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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开启植树造林新计划

7 月 8 日，上海市支持甘
肃省定西市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暨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萤
光支教公益项目签约仪式在
上海举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沈晓明、 副秘书长翁
铁慧， 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郝远、副秘书长李耀先，上
海警备区原政委、 上海华信
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光
金，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总裁陈秋途， 上海华信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连敏玲等嘉宾
出席并见证了签约仪式。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是
一家经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
局审核批准， 由上海市民政
局主管的非公募基金会，其
资金来源于中国华信。 中国
华信作为一家民营集体制企
业，秉承“由力而起，由善而
终”的为商之道，致力于创造
社会财富的同时， 通过上海
华信公益基金会， 以多种形
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回馈
社会。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萤
光支教公益项目， 是华信积
极响应上海市政府、 共青团
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的相关文件精神， 在全
社会志愿化支援西部建设的

时代背景下， 通过上海华信
公益基金会出资， 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和甘肃省教育厅统
筹协调进行的项目。 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组织上海市具有
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资源，
到甘肃省进行短期代课、示
范教学、理论讲座，以此对甘
肃省各级各类教师专业发展
做针对性培训。 同时每年组
织上海市优秀大学毕业生到
甘肃省农村中小学进行义务
支教。 甘肃省也将组织本地
优秀校长及教师队伍赴上海
进行短期学习或挂职培训锻
炼。 经沪陇双方友好协商，将
上海市闵行区与甘肃省定西
市定为此项目前期互助对接
试点。

项目合作签约分三次进
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甘肃
省教育厅及上海华信公益基
金会三方代表签署了上海甘
肃支教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甘肃
省定西市教育局与上海华信
公益基金会三方代表签署了
大学生支教项目协议； 上海
市闵行区教育局、 甘肃省定
西市教育局、 上海华信公益
基金会三方代表签署了教师
培训项目协议。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萤

光支教公益项目， 作为上海
市政府支援西部建设系统工
程重要内容之一， 将在未来
三年时间里，在试点地区逐
步展开该项目中所包含的

“上海教师陇上行”、“萤光
计划”、“映雪计划”、“雏鹰
行动”、“网一起” 等五个项
目模块。 其中，“上海教师陇
上行”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组织富有教学经验的教
师及专家，到定西市做校长
与教师管理工作培训 ；“萤
光计划”由共青团上海市委
选派上海优秀应届大学毕
业生到定西市一些学校做
义务支教；“映雪计划”由定
西市选派优秀校长教师到
上海学习考察， 挂职锻炼；

“雏鹰行动” 是由上海高校
扶持定西师专做学前教育
专业发展；“网一起”是通过
网络平台建立起上海与甘
肃两地教师的长效交流平
台。 项目的实施将充分发挥
上海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
加强东西部城市教育事业
交流与资源的高效配置，优
化甘肃省定西中小学师资
结构， 进一步提高甘肃省定
西市农村教师的业务素质和
教育创新能力。

（周海山）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启动萤光支教公益项目

本报讯 7 月 6 日，北京交通大
学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在京举行。 五年以来，北京交通
大学教育基金会累计募款 2.12 亿
元，获得中央财政配比 1.08 亿元，争
取资金共计 3.2 亿元。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是
2009 年 7 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的非
公募基金会， 业务主管单位是教育
部。 基金会的前身是成立于 2006 年
的北京市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

会。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理
事长曹国永介绍， 未来将在四个方
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进一步加大
筹资力度， 特别是要大力拓展海外
筹资渠道， 发掘港澳台地区的捐赠
潜力； 二是加大与企业的合作与服
务力度； 三是继续保持基金的保值
增值态势， 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和
透明度； 四是加强基金会的自身建
设， 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人才队伍
建设。 （王烨）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5 年筹资 3.2 亿

本报讯 7 月 5 日， 作为 2012
“放飞梦想———波音航空科普教育系
列活动”的一部分，“航空科普大讲堂”
在北京市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与
以往不同， 参加此次大讲堂的学生是
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有听力障碍
和智力障碍的孩子们。

“放飞梦想———航空科普教育活
动” 是波音公司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
公民活动。 2012年是放飞梦想活动的
第四年，截至目前累计有 645所（次）

学校的 45000多名学生参加了“放飞
梦想”活动，898名科技教师接受了培
训，在校累计授课达到 17071课时。活
动共组织 18 次公开课，28 次教师培
训,累计配发教材和模型套材各 52000
套；30所学校已将活动教材列为校本
教材，59所计划成为校本教材。 今年，
放飞梦想活动全面覆盖北京地区 17
个区县的 170所小学， 并进一步扩展
到山西省吕梁山区和西藏自治区首府
拉萨。 （王祺文）

“放飞梦想”航空科普大讲堂走进特教学校

本报讯 7 月 6 日，国家林业局
代表、兴和县代表、本田技研工业株
式会社中国本部长仓石诚司及
Honda 在华 14 家关联企业的代表
齐聚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兴和县，见
证了兴和县内友谊水库南侧于过去
5 年所进行的联合植树造林一期工
程的竣工。 会上，Honda 同时宣布与
兴和县人民政府签署下一个五年植
树造林计划的意向书， 将继续共同
努力改善兴和县内友谊水库附近的

生态环境。
根据新工程的意向书和初步计

划，Honda在华关联企业联合植树造
林工程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将于 2013
年展开， 同时参与计划的 Honda 关
联企业也将由以往的 14 家扩大到
16 家，共同提供总计 2000 万元人民
币作为植树造林费用。新的植树造林
区域选定在兴和县国道 110 北侧一
片面积为 7000 亩的荒地。

（周海山）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一）资助专项课题研究和开发项目；（二）支持与奖励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资助培养青年教师；（三）支持教学与研究设施改
善和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四）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五）资助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88

2011-06-10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陕西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3号

87080038 互联网地址

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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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10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2,342,214.2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342,214.2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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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214.20 0.00 2,542,214.20

2,542,214.20 0.00 2,542,214.2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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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0,267,224.26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20,267,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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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0.00 20,267,224.26

资产总计 0.00 20,267,224.2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20,267,224.2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2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20,067,224.2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7,224.26 2,542,214.20 2,609,438.46

其中：捐赠收入 0.00 2,542,214.20 2,542,214.2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0.00 2,342,214.20 2,342,214.20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2,342,214.20 2,342,214.20

（二）管理费用 0.00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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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7,224.26 200,000.00 267,224.2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陕西中庆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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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