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面向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救灾帮困等其他公益慈善事业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老牛基金会 基证字第 J0035号

2004年 12月 业务主管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 27号农牧大厦 12层

0471-3307865 互联网地址 www.lnfund.org

宗丽娜 原始基金数额 2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010010

老牛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150,694,563.13

本年度总支出 101,207,420.8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0,207,3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32,375.23

行政办公支出 4,527,250.6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7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59%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8,335,358.88 8,335,358.88

5,612,531.40 5,612,531.4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938,469,408.50 108,355,651.62 流动负债 184,144.89 14,374.43
其中：货币资金 516,017,757.17 87,613,211.02 长期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9,906,317.33 受托代理负债

长期投资 212,345,993.82 212,345,993.82 负债合计 184,144.89 14,374,43
固定资产 63,305.70 1,166,715.72 限定性净资产

信托受益权 707,373,909.18 净资产合计 1,150,694,563.13 1,029,227,895.91

资产总计 1,150,878,708.02 1,029,242,270.3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150,878,708.02 1,029,242,270.34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50,694,563.13 1,029,227,895.91

受托代理资产 资本公积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335,358.88 8,335,358.88

其中：捐赠收入 5,612,531.40 5,612,531.40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2,722,827.48 2,722,827.48

二、本年费用 101,207,420.84 101,207,420.84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0,207,300.00 100,207,300.00

（二）管理费用 5,912,630.14 5,912,630.14

（三）筹资费用 -4,912,509.30 -4,912,509.30

（四）其他费用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92,872,061.96 -92,872,061.9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内蒙古自治区民
政厅年检合格。

2012 年 5 月 31 日五、监事：刘信

（上接 05 版）
2006 年底，天津、山西、吉林

等 9 省、市、自治区 103 亿元养老
金个人账户中央财政补助金委
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
营。 作为全国社保基金首次接受
外部委托投资，其承诺委托人最
低年收益率 3.5%。

在此背景下，2007 年， 全国
社保基金不负众望， 达到了
43.19%的高投资收益率。 与 2006
年相比，全国社保基金的股市投
资收入增长近 3 倍，达人民币 42
亿元，2006 年为 11 亿元。 业内人
士纷纷指出，如此高的投资收益
归功于 2007 年火爆的股市行
情。

股市大涨之后是大跌，全国
社保基金未能在股市波动中寻
求平衡。 2008 年，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收益率-6.79%，全年共亏损
394 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的资产
总额从 2007 年近 6000 亿元，缩
水为 5623.70 亿元。 导致的直接
后果是，基金成立 9 年来，扣除
同期通货膨胀率后，年均投资收
益率下降至 6%左右，与当时 5 年
银行定存相当。

在社会各界纷纷对全国社
保基金投资收益表示担忧的情
况下，2009 年 5 月， 全国社保基
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又公开
表示，因受股市利好影响，全国
社保基金 2009 年一季度投资收
益“又得到了 150 亿元”。

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战略储
备金， 全国社保基金将在 15 至
20 年后才能发生支出。虽然全国
社保基金理事会一直强调为保
证收益稳定增长，基金坚持长期
投资、谨慎投资及责任投资的原

则。 但过山车般的投资收益率走
向似乎证明，该基金也未能抵挡
住股市高回报的诱惑。 而投资风
险也正来源于此。

而据新华网的报道称，全国
社保基金在 2000 年成立之初，
股票和债券投资总额度不到 19
亿元， 占当年总资产的 2%。 然
而，到 2005 年 9 月底，这一投资
额度就增长到 1150 亿元， 占总
资产比例骤升至 60%。

养老金委投设保底收益

作为首次投资运营地方管
理的养老金，全国社保基金无疑
将“安全”作为首要方针。 与 2006
年受委托投资 9 省 、市 、自治区
103 亿元养老金个人账户中央财
政补助金不同，此次全国社保基
金给委托人的承诺为“不低于同
期银行定存利息的收益”。

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
率从 2001 年的 1.73%， 到 2006
年的 29.01%， 直至 2007 年最高
达到 43.19%，再陡然回落至 2008
年 的 负 6.79% ， 及 至 去 年 的
0.84%。 其在保值增值上表现的
不稳定性可见一斑。 但在“国家
队”的身份背景以及年平均投资
率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其
仍为“保命钱”的养老金委托投
资对象的不二选择。

3 月 19 日，全国社保基金理
事会和广东省政府以及有关方
面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 经国务
院批准，全国社保基金受广东省
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
1000 亿元。 资金将分批到位，委

托投资期暂定两年。
消息一出， 即引发各方解

读，众多业内人士将其视为养老
金入市的信号。 有乐观者分析，
认为此次委托投资将对股市形
成提振作用。 也有悲观者认为，
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走低，养
老金安全问题值得担忧。

对于各方议论，全国社保基
金理事会随后作出反应。 其发言

人称：不要把“委托投资运营”误
读为“委托入市”。 该项资金将主
要用于投资国债、 银行存款、企
业债、金融债等有固定收益的产
品，来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作为首次投资运营地方管
理的养老金，全国社保基金无疑
将“安全”作为首要方针。 与 2006
年受委托投资 9 省、市、自治区
103 亿元养老金个人账户中央财

政补助金不同，此次全国社保基
金给委托人的承诺为“不低于同
期银行定存利息的收益”。 而对
于广东方面来讲，显然对其期待
值更高。 对方表示：期待委托给
全国社保基金后的收益则至少
要达到过去五年平均收益的两
倍， 也就是在 4%以上。 也就是
说，在过去五年里，广东省养老
金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只有两
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地方管理的养老
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
行，收益率一直很低。 根据 2011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八条规
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
失业、生育五大社会保险基金都
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社保法同时规定：五险种社
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按照国务院规定投资运营实
现保值增值。（现行规定，地方养
老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其它
社保基金已经有一定比例资金
投资股票、基金、企业债等流动
性好的金融工具。 ）

以 2010 年为例，资料显示广
东社保基金纳入各级财政专户
管理的资产中，91.2%为银行定期
存款，1.63%为债券投资， 其收益
率为 3.5%左右， 而 2010 年 4 月
广东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
计上涨 5%左右， 收益率低于通
胀率，呈现隐形缩水的状况。 其
保值增值的压力巨大。

实际上，为了扭转自主管理
的低收益状况， 早在 2009 年，广
东省有关领导就已经向国务院
提出申请，将养老金委托给全国
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营。

全国社保基金知多少：
★截至 2011 年年底， 全国社保基金规模达到人民币

8688.20 亿元，其中：社保基金直接投资资产 5041.12 亿元，
占比 58.02％；委托投资资产 3647.08 亿元，占比 41.98％。

★2002 年至 2011 年底， 中央财政性资金累计拨入
4920 亿元，其中，彩票公益金 903 亿元。10 年来，全国共筹集
彩票公益金 3287.81 亿元，有 27.5%划入了全国社保基金。

★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社保基金共投资 13 支基金，
投资金额 195 亿元，其中有 3 支基金为二期。 这 13 支基金
的总规模为 630 亿元，其中全国社保基金占 195 亿元，占基
金总规模的 31%。 同时， 全国社保基金间接投资 124 家企
业，其中 19 家已上市，市值是成本的三倍，另有 13 家提出
上市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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