怀远中学 台湾

5 成都市 大邑县 大邑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6 成都巿 大邑县 大邑县悦来敬老院 香港特区政府

7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市大邑县子龙街小学 台湾

8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市大邑县职教中心（职业高级中学） 台湾

9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市大邑县出江镇九年制学校 台湾

10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市大邑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实作实习基地 台湾

11 成都市 都江堰市 成都都江堰市“爱心家园”社区 台湾

12 成都市 都江堰市 成都都江堰新建小学 台湾

13 成都市 邛崃市 成都市邛崃市永丰幼儿园 台湾

14 成都市 邛崃市 成都市邛崃市夹关镇九年制学校 台湾

15 成都市 彭州市 成都市彭州市新兴亚东小学 台湾

16 成都市 彭州市 成都市彭州市三昧水慈善医院 台湾

17 成都市 新津县 成都市新津县永商镇中心小学 台湾

18 成都市 金堂县 成都市金堂县杨柳小学 台湾

19 成都市 金堂县 成都市金堂县韩滩小学 台湾

20 阿坝州 阿坝州残疾人康复中心 台湾

21 阿坝州 黑水县 黑水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2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3 阿坝州 理县 理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4 阿坝州 理县 阿坝州理县古尔沟小学 台湾

25 阿坝州 茂县 茂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6 阿坝州 茂县 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小学校 台湾

27 阿坝州 松潘县 松潘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8 阿坝州 小金县 小金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9 阿坝州 九寨沟县 阿坝州九寨沟县勿角中心校住宿楼 台湾

30 阿坝州 金川县 阿坝州金川县马奈中心校 台湾

31 阿坝州 汶川县 水磨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2 阿坝州 汶川县 省道303公路映秀至卧龙段 香港特区政府

33 阿坝州 汶川县 规划编制项目 香港特区政府

34 阿坝州 汶川县 "数字卧龙"系统工程 香港特区政府

港台援助项目清单
类别一：省级部门直管项目

类别二：市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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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阿坝州 汶川县 标牌、标桩设施 香港特区政府

36 阿坝州 汶川县 乡土文化遗产 香港特区政府

37 阿坝州 汶川县 地质灾害治理与防治 香港特区政府

38 阿坝州 汶川县 道路交通设施恢复与新建 香港特区政府

39 阿坝州 汶川县 大熊猫栖息地植被恢复 香港特区政府

40 阿坝州 汶川县 巡护监测路网恢复重建 香港特区政府

41 阿坝州 汶川县 自然与地震博物馆 香港特区政府

42 阿坝州 汶川县 都江堰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43 阿坝州 汶川县 灾后电力能源恢复与重建 香港特区政府

44 阿坝州 汶川县 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45 阿坝州 汶川县 管理局办公和职工工作用房 香港特区政府

46 阿坝州 汶川县 耿达一贯制学校 香港特区政府

47 阿坝州 汶川县 卧龙中心学校 香港特区政府

48 阿坝州 汶川县 医疗保健重建 香港特区政府

49 阿坝州 汶川县 卧龙社会福利院 香港特区政府

50 阿坝州 汶川县 垃圾处理和转运系统 香港特区政府

51 阿坝州 汶川县 供排水设施恢复与新建 香港特区政府

52 阿坝州 汶川县 五一棚大熊猫观察站 香港特区政府

53 阿坝州 汶川县 邓生保护站 香港特区政府

54 阿坝州 汶川县 三江保护站 香港特区政府

55 阿坝州 汶川县 木江坪保护站 香港特区政府

56 阿坝州 汶川县 阿坝州汶川县教师培训中心 台湾

57 巴中巿 巴州区 巴州区第四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58 巴中巿 巴州区 恩阳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59 巴中巿 巴州区 玉井中心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60 巴中巿 巴州区 巴州区第一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61 巴中巿 巴州区 巴中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62 巴中巿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万安乡中心小学教学楼 台湾

63 巴中巿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柳林七颗石小学 台湾

64 巴中巿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第十小学 台湾

65 巴中巿 南江县 小河职业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66 巴中巿 南江县 朝阳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67 巴中巿 南江县 南江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68 巴中巿 南江县 南江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69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下两镇小学援建教学楼及学生宿舍 台湾

70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东榆镇小学教学楼 台湾

71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正直镇小学教学楼 台湾

72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南江县南江镇碾盘九年义务教育学校教学楼 台湾

73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光雾山镇白滩小学 台湾

74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乐坝镇小学 台湾

75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第四小学 台湾

76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塞坡乡小学 台湾

77 巴中巿 南江县 巴中市南江县元谭乡中心小学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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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巴中巿 平昌县 平昌县实验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79 巴中巿 平昌县 平昌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80 巴中巿 平昌县 平昌县第二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81 巴中巿 平昌县 邱家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82 巴中巿 平昌县 平昌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83 巴中巿 平昌县 巴中市平昌县驷马镇小学 台湾

84 巴中巿 平昌县 巴中市平昌县元山小学 台湾

85 巴中巿 通江县 通江县第二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86 巴中巿 通江县 麻石镇中心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87 巴中巿 通江县 巴中市通江县中学、二中、瓦室中学 台湾

88 巴中巿 通江县 巴中市通江县樟橦小学等 台湾

89 达州巿 渠县 渠县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90 达州市 渠县 达州市渠县报恩乡新庙村小学 台湾

91 达州巿 通川区 北外中心校 香港特区政府

92 达州巿 通川区 西罡学校 香港特区政府

93 达州巿 宣汉县 宣汉县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94 德阳巿 广汉巿 广汉市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95 德阳巿 广汉巿 广汉市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96 德阳巿 广汉巿 广汉市南兴镇中心小学 台湾

97 德阳巿 广汉巿 广汉市兴隆镇东禅小学 台湾

98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五中高中部 香港赛马会

99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第一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100 德阳巿 旌阳区 华山路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101 德阳巿 旌阳区 东汽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102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陽市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03 德阳巿 旌阳区 旌阳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04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一期工程) 香港特区政府

105 德阳巿 旌阳区 旌阳区中医院（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06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期工程) 香港特区政府

107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东汽职工医院（市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08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09 德阳巿 旌阳区 旌阳区孝泉中学 台湾

110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旌阳区寿丰镇红十字博爱初中 台湾

111 德阳巿 罗江县 略平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112 德阳巿 罗江县 金山镇一小 香港特区政府

113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14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15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金山镇金山初中 台湾

116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回龙小学 台湾

117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御营镇小学教学楼 台湾

118 德阳巿 绵竹市 绵茂公路 香港特区政府

119 德阳巿 绵竹市 绵竹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20 德阳巿 绵竹市 绵竹市孝德镇齐福小学、齐福幼儿园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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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德阳巿 绵竹市 绵竹市富新镇富新小学 台湾

122 德阳巿 绵竹市 绵竹汉旺镇小区服务中心 台湾

123 德阳巿 绵竹市 绵竹市富新二小 台湾

124 德阳巿 中江县 中江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25 德阳巿 中江县 中江县南华镇初级中学校 台湾

126 德阳巿 中江县 德阳市中江县富兴镇光明村农房 台湾

127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隐峰中心学校 台湾

128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卫生院 台湾

129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方亭中学 台湾

130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洛水中学 台湾

131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洛水小学 台湾

132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洛水幼儿园 台湾

133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洛水镇绵竹汉旺镇小区服务中心 台湾

134 德阳巿 什邡市 德阳市什邡市特殊教育学校 台湾

135 广元巿 苍溪县 苍溪中学校 香港特区政府

136 广元巿 苍溪县 苍溪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37 广元巿 苍溪县 苍溪县岳东镇中心小学 台湾

138 广元巿 苍溪县 苍溪县白桥镇中心小学 台湾

139 广元巿 朝天区 朝天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40 广元巿 朝天区 朝天区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41 广元巿 朝天区 朝天区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42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花石乡小学 台湾

143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转斗乡小学 台湾

144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宣河乡博爱小学 台湾

145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麻柳乡博爱小学 台湾

146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博爱小学 台湾

147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李家乡博爱小学 台湾

148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汪家乡博爱小学 台湾

149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博爱小学 台湾

150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临溪乡博爱小学 台湾

151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红十字医院 台湾

152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汪家乡卫生院 台湾

153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青林乡卫生院 台湾

154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转斗乡卫生院 台湾

155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柏杨乡卫生院 台湾

156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小安乡卫生院 台湾

157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陈家乡卫生院 台湾

158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马家乡卫生院 台湾

159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卫生院 台湾

160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明月小学 台湾

161 广元巿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青龙小学 台湾

162 广元巿 剑阁县 剑阁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63 广元巿 剑阁县 广元市剑阁县柳沟中学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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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广元巿 剑阁县 广元市剑阁县公兴中心卫生院 台湾

165 广元巿 剑阁县 广元市剑阁县元山镇灾民集中安置区 台湾

166 广元巿 剑阁县 广元市剑阁县鹤鸣小学教学楼 台湾

167 广元巿 旺苍县 旺苍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68 广元巿 旺苍县 旺苍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69 广元巿 旺苍县 旺苍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70 广元巿 旺苍县 广元市旺苍县福庆乡中心小学 台湾

171 广元巿 旺苍县 广元市旺苍县三江镇中心小学 台湾

172 广元巿 旺苍县 广元市旺苍县檬子乡中心小学 台湾

173 广元巿 元坝区 元壩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174 广元巿 元坝区 元坝区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75 广元巿 元坝区 元坝区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176 广元巿 元坝区 广元市元坝区红岩镇小学 台湾

177 广元巿 元坝区 广元市元坝区清水乡中心小学 台湾

178 广元巿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回龙河小学 台湾

179 广元巿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小学 台湾

180 广元巿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石羊小学 台湾

181 广元巿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盘龙二小 台湾

182 广元巿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栖风小学 台湾

183 广元巿 青川县 广元市青川县中医院 台湾

184 广元巿 青川县 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中学 台湾

185 广元巿 青川县 广元市青川县木鱼镇卫生院 台湾

186 广元巿 青川县 广元市青川县金子山乡中心小学 台湾

187 乐山巿 夹江县 夹江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188 凉山州 会东县 凉山州会东县姜州中学教学楼 台湾

189 凉山州 盐源县 凉山州盐源县双河小学教学楼 台湾

190 凉山州 盐源县 凉山州盐源县梅雨小学教学楼 台湾

191 凉山州 冕宁县 凉山州冕宁县爱心学校 台湾

192 凉山州 会理县 凉山州会理县普隆乡中心小学 台湾

193 凉山州 会理县 凉山州会理县江普乡中心小学 台湾

194 凉山州 会理县 凉山州会理县古木乡中心小学 台湾

195 眉山巿 东坡区 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初级中学 台湾

196 眉山巿 东坡区 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中心小学 台湾

197 眉山巿 东坡区 眉山市东坡区龙兴小学 台湾

198 眉山巿 彭山县 青龙镇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199 眉山巿 彭山县 眉山市彭山县武阳二小莲花村小学 台湾

200 眉山巿 仁寿县 书院路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01 眉山巿 仁寿县 宝飞镇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02 眉山巿 仁寿县 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 香港特区政府

203 眉山巿 仁寿县 眉山市仁寿县北斗镇初级中学 台湾

204 眉山巿 仁寿县 眉山市仁寿县曲江乡初级中学 台湾

205 眉山巿 洪雅县 眉山市洪雅县花溪中学学生宿舍楼 台湾

206 眉山巿 丹棱县 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小学校教学楼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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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眉山巿 青神县 眉山市青神县汉阳中学教学综合楼 台湾

208 眉山巿 青神县 眉山市青神县瑞丰镇中心小学 台湾

209 眉山巿 青神县 眉山市青神县河坝子镇中心小学 台湾

210 眉山巿 青神县 眉山市青神县罗波乡罗波学校 台湾

211 眉山巿 青神县 眉山市青神县青城镇学道街新华爱心小学 台湾

212 绵阳巿 安县 安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13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宝林镇九年制学校 台湾

214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清泉镇初级中学校 台湾

215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界牌镇小学校 台湾

216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秀水镇中心小学 台湾

217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秀水镇卫生院 台湾

218 绵阳巿 安县 绵阳市安县桑枣镇石佛村小学 台湾

219 绵阳巿 北川县 北川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20 绵阳巿 北川县 绵阳市北川县白什乡中心小学 台湾

221 绵阳巿 北川县 绵阳市北川县陈家坝乡金鼓村卫生院 台湾

222 绵阳巿 北川县 绵阳市北川县安昌镇双龙村小学 台湾

223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24 绵阳巿 涪城区 涪城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25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巿妇幼保健院 香港特区政府

226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27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巿中心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28 绵阳巿 涪城区 涪城区吴家镇中心卫生院 香港特区政府

229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市涪城区杨家镇小学 台湾

230 绵阳巿 江油巿 江油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31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太平三小 台湾

232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新春乡中心小学 台湾

233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新安中心卫生院 台湾

234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西屏小学 台湾

235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三合镇卫生院 台湾

236 绵阳巿 江油巿 绵阳市江油市彰明中学 台湾

237 绵阳巿 平武县 平武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38 绵阳巿 平武县 绵阳市平武县徐塘乡中心小学 台湾

239 绵阳巿 平武县 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枕流中心小学 台湾

240 绵阳巿 平武县 绵阳市平武县高村中心小学 台湾

241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第一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42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43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44 绵阳巿 三台县 绵阳市三台郪江小学 台湾

245 绵阳巿 三台县 绵阳市三台县立新镇拦河中心小学 台湾

246 绵阳巿 盐亭县 云溪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47 绵阳巿 盐亭县 盐亭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48 绵阳巿 盐亭县 盐亭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49 绵阳巿 盐亭县 盐亭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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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绵阳巿 盐亭县 绵阳市盐亭县孤儿院 台湾

251 绵阳巿 盐亭县 绵阳市盐亭县林山乡小学 台湾

252 绵阳巿 游仙区 游仙区忠兴镇初级中学 香港赛马会

253 绵阳巿 游仙区 魏城镇中心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254 绵阳巿 游仙区 游仙區社會福利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55 绵阳巿 游仙区 绵阳市三医院 香港赛马会

256 绵阳巿 游仙区 绵阳市游仙区东林中心小学校 台湾

257 绵阳巿 游仙区 绵阳市游仙区实验中学、实验小学 台湾

258 绵阳巿 游仙区 绵阳市游仙朝阳学校 台湾

259 绵阳巿 游仙区 绵阳市游仙区游仙镇第二小学 台湾

260 绵阳巿 梓潼县 文昌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61 绵阳巿 梓潼县 梓潼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62 绵阳巿 梓潼县 梓潼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63 绵阳巿 梓潼县 梓潼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264 绵阳巿 梓潼县 绵阳市梓潼文昌二小学教学楼工程 台湾

265 南充巿 高坪区 白塔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66 南充巿 阆中巿 阆中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67 南充巿 阆中巿 南充市阆中市白塔初级中学教学楼综合用房 台湾

268 南充巿 阆中巿 南充市阆中市东兴乡井溪中心小学 台湾

269 南充巿 南部县 南部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70 南充巿 南部县 南隆镇一小 香港特区政府

271 南充巿 南部县 南充市南部县花罐镇中心小学 台湾

272 南充巿 顺庆区 涪江路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273 南充巿 仪陇县 仪陇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74 南充巿 仪陇县 新政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75 南充巿 仪陇县 马鞍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76 南充巿 仪陇县 仪陇保健院 香港特区政府

277 攀枝花市 仁和区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辣子哨小学 台湾

278 攀枝花市 盐边县 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果彝族乡中心学校及5所村小 台湾

279 攀枝花市 米易县 攀枝花市米易县垭口镇安全小学 台湾

280 雅安巿 宝兴县 五龙中心校 香港特区政府

281 雅安巿 宝兴县 蜂桶寨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282 雅安巿 宝兴县 陇东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83 雅安巿 宝兴县 宝兴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84 雅安巿 宝兴县 雅安市宝兴县穆坪兴隆小学 台湾

285 雅安巿 宝兴县 雅安市宝兴县永富乡中心校 台湾

286 雅安巿 宝兴县 雅安市宝兴县民治中心校 台湾

287 雅安巿 宝兴县 雅安市宝兴县盐井中心校 台湾

288 雅安巿 汉源县 汉源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289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乌斯河镇卫生院 台湾

290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三交乡中心校 台湾

291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小堡乡中心校 台湾

292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白岩乡卫生院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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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马烈乡卫生院 台湾

294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小堡乡卫生院 台湾

295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大岭乡卫生院 台湾

296 雅安巿 汉源县 雅安市汉源县前域乡卫生院 台湾

297 雅安巿 芦山县 芦山县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298 雅安巿 芦山县 隆兴中心校 香港特区政府

299 雅安巿 芦山县 芦山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300 雅安县 芦山县 雅安市芦山县芦阳小学 台湾

301 雅安巿 名山县 永兴镇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02 雅安巿 名山县 百丈中心卫生院 香港特区政府

303 雅安巿 名山县 名山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304 雅安巿 名山县 雅安市名山县永兴镇初级中学 台湾

305 雅安巿 名山县 雅安市名山县中心敬老院 台湾

306 雅安巿 名山县 雅安市名山县第一中学 台湾

307 雅安巿 名山县 雅安市名山县前进乡中心小学 台湾

308 雅安巿 名山县 雅安市名山县中锋乡初级中学 台湾

309 雅安巿 石棉县 石棉县幼儿园 香港特区政府

310 雅安巿 石棉县 小河坝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11 雅安巿 石棉县 城北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12 雅安巿 石棉县 石棉县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

313 雅安巿 石棉县 雅安市石棉县美罗乡中学 台湾

314 雅安巿 石棉县 雅安市石棉县迎政乡中心校 台湾

315 雅安巿 石棉县 雅安市石棉县草八牌小学 台湾

316 雅安巿 石棉县 雅安市石棉县永和乡卫生院 台湾

317 雅安巿 石棉县 雅安市石棉县民族中学 台湾

318 雅安巿 天全县 乐英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19 雅安巿 天全县 天全县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20 雅安巿 天全县 仁义初级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21 雅安巿 天全县 雅安市天全县新华一小 台湾

322 雅安巿 天全县 雅安市天全县新场中心卫生院 台湾

323 雅安巿 荥经县 泗坪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24 雅安巿 荥经县 荥经中学 香港特区政府

325 雅安巿 荥经县 荥经县人民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326 雅安巿 荥经县 雅安市荥经县妇幼保健院 台湾

327 雅安巿 荥经县 雅安市荥经县泗坪乡中心卫生院 台湾

328 雅安巿 荥经县 雅安市荥经县安靖乡中心小学 台湾

329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香港赛马会

330 雅安巿 雨城区 严桥三九学校 香港特区政府

331 雅安巿 雨城区 合江中心校 香港特区政府

332 雅安巿 雨城区 兴贤小学 香港特区政府

333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巿保健院 香港特区政府

334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巿中医院 香港特区政府

335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市雨城区实验小学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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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郑湾小学 台湾

337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中心小学 台湾

338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中学 台湾

339 雅安巿 雨城区 雅安市雨城区外国语实验小学 台湾

340 资阳巿 乐至县 石湍中心卫生院 香港特区政府

1 成都巿 四川灾后心理康复培训及服务计划 香港非政府组织

2 成都巿 四川灾后复康支援网络计划 香港非政府组织

3 成都巿 四川地震灾区假肢及矩形专业培训支援计划 香港非政府组织

4 成都巿
四川地震灾区物理治疗及职业治疗专业培训支援计
划

香港非政府组织

5 成都巿 四川地震灾区社区复康资源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6 成都巿 青羊区 川港康复培训及发展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7 成都巿 金堂县 金堂县学校灾后改扩建项目 香港非政府组织

8 成都巿 崇州巿 崇州市幼儿园 香港非政府组织

9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马家乡基础设施建设 香港非政府组织

10 德阳巿 旌阳区 袁家小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11 德阳巿 中江县 联合镇中心学校群星分校 香港非政府组织

12 德阳巿 中江县 石泉乡九年一贯制中心校 香港非政府组织

13 德阳巿 中江县 永丰乡中心学校永丰小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14 德阳巿 中江县 兴隆镇中心小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15 德阳巿 旌阳区 德阳市青少年宫 香港非政府组织

16 德阳巿 罗江县 罗江县人民医院救护车项目 香港非政府组织

17 德阳巿 罗江县 万安镇康复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18 德阳巿 罗江县 金山镇17个村卫生站及设备 香港非政府组织

19 德阳巿 罗江县 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 香港非政府组织

20 德阳巿 罗江县 御营镇卫生院医院设备 香港非政府组织

21 绵阳巿 北川县 北川县通口镇防疫康复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22 绵阳巿 北川县 北川县通口镇13打村救急及康复健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23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上新乡初级中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24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乐加初级中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25 绵阳巿 涪城区 绵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香港非政府组织

26 绵阳巿 三台县 三台县里程乡卫生院 香港非政府组织

27 绵阳巿 涪城区 涪城区河边镇卫生院 香港非政府组织

28 绵阳巿 北川县 擂鼓社区服务处 香港非政府组织

29 南充巿 高坪区 高坪区第三初级中学教学楼 香港非政府组织

30 南充巿 高坪区 白塔中学初中部 香港非政府组织

31 南充巿 西充县 西充县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 香港非政府组织

32 南充巿 蓬安县 蓬安县龙蚕初级中学 香港非政府组织

类别三：香港、台湾非政府组织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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