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A 

主管的备忘录 #260-22 

2022 年 11 月 4 日 

  

弗吉尼亚教育部 

学区/LEA ARP ESSER 支出计划 

  

介绍 

  

2022 年 10 月 24 日，州长 Glenn Youngkin 和州教育领导向公众展示了 摘要 弗吉尼亚州 2022 年

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数据数据表明，弗吉尼亚州的阅读和数学下降幅度在全国最为显着。 我们对弗

吉尼亚州儿童的承诺 是一项七步行动计划，旨在扭转成绩下降的下行路径，并确保弗吉尼亚州的

所有儿童都拥有重回正轨的工具和支持结构。 

  

在行动计划的第七项行动中，Youngkin 州长要求学校部门将所有剩余的中小学紧急救济 (ESSER) 

资金用于恢复学习的已证明努力，例如：通过课前、放学后、周末的教学补充学习，在夏天；为家

庭获得辅导提供直接支持；延长学年；并通过绩效奖金奖励那些对学生学习产生最大影响的教师

和学校。行动七还指示州公共教育总监要求所有学区重新让公众参与协商，并按照联邦法规的最

初要求，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newsroom/news-releases/2022/october/name-941581-en.html
https://www.governor.virginia.gov/newsroom/news-releases/2022/october/name-941581-en.html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为满足更新 ARP ESSER 支出计划的要求，每个学区/地方教育机构 (LEA) 必须完成此模板的所有部

分。完成的模板必须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 LEA 网站上公开。联邦大流行病救济计划办公室

将监督更新计划在 LEA 网站上的公开发布以及更新计划与 LEA 申请 ARP ESSER 资金的一致性.有

关此模板的问题应发送至 vdoefederalrelief@doe.virginia.gov。     

  

第 1 部分：一般信息 

  

一个。    学区/LEA 名称    里士满县公立学校        

B.     部门编号                    079     

C.     联系人姓名                     Sarah M. Schmidt，助理。警司 

D。    联系电子邮件                     sschmidt@richmond-county.k12.va.us   

E.     联系电话 #                     804-333-1978 

  

F。  分配给 LEA 的 ARP ESSER 资金数额：  

2,323,101.98 美元    

  

第 2 部分：透明度和可访问性 

  



一个。    发布计划的 LEA 网页（提供 URL）       

 https://www.richmond-county.k12.va.us/Content2/20340 

B.     描述该计划是如何在可行的范围内以父母可以理解的语言编写的，或者如果不可行，将为英

语水平有限的父母口头翻译       

该计划将通过谷歌翻译翻译成西班牙语并由母语校对发言人并张贴在该部门的网站上。西班牙语

是 EL 家庭的主要语言，但社区中也有普通话、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该计划将被翻译成这些语言

并与指导一起发布，即通过与大流行病协调员和合同服务语言热线的代表的预定约会，为有问题

的家庭提供口译服务。   

C。     描述计划将如何根据要求以替代的可访问格式提供给身为残障人士的父母。   

我们将在学校网页上发布一份声明，其中包含我们特殊教育主任的联系信息，他将根据需要获得

可访问的格式。     

第 3 部分：公众评论的机会 

  

A. 描述自 2021 年 8 月首次提交以来，LEA 如何让公众有机会就更新后的 ARP ESSER 支出计

划提供意见，重点是 2022-2023 学年。   

每个季度都会在定期安排的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进行演示，并有机会在每次月度会议上就资金使用

情况发表公众意见。教学人员有机会在每两个月一次的领导团队会议上提供意见。      

  

B.  描述自 2021 年 8 月以来 LEA 如何考虑公众意见。   

在某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会影响 ARP ESSER 基金的支出计划。一个例子是通过减员减少

了由 ARP ESSER 基金资助的辅助专业人员的数量；然而，行为推荐和课堂表现证明学生的社交情



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学习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有计划的会议与学校和部门分享了他们的担忧

，并重新雇用了辅助专业人员。   

  

第 4 节：与利益相关者的磋商 

  

在下面描述 LEA 如何与每个利益相关者团体进行磋商。如果 LEA 中没有利益相关者团体，请在所

进行的磋商的描述中注明不适用。如果 LEA 将调查作为咨询方法进行，请提供调查结果摘要作为

本支出计划的附录。 

  

一个。    学生 

所进行咨询的描述：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

有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学生的回应表明他们同意这种资金使用方式和剩余资金的计划。      

  

B.     家庭 



所进行咨询的描述：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

有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家庭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社交情感需求。资金的其他用途和

支出计划被认为是合适的。       

C。     学校和地区行政人员，包括特殊教育行政人员 

进行的咨询说明：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有

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有人建议考虑使用资金更新 Mackey Thompson 学习中心（学前大楼）。    

  

D.    教师、校长、学校领导、其他教育工作者、学校工作人员及其工会 

进行的咨询说明：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有

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工作人员表示，有必要增加社交情感培训，以更好地相互支持和支持学生。      

  

E、     部落，如果适用  

- 进行的咨询的描述 - 不适用 

咨询的用途       

收到的反馈       

  

F。     民权组织，包括残疾人权利组织 

进行的咨询说明：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有

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民权组织的回应表明他们同意这种资金的使用和剩余资金的计划 



G.    代表残疾儿童、英语学习者、无家可归儿童、寄养儿童、流动学生、被监禁儿童和其他服务不足

的服务的利益相关者 

进行的咨询说明：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有

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特定群体学生的利益相关者表示对资金用途和拟议资金用途的总体认可，只

有一个例外。购买洗衣机和烘干机以帮助学生学习生活技能并减少在家学习的时间，从而

营造一个无压力的环境。  

  

H。    基于社区的组织，包括促进获得课前和课后计划的伙伴关系 进行 

的咨询说明：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有利益

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社区组织表示他们同意这种资金的使用和剩余资金的计划 



  

我。       幼儿教育提供者和家庭，包括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有不同年龄儿童的家庭能够获得和持

续照顾，特别是在他们过渡到学校 

时 进行的咨询描述：一项调查已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自动拨号通知所

有利益相关者在收到后立即完成。         

咨询的用途：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额外的学校护士、五名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

、学校社会工作者、远程学习协调员、额外的数学干预教师、行为专家）；升级两

所学校的 HVAC；额外的巴士；额外的护士诊所设备；包括计算机硬件在内的教学

材料；个人防护装备和家具，以增加午餐室的社交距离。剩余资金将用于购买在线

课程的订阅，以解决家庭和学校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习损失问题；继续支持更多

的工作人员职位；暖通空调升级；购买所需的教学材料，以提供阅读和数学（PreK

-12）的 II 级和 III 级干预。     

收到的反馈：幼儿教育的回应表明他们同意这种资金的使用和剩余资金的计划。 

  

第 5 节：解决学习损失（建议为 LEA 剩余分配的 100%，并且根据联邦法规必须至少为 

LEA 分配的 20%） 

  

ARP 法案第 2001(e)(1) 节要求每个 LEA 使用 至少 20% 的公式资金通过实施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

来解决损失的教学时间（学习损失）的学术影响。 州长的挑战： 行动七 我们对弗吉尼亚州儿童的

承诺， Youngkin 州长要求 LEA 将其所有剩余的中小学紧急救济 (ESSER) 资金用于经过证实的恢

复学习的努力，例如：通过课前、放学后、周末和周末的指导来补充学习在夏天;为家庭获得辅导提

供直接支持；延长学年；并通过绩效奖金奖励那些对学生学习产生最大影响的教师和学校。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https://r20.rs6.net/tn.jsp?f=0014JjpKDiHKHC0oHBGsT7bS4JnO-VNzCIKQ567cgPduTGPsKN9SpZbclmMxtxFuIb54w7UmO5skHFOttgRwVOnusFmKFmhULaicTyrRQPvNWsOJB2cR2V9xH38S70awF2iWp68DPA-tUUBGxrzRIdwbudI_39XJ5cN0g3XT6brSf3eImZOdTK8un76pj7gKkc4GAJw2_FTCjMi6zO3H8PnkESzY9vXi-yNT3cHC2FszYR6TxxUZirYEH5X5j6AMeJu7hoNaX8Keb0=&c=9rYmE4EWP6YpHezmFHNeOEPAuiZihCO4I_BTLS9XkM8E9Tvd3zG2Cg==&ch=w-YC4b5DSArReKDAhxjxqkPEnIgScwD9NiGF4Cukm_Gyo6hYhopKwg==


A. 描述 LEA 如何识别学习损失，包括最有可能经历损失教学时间影响的学生群体，例如来自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有色人种学生、英语学习者、残疾儿童、无家可归的学生、儿童在寄养和移民学

生中。 

通过 定期评估确定学习损失，例如：MAP Math 3-12；瞄准网 1-7； MAP 阅读和数学 8-12、VKR

P 和 PAL。这些数据已按学生、年级和学校级别进行分类，以确定群体和个人的需求。在 5-12 年级

，学生使用 BESS 筛选器进行社交和情感需求筛选，在 9-12 年级 (21/22) 和 9 (22/23) 学生使用自

杀迹象 (SOS) 筛选；两项评估均以研究为基础，有效且可靠。该数据用于指导为学生提供社会情

感支持的计划。我们还使用 ABA 工作人员对办公室推荐数据的评估和 ACCESS for ELLS 数据来指

导 EL 和残疾学生以及其他行为需求的规划。  

  

B.  详细说明 LEA 如何使用或将使用其储备的资金来实施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以解决学习损

失问题。 

根据办公室转介数据、BESS 筛选数据和受过训练的应用行为分析专家的观察，我们聘用并培训了 

(4) 位使用循证应用行为技术的人员。这些辅助专业人员提供的支持使学生能够留在课堂上接受他

们的第 1 层教学。在数学方面，确定的学生通过小组教学在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接受二

级干预。阅读数据表明需要明确的指导和建立背景知识；通过实施基于阅读科学原理的结构化计

划（Bookworms），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出勤数据显示，表现出拒绝上学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学

生服务协调员与家庭合作，为他们定期上学提供支持，并在适当时提供虚拟选项。新聘用的学校

社会工作者正在为已确定社交/情感需求并将家庭与社区资源联系起来的 K-12 学生提供咨询。  

C。  描述 LEA 如何产生证据证明所采用的循证学习损失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RCPS 将以多种方式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包括 ：纪律转介的数目；表现出拒绝上学的学生的

出勤率；以及针对目标 ABA 案例负载的学生在 ISS/OSS 的天数。这些数据将在定期的部门级领导

会议上进行审查，并对计划进行相应的调整。    

D.    用于解决学习损失的 ARP ESSER 资金数额：   

1,559,531.51 美元（剩余） 



  

第 6 节：资金的其他用途 

  

ARP 法案第 2001(e)(2) 节允许 LEA 使用 ARP ESSER III 资金，这些资金不是为解决学习损失而保

留的，以解决因 COVID-19 大流行引起或加剧的需求。通常，允许的 ESSER 活动必须符合以下准

则。 

·        资金的使用必须旨在预防、准备或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包括其对学生的社交、情感、心理

健康和学业需求的影响； 

·        资金的使用必须属于 ESSER 资金的授权用途之一；和 

·        资金的使用必须在联邦奖励的统一管理要求、成本原则和审计要求（统一指南，2 CFR 第 200 

部分）下得到允许。特别是，资金的使用必须被认为是执行 ESSER 奖励所必要和合理的。 

  

一个。    描述 LEA 如何使用或将使用资金来支持教师和员工的保留和招聘策略  

2021 年所有员工都获得了奖金；雇用了额外的辅助专业人员（3）；学校社工；学校护士；学生

服务协调员，与家庭合作以支持学生的成功并确保远程学习计划的成功，通过购买基于研究的教

学订阅和更高速的笔记本电脑供教师使用来加强教学。  

  

一个。  使用 ARP ESSER 资金雇用的新员工总数 

4.5 个职位（3 名辅助专业人员、学校护士和一名特殊教育教师的一半工资） 

  

b.  计划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之后保留使用 ARP ESSER 资金雇用的    



员工与县 行政长官 将必要的职位转移到地方预算。在可能的情况下，其他职位将

通过自然减员淘汰。   

  

B.     描述 LEA 使用或将使用 ARP ESSER 资金实施预防和缓解策略的程度，以便持续安全地运营学

校进行面对面学习       

预防和缓解策略将通过使用资金购买 PPE（口罩）、洗手液、带有适当过滤器更换件的空气净化器

和供学生使用的水瓶（因为饮水器已关闭）来实施。   

  

C。     如果 LEA 使用或将使用 ARP ESSER 资金用于 HVAC、翻新或其他资本项目，请描述每个项目

，包括 LEA 是否已申请和收到 批准 该项目的       

RCPS 将更换两栋建筑中过时的 HVAC 组件：里士满县中小学和拉帕汉诺克高中。 Rappahann

ock High School 建于 1962 年，至今仍在使用当年建造的原始锅炉；目前使用的空气处理器/

冷却器可以追溯到 1998 年，当时大楼中首次安装了空调。这两个组件都已超过其 ASHRAE 使

用寿命，应该更换。更换它们将改善通风和空气质量，降低感染 COVID 19 的风险。里士满县

中小学建于 1982 年，仍然使用原来的水塔作为空调。该组件已超过其 ASHRAE 使用寿命，应

予以更换。这种更换将改善建筑物内的空气质量，降低感染 COVID 19 的风险。该项目不需要

事先批准。  

 

D.    如果 LEA 将 ARP ESSER 资金用于或将用于上述用途以外的用途，请在下方     

说明 资金将用于无家可归家庭前往原籍学校的加油卡。   

资金被用于为诊所购买视力筛查仪，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从而减少 COVID 的传播。    

E、     用于上述用途（A. 至 D.）的 ARP ESSER 资金数额       

25,256（剩余） 

https://doe.virginia.gov/federal_programs/cares/esser-and-geer-constrution-prior-approval-form.docx
https://doe.virginia.gov/federal_programs/cares/esser-and-geer-constrution-prior-approval-form.docx


第 7 节：预算 

  

Category Description Learning L

oss Y/N 

Budget Amount O

bligated 

Amount S

pent 

Amount Re

maining 

OC-1000 Personnel  Yes 1,165,956.40 1,165,956.40  238,231.53 927,733.87 

OC-2000 Benefits  Yes 297,402.93 297,402.93 45,171.75 252,231.18 

OC-3000 NearPod/Online Su

bscriptions, HVAC (l

abor) 

Yes  236,534.00 6,534.00 6,534.00 230,000.00 

OC -5000 无家可归家庭燃气

礼品卡 

否 400.00 400.00 400.00 0.00 

OC-6000 阅读材料、羽毛笔、

感官材料、暑期学校

用品、Savvas 数字数

学、家具、笔记本电

脑、水瓶 

是 468,018.65 318,452.19  218,452.19 149,566.46  

OC-8000 视力筛查(材料) 无 154,790.00 154,790.00 129,633.95 25,156.05 

选择一项。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选择一个项目

。 

        

  



附录 A：调查摘要 

 





 

附录 B：调查结果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YPbYqO4bVAfS5-j4Y-cSdw85zBhdEFC_cVr2xkW9GXg

/edit?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