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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教育培训，奖励教学，国际司法交流，购置教学设备，专项资助。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 0064

1993-06-01 业务主管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11号

68657238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efp.org.cn

王振川 原始基金数额 8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144

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9,126,277.72

本年度总支出 35,809,503.3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4,776,941.2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02,871.50

行政办公支出 491,210.9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0.7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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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000.00

15,50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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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8,747.32 104,277,059.98 流动负债 513,789.92 3,278.53

其中：货币资金 61,755,127.32 4,549,753.9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703,159.89 620,010.04 负债合计 513,789.92 3,278.53

净资产合计 83,998,117.29 104,893,791.49

资产总计 84,511,907.21 104,897,070.0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4,511,907.21 104,897,070.0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8,500,000.00 31,85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65,498,117.29 73,043,791.4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4,192,011.98 22,500,000.00 56,692,011.98

其中：捐赠收入 30,835,000.00 22,500,000.00 53,335,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2,250,000.00 0.00 2,250,000.00

二、本年费用 35,809,503.33 0.00 35,809,503.33

（一）业务活动成本 34,776,941.24 0.00 34,776,941.24

（二）管理费用 994,082.43 0.00 994,082.43

（三）筹资费用 38,479.66 0.00 38,479.66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9,150,000.00 -9,15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532,508.65 13,350,000.00 20,882,508.6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证天通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刘枫 许泽虎

Topic专题

6 月 29 日，“‘易创计划’五
年万名大学生创业人培养工程
之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在
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大
厦举行。 此次活动由教育部高校
学生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
育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
业能力建设司、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指导，北京理工大学、易才集
团、《创业人》杂志社联合主办。

今年是五年“易创计划”的
第一年，经过报名初审、初赛、复
赛等层层选拔， 最终有 11 支参
赛队伍入围决赛。 当天，大赛组
委会先对决赛选手进行了关于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培训。 培训
过后，参赛选手开始了最终排名
的角逐，在经过激烈答辩、自我
阐述及评委提问等一系列评定
之后，来自深圳大学的个人便携
式数控机床项目获得创业状元
奖，北京理工大学的黑鲨赛车有
限责任公司获得榜眼、天津城市
建设学院的博思格专案项目获
得探花。 最终获奖的创业团队除
了能得到易创计划提供的创业
基金外，还将得到创业的全程孵
化后续支持，解决创业者在创业
过程中，面临的人才缺乏和团队
管理经验不足等难题。

据了解，中国专业的人力资
源外包服务提供商———易才集
团一直致力于大学生创业培养
的公益活动，积极响应并推动创
新国家建设的政策，始终将履行
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的一部分。 作为主办方的易才

集团创始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李浩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内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
与实践。

为了总结创业企业发展的
客观规律，给创业者在不同创业
阶段提供决策参考，易才集团还
联合清华大学提出了创业管理
的“凤凰曲线”，这也是国内首次
在该领域对客观规律做出的学
术研究。 而在不久前人社部召开
的第二届人才发展论坛上，李浩
因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做

出的突出成绩，成为人力资源外
包行业唯一受邀出席的企业家，
其论文《创新创业人才在地区培
养机制探索与易才实践》更是获
得了此次评选的国家级一等奖，
受到与会专家及领导的首肯。

在决赛颁奖仪式上，到场嘉
宾对“易创计划”及创业大学生
都寄予了厚望。 北京理工大学副
校长赵显利表示，“易创计划”可
谓任重道远，抓住机会积极地开
展工作。 衷心希望入围大学生能
崭露头角，在全国 600 万的大学

生中，将“星星之火”以燎原。 以
北京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几所重
点高校积极与社会企业展开合
作， 走校企联合的创业教学模
式，打造高校大学生创业的成功
案例，并通过适当的平台进行宣
传和推广，希望藉此让更多的大
学生参与到创业的队伍中来，引
导大学生通过创业实现梦想、成
就自我。

此外， 易才集团创始人、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李浩，以决赛评
委的身份发表了演说及自己的

看法：“‘易创计划’ 的大学生创
业项目和创业水平每年都在不
断提高，对于目前大学生创业的
大环境来说， 是非常适合创业
的。 对于培养大学生创业的心
得，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易创
计划’ 是从公益角度去衡量的，
希望能够多多帮助大学生未来
实践；第二，通过创新创业活动，
能够造就更好的就业机会；第
三，创业是没有定势的，需要各
种资源的配合。 对于‘易创计
划’，我也有三点展望。 第一，希
望活动越做越好，参与大赛的创
业项目案例能够供后人参考；第
二，易才集团本身是做人力资源
管理的企业，希望能够总结以往
的经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第
三，创新创业项目无论是实践还
是理论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
提升。 未来我们也会更多地为大
家提供实习、创业、就业三位一
体的服务。

三年前，易才集团与北京理
工大学共同创办了 BIT-CTG 大
学生创业基地。 2 年前，易才集团
主办的 2010 中国高校创业计划
决赛也在这里举行。 从近年来的
合作也可以看出，北京理工大学
不仅是我的母校，同时也是易才
集团的合作伙伴，更是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的基地，尤其是在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与实
践， 我们双方都有着共同的目
标。 ”

（陈江宏）

“易创计划”为大学生创业全程孵化

6 月 29 日，“‘易创计划’五年万名大学生创业人培养工程之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