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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基金季度总结报告 

 

 

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专项基金名称 真爱梦想—葡萄科技教育专项公益基金 

项目周期 2018 年 10 月 1 日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 5,000,000.00 元 

项目已使用金额 ￥878,548.00 元 

项目负责人 赵杰 

提交日期 2019 年 1 月 16 日 

1. 项目执行情况介绍： 

2018年第四季度，随着项目进行一年时间的推进，项目进入到了自循环造血的环节。

项目基本上都是靠学校园所自发的有序的进行运用活动的。相反执行团队从主因变成了

辅助的角色，这应该是项目带来的最明显的效应之一。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越来约清楚的发现，当将产品课件给到30多所园所和

学校时，之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和配合，但是现在只需要有专人维护即可，除了

日常的交流课件、策划课题活动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之外，运营的重心以产品维护为主，

一年以来硬件产品是有一些自然磨损的，为老师进行软件升级，易耗品的更新是我们的

运营重点。同时如何实现以点带面，将一些做的好老师的事迹进行宣传，给一些做的很

优秀的更多的支持。比如杭州永兴小学的Hello编程课程以及Paigo课程一直在持续上课，

而且学校还有乐高的编程课程，我们给老师提供了新的Noova机器人产品，希望可以为学

校增加更多的内容。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幼儿园，我们也将新的产品投入其中，希望可

以提升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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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抽专人对产品课程进行了优化，期望葡萄科技专项的《STEAM 建构与机器人

编程》课程可以进入到梦想盒子核心课程体系，为孩子提供更多提升素养的课程，让孩

子们了解指令的含义，认识相关编程指令，掌握编程基础知识及相关跨学科知识，能综

合运用编程知识及其他学科知识发现新玩法创造新产品、或创造性地解决情境问题，同

时也能丰富梦想课程的内容。课程优化将葡萄《STEAM 建构与机器人编程》课程分为了两

个模块：基础模块和创新模块，共 16 课时。基础模块主要内容包括机器人的基本构成以

及基础编程知识，创新模块主要内容包括智能生活、儿童故事、世界文化以及生命科学

四个方面。学生在熟悉编程机器人设备基本构成、知道设备开关及连接方式，了解 APP

运行环境以及编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运用编程和 STEAM 建构知识创造新设备和新产品，

并运用编程解决问题，比如关于科技生活的自动售货机、创意交通灯，经典故事中的芝

麻开门、龟兔赛跑等。相关的内容更新后我们也觉得更加符合真爱梦想的目标和诉求。

课程主张小组合作探索学习，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收获同伴学习的乐趣，

也获得了合作生存的技能。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组织好活动角色分配及活动秩序，特别

是在小组成员产生冲突的时候，要适度引导解决冲突。另外，在学生遇到困难时，不需

要直接帮助解决，比如，在搭建伦敦桥的抬起的桥面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哪个基础

模块可以实现旋转的效果，哪个积木可以与之相连接，形成桥面等。 

    目前课程正在接受真爱梦想的课程小组评估。 

2. 项目效果介绍： 

    喜耀粤西是 2017 年 10 月培训落成的学校之一，在 2018 年 11 月，执行团队对喜耀

粤西的老师进行了回访，喜耀粤西的黄棉涛老师深有感触，黄老师说：一年，孩子们身

上的变化可大了，个子长高了，讲话也成熟了许多。而不变的，是孩子们对“葡萄”课

程的喜爱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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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说葡萄科技课程，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有快乐的期盼。如果要在孩子中评

选“我最喜欢的课程”，葡萄科技的课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小时候有过一觉醒来睁开眼，

想起今天上喜欢的课就迫不及待去上学的经历。据小班的带班老师笑言，“骏骏有时闹

情绪不愿来上学，妈妈说回幼儿园要上葡萄科技，他马上就很愿意回来”。有时候我走

在路上，遇到大大班（学前班）的孩子，他们会问“老师今天是星期几？”“星期二哦”。

“那还有两天上葡萄科技课了”，孩子掰着手指。这个课，让他们一想起就充满期待。 

也因为葡萄科技教室，让开始关注，在科技越发昌明的今天，要教孩子用什么态度

对待科技产品？ 

禁止接触，看起来似乎是最有效的方法，一些家庭也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仅仅禁

止够吗？禁止只能是教育中的一环。智能社会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以后我们能一直禁止

孩子接触吗？并不能。寄望孩子大一点，凭空就拥有正确使用电子设备的态度吗？教育

不是等待，孩子是需要我们教导的。而且，越早越好，孩子越大越困难！ 

给幼儿园的孩子上课，强调的课堂规则是：请我碰，我再碰；请我停，我就停。孩

子们要在老师的允许下，才可以接触桌面上近在咫尺的平板和教具，当老师一拍掌，孩

子们就要马上关掉屏幕，跟着拍手，同时转好椅子面向老师。 

一开始，很多孩子做不到的。 

令人感动的是，一个星期下来，他们就能很轻易地停下操作，关掉机器，面向老师。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可是我却从中看到了孩子的进步。即便是好玩的平板，也不再

毫无节制。能投入玩，也能停下手。 

一个星期下来，只能说初步具有了合理使用的意识。由此，一个学期呢？两个学期

呢？对此，我充满期待。 

大大班目前学习的是《Hello 编程》，通过自由创设关卡、发布指令闯关的方式来学

习一些简单的编程思维。 

游戏关卡有一部分由孩子来创造。在搭建环节中，孩子可以在自己认识的基础上，

自行搭建新的关卡，理解游戏是怎么制造的。后期，孩子们还会通过编程来控制机器人

（Pai Go机器人）。 

我们常开玩笑说，不是孩子玩游戏，而是孩子被游戏玩（孩子沉溺游戏不能自拔，

形同被游戏控制）。若孩子自己掌握游戏的开发过程，有所了解，他才有可能生发正确

的判断和选择。 

教育其实就蕴含在生活的点滴中：要不要让幼儿园孩子接触电脑、孩子对手机着迷

了怎么办…… 

而从这些点滴中，我们可以试着析出一些教育的结晶。 

比如，在给不给孩子接触电脑的问题上，有的家长一概禁止，其实只是暂时避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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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以后可能更难处理。有的家长无可奈何任由孩子自行玩耍，等到懊悔再想教育孩

子的时候就难了。其实，不妨可以顺着孩子的兴趣，让其接触；又要帮孩子把好关，定

好规则，选好内容。 

这里面的结晶是:有方向、有空间。 

给孩子一个方向，让孩子不至于走偏。“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在

孩子还没有能够独自面对一些事情时，是需要师长的指引和教导，让他走上人生正道的。 

给孩子一些空间，让孩子开放伸展。在大方向下，给孩子空间去成长、发展，让孩

子慢慢自立、自主，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注视和期盼。 

作为学校葡萄科技课的一名专职老师，之前我在幼儿园带班，是一名男幼师。自从

由班里抽出来专职上葡萄科技课程，我有机会给整个幼儿园（4 年制）甚至小学一二年级

的孩子上课，涉及好几个年级，自我感觉教学能力在密集的教学中有所提高。有幸有这

个锻炼的机会，让我十分感恩。同时，看到孩子投入的课堂，他们图形识别能力、观察

能力、秩序感的提升和在课程中激发出来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作为老师怎么会不欣喜？

我还曾经在教学手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开玩笑说，谁不让我上课，我跟谁急”。 

现在只要我一走进幼儿园的视线范围，“葡萄老师~”的招呼声就源源不绝，看到孩

子们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我想，这不正是一名老师职业幸福感的来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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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黄老师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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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室运用到了葡萄科技越来越多的产品。 

 

        
      

        
 

山西晋中的张老师也说：从开始上课拼搭七巧板时的互相抢玩具，到最后主动说出

我们合作吧！从积木自由搭建时，迷离的眼神说，老师我不会，到最后自信满满的拿着

自己创意的作品，上台展示，每次课上，孩子们的变化和进步都让老师们深感欣慰！ 

葡萄教育～培养下一代的创造者！我们一直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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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运营或改进意见： 

 

    2018 年的运营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后续的运营费用支持等，

目前整体上的费用属于超支状态。2019 年将会集中在深耕教学内容，做好学校老师的服

务，并且与更多看好编程教育的善心人士一起做公益的工作当中。 

项目现场照片 

喜耀学校筹办了青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广东“福彩育苗号”•喜耀科技文化节，葡萄科

技教育实践基地的萌宠小精灵等前沿科技教育让孩子们在轻松玩乐中学到编程语言。 

2018 年喜耀•心连心感恩扶志游学活动在喜耀学校如期举办，27 名来自特殊家庭的

孩子（或缺父爱，或失母恃），在喜耀体验了包括葡萄科技课在内的优质教育课程——

科技改变未来，而教育引领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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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赛调动孩子、老师、家长的积极性是我们一直希望看到的局面。 

喜耀粤西做了很好的尝试，还在在玩乐中学习了技能，同时学会了互相帮助。 

黄老师作为学校葡萄科技课的一名专职老师，之前我在幼儿园带班，是一名男幼师。

自从由班里抽出来专职上葡萄科技课程，我有机会给整个幼儿园（4 年制）甚至小学一二

年级的孩子上课，涉及好几个年级，自我感觉教学能力在密集的教学中有所提高。有幸

有这个锻炼的机会，让我十分感恩。同时，看到孩子投入的课堂，他们图形识别能力、

观察能力、秩序感的提升和在课程中激发出来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作为老师怎么会不欣

喜？我还曾经在教学手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开玩笑说，谁不让我上课，我跟谁急”。 

现在只要我一走进幼儿园的视线范围，“葡萄老师~”的招呼声就源源不绝，看到孩

子们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我想，这不正是一名老师职业幸福感的来源吗？ 

“葡萄”陪着我跟孩子们，体验了一年的“智趣”生活。我们说，还不够。还要继

续走下去，并且走得更贴近孩子，更创造幸福。 

 

说明：可包含如下几类 

1. 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视频与照片分享（请对图片进行文字说明） 

2. 项目参与人员的感想 

季度财务支出明细 

本季度累计支出￥878,548.00元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盐城机关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6 ￥1,999.00 ￥11,99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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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机关幼儿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帐号卡 6 ￥1.00 ￥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105,947.00 

盐城机关幼儿园 发票号：09805563   ￥105,947.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陕西艺术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哈泥海洋-线下 16 ￥299.00 ￥4,7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涂涂世界-教育 16 ￥299.00 ￥4,7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豪华版底座 16 ￥99.00 ￥1,5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奇妙电路-教育 16 ￥599.00 ￥9,5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哈泥水族馆 16 ￥299.00 ￥4,7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淘淘与魔豆 16 ￥39.00 ￥62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淘淘的花园 16 ￥39.00 ￥62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淘淘小队长 16 ￥39.00 ￥62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PaiBot-教育-2G+32G-紫色 16 ￥2,999.00 ￥47,984.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4 ￥1,399.00 ￥5,596.00 

    ￥93,740.00 

陕西艺术幼儿园 发票号：09805567   ￥93,740.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厦门莲花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6 ￥1,999.00 ￥11,99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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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莲花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帐号卡 6 ￥1.00 ￥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105,947.00 

厦门莲花幼儿园 发票号：09805564   ￥105,947.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6 ￥1,999.00 ￥11,99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帐号卡 6 ￥1.00 ￥6.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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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105,947.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发票号：34262206   ￥18,158.00 

福建三明实验幼儿园 发票号：09805565   ￥87,789.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帐号卡 6 ￥1.00 ￥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6 ￥1,999.00 ￥11,994.00 

    ￥105,947.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发票号：09805566   ￥11,994.00 

重庆市人民小学幼儿园 发票号：34262210   ￥93,953.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6 ￥1,999.00 ￥11,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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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帐号卡 6 ￥1.00 ￥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105,947.00 

宁波高新区第二幼儿园 发票号：34262209   ￥105,947.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PaiPad-2G+32G-绿色 1 ￥1,999.00 ￥1,999.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1 ￥39.00 ￥39.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葡萄建构课程(48 课时) 1 ￥9,600.00 ￥9,600.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建构小教室 5 ￥18,999.00 ￥94,995.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30 ￥150.00 ￥4,500.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80 ￥198.00 ￥15,840.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5 ￥399.00 ￥1,995.00 

    ￥128,968.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发票号：34262212   ￥17,835.00 

云南直机关幼儿园 发票号：34262211   ￥111,133.00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探索号套装-奇妙发现-教育 16 ￥399.00 ￥6,3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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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Hello 编程-教育 16 ￥399.00 ￥6,384.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探索号底座-便携版 6 ￥39.00 ￥234.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PaiGo-国内版-Cost down 2 ￥2,499.00 ￥4,998.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PaiGo-摄像头 2 ￥399.00 ￥798.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建构小教室 3 ￥18,999.00 ￥56,997.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积木-大底板-灰色 16 ￥150.00 ￥2,400.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大号收纳箱，尺寸：41*37.5*28cm，蓝色 48 ￥198.00 ￥9,504.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3 ￥199.00 ￥597.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淘淘向右走-教育-活动卡 16 ￥199.00 ￥3,184.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Hello 编程-教育-活动卡 16 ￥99.00 ￥1,584.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科创教室 IP墙贴 1 ￥1.00 ￥1.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葡星大爆炸》小 Q毛绒玩偶（35CM） 2 ￥78.00 ￥15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葡星大爆炸》塔塔毛绒玩偶（35CM） 2 ￥116.00 ￥232.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葡星大爆炸》淘淘 35cm 毛绒 2 ￥98.00 ￥19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布布公仔 2 ￥48.00 ￥9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鲁鲁公仔 2 ￥48.00 ￥9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可可公仔 2 ￥48.00 ￥9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遥控救护车 1 ￥1.00 ￥1.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遥控清障车 1 ￥1.00 ￥1.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遥控厢式拖车 1 ￥1.00 ￥1.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PaiGo-胳膊适配器（3个装） 6 ￥1.00 ￥6.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PaiPad-2G+32G-绿色 3 ￥1,999.00 ￥5,997.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PaiPad-2G+32G-紫色 3 ￥1,999.00 ￥5,997.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科技教室水晶 LOGO 牌 1 ￥1.00 ￥1.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园 
帐号卡 6 ￥1.00 ￥6.00 

    ￥105,947.00 

山西榆次区第十一幼儿 发票号：34262208   ￥105,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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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园所名称 货品名称 数量 含税单价 价税合计 

济南槐荫区青少年宫幼

儿园 
建构小教室 1 ￥18,999.00 ￥18,999.00 

济南槐荫区青少年宫幼

儿园 
蓝色大号收纳箱 尺寸：44.5*30.5*25cm 16 ￥60.00 ￥960.00 

济南槐荫区青少年宫幼

儿园 
葡萄积木活动卡 1 ￥199.00 ￥199.00 

    ￥20,158.00 

济南槐荫区青少年宫幼

儿园 发票号：34262207   ￥20,158.00 

 

详细各园所的发票及采购信息可见下方票据及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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