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2018）年度工作报告。

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说明：

法定代

表人签

字必须

由本人

手签，

丌接受

电子签

章等其

他非手

签格式 

 

目录 

 一、基础信息 2 

 二、机构建设情况 3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3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4 

 （三）监事情况 5 

 （四）与职工作人员情况 6 

 （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7 

 （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8 



 （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9 

 （八）与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9 

 三、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3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13 

 （二）公开募捐情况（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13 

 （三）公益事业支出情况/慈善活劢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3 

 （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劢备案情况 15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19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20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21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22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8 

 四、财务会计报告 29 

 （一）资产负债表 29 

 （二）业务活劢表 30 

 （三）现金流量表 31 

 （四）应收账款及客户 32 

 （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33 

 （六）应付账款及客户 34 

 （七）预收帐款及客户 35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36 

 （一）年检年报情况 36 

 （二）评估情况 36 

 （三）行政处罚情况 36 

 （四）整改情况 36 

 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37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37 

 （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38 

 （三）委托投资情况 39 

 （四）其他投资情况 40 

 七、信息公开情况 41 

 八、监事意见 42 

 九、业务主管单位意见 43 

 

一、基础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31000005000167703 

宗旨 
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权事业，增进和世界各国人民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

人权进步事业。 

业务范围 
广泛募集资金，进行国际人权交流，开展和推动人权宣传、教育与研究，举办公益事业，奖励为

维护和发展人权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其它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成立时间 1994-08-15 原始基金数额 1,360.00（万元） 

是否慈善组

织 
是 认定时间 2016-12-30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

格证书 

是 取得证书时间 2017-01-06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号 

电子邮箱 renquanjjh@126.com 传真 55624383 

邮政编码 100006 网址 www.renquanjjh.com/ 

秘书长 

    

姓名 王建林 固定电话 55624388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wangjianlin12@126.com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李少君 固定电话 55624387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renquanjjh@126.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待定 固定电话 待定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待定 

理事长 黄孟复 理事数 20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

事长、 

秘书长) 

1 

专职工作人

员数 
22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

所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意见类型 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9-03-20 报告编号 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50046号 

 说明： 



 1、基金会的住所填写能接收邮件、信件的实际办公场所。 

 2、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 号规定执行。 

第 2 页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召开（ 3 ）届（ 3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12-19 

会议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号 

会议议题 
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2019年工作要点》（草案）征求理事意见；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

会理事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征求理事意见。 

出席理事名单 
黄孟复、王国庆、黄进、王建林、岳阳花、李兵书、王建朗、姚霆、贾伟光、李善友、王鑫

岳、梁稳、蒙进暹、缪臻、刘建飞、卓新平、车建新、修涞贵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陶拯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无 

备注 无 

2、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3 ）届（ 4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12-27 

会议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号 

会议议题 
增补基金会领导成员；审议《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2019年工作要点》；审议《中国人权发展

基金会理事工作暂行办法》。 

出席理事名单 
黄孟复、王国庆、黄进、王建林、岳阳花、李兵书、王建朗、姚霆、贾伟光、李善友、王鑫

岳、梁稳、蒙进暹、缪臻 

未出席理事名单 刘建飞、卓新平、车建新、修涞贵 

出席监事名单 陶拯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根据《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章程》的规定和工作需要，经黄孟复理事长同意，增补王琰文、

秦亮同志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聘任王琰文、秦亮同志为中国人权发展

基金会副秘书长。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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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政治面

貌 

理事会

职务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最

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 黄孟复 男 中共党员 理事长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2 王国庆 男 中共党员 副理事长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3 黄进 男 中共党员 副理事长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4 王建林 男 中共党员 秘书长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5 王琰文 女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03-05 

自

2018-12-27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6 秦亮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03-05 

自

2018-12-27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7 王建朗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8 王鑫岳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0.00 无 否   



2016-12-23

至

2021-12-23 

9 车建新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0 刘建飞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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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政治面

貌 

理事会

职务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最

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1 李兵书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2 李善友 男 
民主党派

成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3 卓新平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4 岳阳花 女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5 修涞贵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0.00 无 否   



2021-12-23 

16 姚霆 男 群众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7 贾伟光 男 
民主党派

成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8 梁稳 女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19 蒙进暹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20 缪臻 男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15 

自

2016-12-23

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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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最

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领取报酬和

补贴事由 

是否为

党政机

关、国有

企事业

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陶拯 男 中共党员 2017-02-15 
自 2016-12-23至

2021-12-23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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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与职工作人员(22)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与职在基金会工作的，

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王建林 男 中共党员 1958-12-22 本科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王琰文 女 中共党员 1965-05-24 本科 副秘书长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秦亮 男 中共党员 1972-02-07 本科 副秘书长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修世伟 男 中共党员 1964-12-13 专科 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肖仪 男 中共党员 1972-10-22 硕士研究生 办公室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韩笑然 男 中共党员 1987-01-03 本科 办公室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王金玉 男 群众 1965-12-29 专科 办公室 无 

张妍 女 中共党员 1978-04-11 博士研究生 宣传研究部副主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东晓琪 女 群众 1994-10-11 硕士研究生 宣传研究部 无 

胡振家 男 中共党员 1984-12-19 本科 国际联络部副主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程鑫 男 中共党员 1992-02-03 硕士研究生 国际联络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刘浩 男 中共党员 1976-11-25 硕士研究生 联络协调部副主任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于桐研 女 中共党员 1991-08-17 硕士研究生 联络协调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唐丽 女 中共党员 1982-12-07 本科 联络协调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于库 男 中共党员 1987-01-14 本科 联络协调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年工资为：67325元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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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侯明旭 男 群众 1966-11-20 硕士研究生 联络协调部 无 

杨丽 女 群众 1972-01-27 本科 财务部负责人 无 

李少君 女 中共党员 1964-03-26 本科 财务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姜居涛 男 中共党员 1982-01-06 本科 财务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贾会霞 女 中共党员 1979-09-06 本科 基金项目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高铭远 男 群众 1976-03-11 本科 项目部 无 

左暄 女 群众 1980-11-06 本科 项目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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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分支 

（代表）机构、 

持有股权的实体 

机构管理、 

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

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

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人数 
9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9  养老保险  9  医疗保险 9 

工伤保险 9 生育保险 9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12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信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7112410182600058377 



外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信银行北京万达广场支行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7112411482600001713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

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

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李少君 会计  是 否 会计师 

姜居涛 出纳  是 否 无 

   是 否  

   是 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外事工作管理办法、合同及法律文件审查管理制度、考勤制度、文书档案

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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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 

本 

情 

况 

党组织名称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党支

部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央宣传部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16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王建林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办公会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张妍 宣传研究部副主任  

活 

动 

情 

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

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1800元/年 

活动经费来

源 
党费结余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12 次 7 次 0 次 1 次 

群

团 
是否建立工会 是 是否建立团组织 是 

是否建立妇

联 
是 



工

作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3 次 

说明：“党员总人数”应填写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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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分支（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7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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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项基金情况 

序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序号 

是否成立专

项基金管理

机构 

专项基金

管理机构

人数 

本年召开会

议次数 

募集资金来

源 

资金的使用

是否符合基

金会的管理

制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

称 
信息公开的媒体  

            

            

            

            

            

说明： 

1、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 

公布募捐公告(包括通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活劢进行募捐) 

公布公益资劣项目 

2、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应不年度工作报告主报告中公益项目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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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支（代表）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账户性质 
开户银行和账号 

开户银行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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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办公室 修世伟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2 宣传研究部 张妍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3 国际交流部 胡振家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4 联络协调部 刘浩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5 财务部 杨丽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6 基金项目部 贾会霞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7 项目部 无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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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18,158,950.07 16,205,249.55 34,364,199.6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18,158,950.07 16,205,249.55 34,364,199.62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58,950.07 0.00 1,058,950.0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7,100,000.00 16,205,249.55 33,305,249.55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吉林天三奇药业公司 300,000.00 2,440,920.00 健康救助 



北京司南车智库经济学研究所 8,000,000.00 0.00 爱之影慈善基金 

合计 14,600,000.00 15,124,359.55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 万元以上的捐赠

单位或个人。 

2、捐赠人如要求丌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44,950.07 0.00 44,950.0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44,950.07 0.00 44,950.0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4,950.07 0.00 44,950.07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9,604,999.50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9,604,999.50 

本年度总支出（自动求和） 24,964,668.64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2,508,185.05 

管理费用 1,928,204.19 

其他支出 528,279.4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

比例） 
  76.03 %  （综合三年 70.28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7.72 %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亍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

的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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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领袖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0.00 青创基金 

北京均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0.00 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 

赣州虔诚良品纸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7,683,543.95 圆明公益基金 

赣州香巴拉食品有限公司 0.00 4,999,895.60 圆明公益基金 

    

    

    

    

    

    

合计 14,600,000.00 15,124,359.55   

说明：1、捐赠人如要求丌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2、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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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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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30 ）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 22,508,185.03 ）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和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1,982.76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和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公益性文化事业，支持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等活动。 

2  

项目名称：和谐家庭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329.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和谐家庭”主要用于救助贫困家庭早产儿活动。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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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涉诉为成年人救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我会与北京市高级法院共同设立“涉诉未成年人救助基金”，对因家庭成员涉案而生活困难的未成年人进

行救助和教育，帮助他们实现正常生活、健康成长。本年度该基金救助 4人。 



4  

项目名称：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1,753.2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开展侵华日军细菌战情况调查并对受害者及其亲属进行救助、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等相关公益活动。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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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李时珍公益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50.04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开展以资助中医药科研为主的公益活动。资助农民开展中药种植，促进中医药的研发推广和学

术交流。 

6  

项目名称：玉芳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8,067.8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通过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培训，提高贫困地区教师文化素质。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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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养安享慈善公益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11-05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4,950.07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458,581.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促进养老公益事业，资助符合条件的机构开展老年帮扶活动，资助提高老年人健康指数的软硬

件设施建设。2018年为贫困老人、环卫工人捐赠营养品。 

8  

项目名称：大爱无疆慈善帮扶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48,9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在宁夏全区监狱免费配发服刑人员手机终端，为服刑人员提供可观看数字图书，统一安装服刑人员

短信平台和家属远程视频会见系统等帮教设施，保障服刑人员享受亲情帮教、心里咨询等多项帮教服务，

促进其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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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七特丽慈善助学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计划长期资助贫困家庭儿童。2018年为河北衡水地区贫困儿童捐款，以保障他们能够继续读书。 

10  

项目名称：华文媒体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38,43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失一支为了促进海外华文媒体国际影响力，协助海外华人在当地用最新的融媒体技术扶持华文媒体

的发展与整合，力求合理汇集各界声音，开辟民间对外宣传新渠道，最大优化综合传播效能的专项公募基

金。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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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健康救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6-12-26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740,92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24,019.5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救助、考察调研活动，不定期举办健康关怀与末病理论发展论坛及沙龙

活动。开展“精准扶贫”、“健康救助”等慈善工程，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等。2018年为贫困人群捐赠药品

等。 

12  

项目名称：中国品牌连锁大会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95,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通过支持举办中国品牌连锁发展大会形式，积极引导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与打造中国自主品牌。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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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西部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4,595.5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在动员大型企业、社会资源参与我国西部公益事业，构建产业、文化等多方交流平台，推动西部新

经济、新科技发展。2018年向陕西耀州贫困老人捐款。 

14  

项目名称：中华创意发展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80,89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80,89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为了更好更多开展创意教育中国行公益捐赠项目。2018年向“江苏教科院”捐赠创意教具、电

脑等。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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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青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4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81,8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是依托“互联网 ”、区块链和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大力发展以“CU梦想驿站”为代表的青创数字

孵化社区、引导和推动创业孵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结合，完善青年创业孵化服务的基金。 

16  

项目名称：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是我会成立最早的专项基金，其工作是用法律援助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维护正当权益，促进社会

进步与和谐。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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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圆明公益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8-01-31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983,439.55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683,439.55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用于贫困人口、空巢老人、妇女儿童等其他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系列宣传、文化传播、公众

教育等公益活动和救助扶持项目。 

18  

项目名称：崇尊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1,268.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资助特殊人群子女，保证其能够正常学习。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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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促进中国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创新公益事业的发展。 

20  

项目名称：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公益事业，构建多方交流平台，协助构建和谐稳定社会，促进相关公益事业

的发展。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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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个人捐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4,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捐赠人意愿，为贫困儿童出一份力。 

22  

项目名称：第八届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344.7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中美司法与人权研讨会由我会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创办，现成功举办八届，为增进中美非政府

组织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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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第三届人权文博国际研讨会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4,277.02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我会与中国博物馆协会、江苏对外交流协会在南京共同主办第三届人权文物国际研讨会。来自英国等 18

个国家的相关纪念馆、博物馆负责人以及国内外人权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24  

项目名称：爱之影慈善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9,370.54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基金旨在支持贫困人群开展创业类项目并给与资金支持等。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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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德人权发展论坛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8,872.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中的人权发展论坛”由我会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届论坛以“和平发展与人权保障”为主题。 

26  

项目名称：赴日图片展活动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8,277.1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5年 8月 15日至 1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日本民间团体在日本东京共同主办反映侵华日军细菌



战和化学战罪行的专题图片展。展览共展出各类珍贵图片 405幅，展板 210块，系统详实地揭露侵华日军

研制、生产、使用生化武器的情况及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暴行。由于特殊原因，2018年将此次展览余款全

部结算，故在此说明。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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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人权外宣运营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我会委托“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协助撰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影子报告”。也

是为了更好配合我国接受第三轮国别人权审查，充分发挥我会非政府组织作用，进一步宣介我国人权理念

和发展成就。 

28  

项目名称：新时代人权外宣工作的机遇挑战和主要任务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我会委托“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承担“新时代人权外宣工作机遇挑战和主要任务”调研及报告撰写

工作。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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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18年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访问交流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4,778.52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8年 6月 3日至 10日，王国庆副理事长率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代表团赴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访问，

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及有关人权组织、基金会和智库等会谈交流，进一步巩固深化了我国与两国的良好交

流合作关系。 

30  

项目名称：其他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36,858.8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

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

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

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

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

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本年度从事人权外宣和相关公益慈善活动及日常业务。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与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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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备 0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0 个， 异地募捐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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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援劣“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劢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劣“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劢   是 否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州），可以增加

多个地点） 

本年度开展了（3）项援劣“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劢，具体内容如下： 

1 、 

项目名称： 爱之影慈善基金 

项目支出： 人民币 120,0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 197人 

项目受益地点： 江西省省  寻乌市  寻乌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为江西寻乌空巢老人发放补助 

2 、   

项目名称： 中国西部发展基金 

项目支出： 人民币 120,0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 200人 

项目受益地点： 陕西省  铜川市  耀州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为贫困老人发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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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项目名称： 科右中旗慈善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 120,0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 24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内蒙古省  科尔沁市  科右中旗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2018年我会继续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为 240位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提供资助。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受益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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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 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劣“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劢情况 

2019 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劣“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劢   是 否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州），可以增加

多个地点）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

愿扶贫  易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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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

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

议、培训、

审计、评

估等费用 

其他费

用 
总计 

健康救助基金 2,740,920.00 2,672,320.00 34,482.00 0.00 17,217.52 0.00 2,724,019.52 



中华创意发展教育基金 1,080,890.00 1,080,890.00 0.00 0.00 0.00 0.00 1,080,890.00 

爱之影慈善基金 8,000,000.00 139,000.00 70,370.54 0.00 0.00 0.00 209,370.54 

七特丽慈善助学基金 100,000.00 62,000.00 0.00 0.00 0.00 0.00 62,000.00 

中国品牌连锁大会 500,000.00 395,000.00 0.00 0.00 0.00 0.00 395,000.00 

法律援助专项基金 1,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青创基金 3,400,000.00 1,181,800.00 0.00 0.00 0.00 0.00 1,181,800.00 

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大爱无疆慈善帮扶基金 1,000,000.00 948,900.00 0.00 0.00 0.00 0.00 948,900.00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金 44,950.00 1,458,581.00 0.00 0.00 0.00 0.00 1,458,581.00 

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基金 3,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圆明公益基金 12,983,439.55 12,683,439.55 0.00 0.00 0.00 0.00 12,683,439.55 

        

        

        

        

        

        

        

        

合  计 34,350,199.55 20,621,930.55 104,852.54 0.00 17,217.52 0.00 20,744,000.61 

说明： 

一、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不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5 年以上的（包括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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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涉诉为成年救助基

金 
未成年人李菲救助款 30,000.00 0.13% 未成年人李菲救助款治疗慢性病 

涉诉为成年救助基

金 

未成年人宿家驹救助

款 
20,000.00 0.09% 未成年人宿家驹救助款 

涉诉为成年救助基

金 

未成年人刘虹言救助

款 
10,000.00 0.04% 未成年人刘虹言救助款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

害者救助基金 

侵华日军第 731部队

罪证陈列馆 
131,753.20 0.59% 

为受害者发放补助及家属路费、住

宿费、体检费、抚恤金 

玉芳教育基金 
中国农副土特陈品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108,067.80 0.48% 甘肃张掖教师暑期参学活动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吉林养安享养老产业

有限公司 
350,002.00 1.55% 

为吉林、浙江、江西贫困人群送保

健品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吉林养安享养老产业

有限公司 
300,001.90 1.33% 

为吉林、浙江、江西贫困人群送保

健品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杭州和发信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00 1.33% 

为吉林、浙江、江西贫困人群送保

健品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杭州和发信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200,029.80 0.89% 

为吉林、浙江、江西贫困人群送保

健品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杭州和发信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290,015.80 1.29% 

为吉林、浙江、江西贫困人群送保

健品 

养安享慈善公益基

金 
公延庆 18,531.50 0.08% 为贫困人群送保健品运费 

大爱无疆帮扶慈善

基金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狱

管理局 
50,000.00 0.22% 为服刑人员发放补助 

大爱无疆帮扶慈善

基金 
贵州白云监狱管理局 100,000.00 0.44% 为服刑人员发放补助 

大爱无疆帮扶慈善

基金 

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

限公司 
798,900.00 3.55% 

宁夏地区监狱服刑人员远程视频

服务费 

七特丽慈善助学基

金 
河北衡水景县教育局 62,000.00 0.28% 

为景县洚河流镇贫困生发放助学

金 

华文媒体发展基金 
八邦国视（北京）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338,430.00 1.50%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益大

讲堂 

健康救助基金 
山西大同 100位贫困

人员 
1,337,592.00 5.94% 

山西大同 100位贫困人员 6个月保

健品 

健康救助基金 
黑龙江省桦南县 100

位贫困人员 
1,103,328.00 4.90% 

黑龙江省桦南县 100位贫困人员 6

个月保健品 

健康救助基金 博爱阳光国际文化传 231,400.00 1.03% 为开展救助活动活动用款 



媒有限公司 

健康救助基金 
博爱阳光国际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51,699.52 0.23% 工作人员工作费用 

合 计  21,538,115.11 95.66%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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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

出比例 
用途 

中国西部发展基

金 
陕西耀州财政局 124,595.50 0.55% 

陕西耀州空巢老人慰问金及工

作人员差旅费 

中国品牌连锁发

展基金 

深圳柏润斯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395,000.00 1.75% 培训费 

中华创意发展基

金 
江苏省教科院 1,000,890.00 4.45% 捐赠教材教具 

中华创意发展基

金 

北京露营之巅体育公

司 
20,000.00 0.09% 捐赠电脑 5台 

中华创意发展基

金 
江苏省教科院 60,000.00 0.27% 捐赠电脑 15台 

爱之影慈善基金 
山东滨州城区市立医

院 
19,000.00 0.08% 位贫困老人做白内障手术 

   %  

   %  

   %  

   %  

   %  

   %  

   %  

   %  

   %  

   %  

   %  

   %  

   %  

   %  



合 计  21,538,115.11 95.66%  

第 20 页插页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

比例 
用途 

爱之影慈善基

金 
江西寻乌财政局 120,000.00 0.53% 

位贫困空巢老人发放

补助 

爱之影慈善基

金 
曾雅露 70,370.54 0.31% 赴寻乌扶贫差旅费 

青创基金 北京合拍环讯科技公司 218,000.00 0.97% 青创信息系统 

青创基金 
茜柚（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0,000.00 0.89% 技术服务费 

青创基金 北京合拍环讯科技公司 198,300.00 0.88% 技术服务费 

青创基金 
茜柚（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565,500.00 2.51% 技术服务费 

崇尊计划 石家庄勇乐达电子经销部 31,268.00 0.14% 
为贫困学生购买学习

用品 

   %  

   %  

   %  

   %  

   %  

   %  

   %  

   %  

   %  

   %  

   %  

   %  

   %  

合 计  21,538,115.11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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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圆明公益基金 赣州虔诚良品纸业 7,683,543.95 34.14% 环保手帕 

圆明公益基金 赣州香巴拉食品有限公司 4,999,895.60 22.21% 环保筷子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21,538,115.11 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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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2018 年度共开展了 0 项慈善信托，涉及领域，金额总计 0 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慈善信托名称 信托财务余额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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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北京司南车智库

经济学研究所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深圳零协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领袖国际管理有

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北京一元馥始茶

叶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

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

响关系的组织 

 说明： 

下拉框选项：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不基金会存在控制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不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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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济南脉恒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北京均加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兰洪明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北京教之星文化

传媒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赣州虔诚良品纸

业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赣州香巴拉食品

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吉林天三奇药业

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

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关系的组织 

第 22 页插页 

 

2、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北京一元馥始茶叶有限公司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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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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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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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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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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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年度其他支出说明：由于我会退休人员没有纳入社保，退休工资由我会承担，2018年退休人员工资共计

317563.24元;筹资费用 204490.28 元；及其他费用中扣除资产处置后的其他费用 6225.88元.共计 528279.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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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42,511,536.38 50,346,424.04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352,876.46 309,977.73 

 应收款项 3 4,620,610.58 7,425,586.04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460.60 0.00  应交税金 65 16,149.50 18,713.53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47,132,607.56 57,772,010.08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369,025.96 328,691.2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5,254,723.07 4,961,299.57         

 减：累计折旧 32 3,467,864.40 3,493,201.18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786,858.67 1,468,098.39  受托代理负债 91 2,306,675.13 2,047,562.26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18.00 18.00  负债合计 100 2,675,701.09 2,376,253.52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786,876.67 1,468,116.39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12,047.37 8,677.53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3,478,828.01 13,206,012.4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35,083,677.63 45,714,100.34 

 受托代理资产 51 2,306,675.13 2,047,562.26  净资产合计 110 48,562,505.64 58,920,112.74 

 资产总计 60 51,238,206.73 61,296,366.26 
 负债和净资产总

计 
120 51,238,206.73 61,296,3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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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300,350.12 26,124,911.00 27,425,261.12 2,099,000.00 32,265,199.62 34,364,199.62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

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

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

入 
5 1,478,000.00 0.00 1,478,000.00 67,972.00 0.00 67,972.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701,738.38 0.00 701,738.38 890,104.12 0.00 890,104.12 

  收入合计 11 3,480,088.50 26,124,911.00 29,604,999.50 3,057,076.12 32,265,199.62 35,322,275.74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

成本 
12 2,661,843.24 22,575,784.09 25,237,627.33 873,408.14 21,634,776.91 22,508,185.05 

 （二）管理费用 21 2,221,547.04 0.00 2,221,547.04 2,239,516.63 0.00 2,239,516.63 

 （三）筹资费用 24 297,360.81 0.00 297,360.81 204,490.28 0.00 204,490.28 

 （四）其他费用 28 36,613.15 0.00 36,613.15 12,476.68 0.00 12,476.68 

费用合计 35 5,217,364.24 22,575,784.09 27,793,148.33 3,329,891.73 21,634,776.91 24,964,668.64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

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45 -1,737,275.74 3,549,126.91 1,811,851.17 -272,815.61 10,630,422.71 10,357,607.10 



（若为净资产减

少额，以“-”号

填列）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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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18,158,950.07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67,972.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394,370.33 

现金流入小计 13 19,621,292.40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8,021,445.4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887,935.43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873,359.22 

现金流出小计 23 11,782,740.1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7,838,552.2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9,074.9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9,074.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9,074.9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5,410.33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0.00 

第 31 页 

 

（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907628.02 0 907628.02 3108412.98 0 3108412.98 

1-2年 754805.03 0 754805.03 730610.63 0 730610.63 

2-3年 92959.11 0 92959.11 681215.71 0 681215.71 

3 年以上 2865218.42 0 2865218.42 2905346.72 0 2905346.72 

合  计 4620610.58 0 4620610.58 7425586.04 0 7425586.04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1 人权交流中心 0 0 1965941.3 26.48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2 
上海家帝豪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1885629.6 25.39 1885629.6 25.39 2012-12-31 

项目执行

中 

3 
北京狼图广告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916585.32 12.34 916585.32 12.34 2012-12-31 

项目执行

中 

4 
东方圣博华康国际文化产

业公司 
608876 8.2 608876 8.2 2016-12-31 

项目执行

中 

5 2018年中美会 0 0 484695 6.53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合 计 4620610.58  7425586.04  ―― ―― 

第 32 页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6 宁夏人体组织库 299380 6.48 299380 4.03 2016-12-31 
项目执行

中 

7 731罪证陈列馆 420999.1 9.11 289245.9 3.90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8 个人 91399.61 1.98 18765.05 0.25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9 
任静--西松信浓川和平基金

建碑 
133423.92 2.89 97355.71 1.31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10 其他 34290 0.74 34290 0.46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11 
世界一家公益基金--我是牧

羊人 
28718.3 0.62 28718.3 0.39 2015-12-31 

项目执行

中 

12 杨远霞 22055.31 0.48 0 0 2015-12-31 执行完毕 

13 
中镇瀛（北京）经济信息咨

询公司 
3500 0.076 3500 0.047 2015-12-31 

项目执行

中 

14 北京欣欣假日国际旅行社 3725 0.081 0 0 2015-12-31 执行完毕 

15 深圳先锋旅投资有限公司 38138.1 0.83 38138.1 0.51 2016-12-31 
项目执行

中 

16 湖北东壁投资公司 5898 0.13 5898 0.079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17 
吉林养安享养老产业有限公

司 
13992.32 0.3 46896.82 0.63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18 陕西铜川耀州财政局 6000 0.13 0 0 2017-12-31 执行完毕 

19 2017年文博会 8000 0.17 0 0 2017-12-31 执行完毕 

20 猴班长文化发展公司 100000 2.16 100000 1.35 2017-12-31 
项目执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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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21 北京智信创想咨询公司 0 0 5000 0.067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22 七特丽慈善助学基金 0 0 34952 0.47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23 2018年出访欧洲三国 0 0 401641.85 5.41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24 
2018年出访白俄罗斯等 2

国 
0 0 23473.48 0.32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25 中国政法大学 0 0 136603.61 1.84 2018-12-31 
项目执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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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 年以上 460.6 0 460.6 0 0 0 

合  计 460.6 0 460.6 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

因 
账面余

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

例 

账面余

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比

例 



1 
首都师范大学会议中

心 
460.6 100 0 0 2012-12-31 

项目执

行 

         

         

         

         

合 计 460.6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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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

额 

 本年增加

额 

 本年减少

额 

 年末账面余

额 
 客户名称 

张卫华 152951 0 0 152951 张卫华 

刘威 27770 0 0 27770 刘威 

北京阿尔玛特科技有

限公司 
26666 0 0 26666 北京阿尔玛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先锋旅投资有限

公司 
25250 0 25250 0 深圳先锋旅投资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五险一金 98180.44 297132.53 295678.05 99634.92 
工作人员五险一金（含工会经费、

个人欠款） 

吉林养安享养老产业

有限公司 
19.08 49.5 0 68.58 吉林养安享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玉芳教育基金 2674.93 212.3 0 2887.23 玉芳教育基金 

博爱阳光国际文化传

媒公司 
4701.76 0 4701.76 0 项目执行完毕 

美中关系协会 14663.25 0 14663.25 0 项目执行完毕 

      

      

      

      

      

      

      

      

      



      

      

合  计 352876.46 297394.33 340293.06 30997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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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0 0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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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 2017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二)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过  

  2、已通过评估，评估等级为 3A ，有效期 自 2016 年至 2021 年。 

 

(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18-05-16 财政部 财税〔2015〕141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其他：       

 

(四)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 2017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2017 年由于基金会体制机制调整，以及人员划转等，带来以上整改问题。对此，基金会领导班子高度重视，

积极推动纠治整改，2018年基金会年度工作全面达到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要求。一是慈善活动 2018年度支出占

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二是召开两次理事会会议；三是拟于近期召开理事会会议，增补 3名监事，成立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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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1   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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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实体名

称 

设立时

间 

法定代表

人 

工商登记类

型 

被投资实

体 

注册资金 

认缴

注 

册资

金 

本基金

会 

出资额 

持股比

例 

投资资

产 

占基金

会 

总资产 

的比例 

与基金

会 

的关系 

核算方

法 

                

                

                

                

                

序

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50%以上丏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以下丏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3、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劢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不该项经济活劢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

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资企业不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

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50%之间丏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不决策的权

利，但并丌能够控制或者不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

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丏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

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第 38 页 

 

（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

构 

受托人是否具有资质在中国境内从事投

资管理业务 

委托金

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

金额 

无 无 0.00    0.00 0.00 

       

无 无 0.00 无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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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投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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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

息公开义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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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事意见 

 监事姓名： 陶拯 

 意见： 同意 

 签名：  

 日期：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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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印 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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