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pic12 专题·人物
２０12．7.17 星期二 责编：张雪弢 美编：继东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助、专业培训、书刊编辑、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23号

1994-01-25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清华大学动振小楼

62794587 62797099 互联网地址 www.tuef.org.cn

陈吉宁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4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493,650,641.55

本年度总支出 609,259,783.8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77,424,243.8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455,731.48

行政办公支出 7,024,253.8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8.6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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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011,399.06 0.00 1,047,011,399.06

788,049,290.22 0.00 788,049,290.22

52,065,106.10 0.00 52,065,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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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715,129.58 1,507,690,831.63 流动负债 299,031,535.92 121,136,381.55

其中：货币资金 74,591,999.12 270,665,725.7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87,418,641.32 603,652,067.98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9,548,406.57 28,555,112.56 负债合计 299,031,535.92 121,136,381.55

净资产合计 1,493,650,641.55 2,018,761,630.62

资产总计 1,792,682,177.47 2,139,898,012.1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792,682,177.47 2,139,898,012.1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191,392,167.72 1,700,815,897.21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02,258,473.83 317,945,733.4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9,639,739.97 1,114,731,032.91 1,134,370,772.88

其中：捐赠收入 19,639,739.97 1,027,371,659.09 1,047,011,399.0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83,145,714.76 83,145,714.76

二、本年费用 0.00 609,259,783.81 609,259,783.81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577,424,243.88 577,424,243.88

（二）管理费用 0.00 12,479,985.37 12,479,985.37

（三）筹资费用 0.00 19,355,554.56 19,355,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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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2,480.39 3,952,480.39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5,687,259.58 509,423,729.49 525,110,989.0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李先耀

15 年坚持 10 万孩子受益宝健助学
———专访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总裁李道
�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在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仍然
有一群无法选择命运的孩子，面
临着教育难题。 为了让更多孩子
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15 年来
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健”）已经在全国捐建
了 46 所宝健希望小学，21 所农
民工子弟学校， 为 10 万名孩子
带来了读书的希望。

“给更多孩子一个平等的机
会。 ”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
司总裁李道如此诠释宝健 15 年
助学的爱之根源。

希望之火
让更多孩子享有平等机会

“我永远难忘在张家口的乡
村看到的失学孩童。 ”李道回忆
说。 1996 年秋天，李道来到张家
口乡下，看到村里的孩子们没学
可上， 只能三三两两散在街上。
当地糟糕的教育环境给受过良
好教育的李道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当时我心里很难过，也很压
抑”。

做一件好事不难，但连续 15
年持续做同一件好事，很难！

1997 年，宝健在张家口捐建
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宝健的助学
之路由此开始。 至今的 15 年间，
无论是面对 2003 年的“非典”突
发事件， 还是面临 2009 年的全
球性金融危机，宝健从未停止过
自身的公益助学步伐，持续不断

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目
前公益捐赠金额已超亿元，累计
公益捐赠额在销售额中的占比
居业内首位。

由一个人做，到发动数万人
一起做，更难！

为了让更多孩子能够拥有
公平受教育的机会，李道说服了
公司总部、 员工和代理商，于
2004 年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设立了由 3 个 1%构成的“宝健
自主基金”， 实现了让贫穷的孩
子成为公司股东的心愿。

在李道的带动下，宝健每年
至少将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
1%、宝健的员工和全国代理商承
诺自愿捐出个人收入的 1%，这
三项资金共同注入基金。 至今已
有数万人成为这项基金的参与
者，宝健自主基金有效地成为了
帮助中国贫困地区希望小学孩
子实现自主人生的有力保障，受
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预计未
来几年内， 宝健自主基金的“1%
爱心志愿者” 人数将达到 10 万
人，有宝健人的地方就有希望！

帮助一个孩子不难，15 年持
续帮助 10 万个孩子，太难！

“中国要富强，孩子是希望，
需要给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
几年前，就贫困孩子接受教育的
问题， 李道曾经上书温家宝总
理，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解决方
法。 令人欣慰的是，时至今日，在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下，

贫困孩子受教育的问
题，已经得到了一些改
善。 宝健更是尽己所
能，取之社会、回馈社
会，15 年间持续帮助
10 万个孩子获得公平
受教育的机会，重新点
燃希望的梦想。

据悉， 今年 8 月
份， 恰逢中韩建交 20
周年之际，宝健还会送
宝健希望小学的孩子
去韩国看丽水世博。要
让大山沟里的孩子、身
患残疾的孩子也享有
同等的机会，去放眼世
界，开阔眼界，“放飞他
们的梦想”。当然，这也
是这些孩子第一次走
出家门、国门，将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当
今这个文化多元化的
世界，既促进了多元文
化交流，同时又让学生有了世界
的眼光和胸怀，增强判断力。

捐一所小学不难，15 年持续
关照与扶持六十几所小学，难上
加难！

在 15 年的漫漫公益之路
上，宝健已在全国捐建和资助了
67 所希望小学和农民工子弟学
校。 最令人感动的是，汶川地震
发生时，宝健在震区捐建的希望
小学完好无损， 在校的 1500 名
学生没有一个受伤。

无疑宝健希望小学的建设
标准属于超高水准，这之间凝结
着无限的爱与责任。“我们会持
续捐赠下去， 预计 2016 年前捐
建的希望小学将达到 100 所。 ”
李道说。

通过记者的进一步了解发
现，宝健的公益模式确实具有很
强的可实现性和先进性，且秉持
了不断持续发展的理念：从 1997
年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张家口落
成，到此后年年持续不断地关爱

宝健希望小学的学生，再到……
2012 年 5 月 26 日， 宝健再

次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
赠 500 万元，注入“宝健自主基
金”。 据悉，该笔捐赠主要用于持
续捐建宝健希望小学及扶持最
新启动的“宝健希望之星”项目。

2012 年 7 月 13 日， 宝健积
极响应由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
员会等主办的“爱在新区，我们
在行动”大型捐赠活动，并参与
了其中的“新区青年幸福计划”，
还向此次活动捐赠了 100 万元
公益善款，专项用于北京大兴新
区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环境改
善及贫困学生资助，旨在为农民
工子弟成才提供公平的平台。

泽被社会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爱你就不要伤害你，爱你
就要支持你，爱你就要帮助你。 ”
李道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诠释宝
健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李道一
直强调要特别感谢每一位参与宝
健自主基金的 1%爱心志愿者，因
为正是由于这些宝健人的共同参
与， 才能持续不断地给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带去梦想和希望。“取之
社会，回报社会。 ”李道表示，作为
良好的企业公民， 宝健乐于肩负
更多的社会责任， 尽己所能地回
馈社， 并承诺有宝健人的地方就
有希望。 (辜哲 王烨)

宝健（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总裁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