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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基金资助与使用监督；博士后日常管理与服务；交流与合作。 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业务培训；优秀博士后评选事务工作；办理
北京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进出站手续和日常经费拨款事宜；承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评估和评审的事务工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77号

1990-01-06 业务主管单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号博士后公寓

62335023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postdoctor.org.cn

陈宜瑜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29,206,807.00

本年度总支出 464,439,425.6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60,56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850,551.64

行政办公支出 840,747.6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7.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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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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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37,194.67 101,445,838.09 流动负债 677,921.38 1,187,191.25

其中：货币资金 99,437,194.67 101,445,838.0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857,798.22 2,857,798.22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4,944,467.98 15,063,967.98 负债合计 677,921.38 1,187,191.25

净资产合计 116,561,539.49 118,180,413.04

资产总计 117,239,460.87 119,367,604.2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17,239,460.87 119,367,604.2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6,561,539.49 118,180,413.0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65,985,201.21 0.00 465,985,201.21

其中：捐赠收入 1,346.30 0.00 1,346.30

政府补助收入 460,680,000.00 0.00 460,68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64,439,425.66 0.00 464,439,425.66

（一）业务活动成本 460,699,187.00 0.00 460,699,187.00

（二）管理费用 3,691,299.32 0.00 3,691,299.32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48,939.34 0.00 48,9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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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775.55 0.00 1,545,775.5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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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成

首届中国慈展会， 公益媒体
人齐聚深圳，有好事者开玩笑：如
果行走在会展中心一带， 扔两个
砖头， 一个砸到志愿者一个砸到
公益媒体人。而有 8家媒体，他们
恰好来自中国三处公益富矿———
广东、北京和云南。公益形式的急
剧发展让他们意识到， 联合起来
才能更好支持中国公益。

一场名为 2012 中国公益媒
体深圳行暨“媒体公益与社会变
革” 研讨会 11 日在深圳晶报社
召开，京华时报、公益时报、新浪
微公益、天涯社区、南方都市报、
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等媒体代
表都参与了研讨。

会议围绕媒体在当下的公
益大潮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展开
讨论。

近年来，以京华时报，晶报
等为代表的各大都市类媒体纷
纷开设以公益领域为主要报道
内容的公益周刊，而公益的专业
媒体除了十多年前业已创刊的
公益时报之外，一些专业杂志也
身影频现。 在媒体大军中渐成一
支重要力量的公益媒体人们，正
试图通过不懈的努力，见证和影
响这个时代的公益发展脉络，实
现公益媒体对于时代的真正价
值。

公益媒体究竟如何更好地
发挥与时代相呼应的最大作用？

“公益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
作用就是要提供更多真相与

爱。 ”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这
样认为。 从大众类都市媒体的角
度出发，他认为现在的媒体就需
要一双翅膀，一边是真相，一边
是爱，这样会让媒体经常离地更
高飞翔，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
点。 而创办公益类周刊，正是打
造这双翅膀的重要一环。 他建议
公益类媒体可以组建联盟，团结
起来为公益、 为社会做点事情，

“在公益领域，重要的不是竞争，
而是合作。 ”他说，在公益上，具
体的竞争应该转成合作的动力，
进一步推动公益项目的开展。

“媒体的每一次发力就是一
种公益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见证。 ”都市时报总编辑周智琛
对当前公益力量和时代环境之
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 彼此成
全，力量共振。 他认为，当前媒体
有一种天然的、 极度的公共性，
公共关怀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
张扬和呈现，并爆发出了巨大的
能量。 他建议媒体要创造新模
式，以“天下为公、大益天下”为
使命，并建议公益人做到六不要
和三要， 即不要自我神圣化、自
我威权化、自我悲情化、自我趋
利化、自我江湖化、自我明星化，
而要追求和实现法制化、 专业
化、 常态化。“我们应该因地制
宜，共建共荣。 ”他认为媒体应该
做一个弘扬人文主义的平台：发
扬人性，发挥人力，拥护人权，培
养人才，健全人格。

“我们应该认清媒体的优
势，找准公益的切入点。 ”南方都
市报编委陈文定认为这是媒体
公益的首要因素。 在他看来，媒
体组织活动的顺势而为和长期
积累的公信力可以延伸出公众
舆论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凝聚力、
号召力。 他认为纽带公益是媒体
公益最好的类型。

“在公益， 不论新媒体还是
传统媒体，都要一致去做平台。 ”
天涯社区公益总监梁树新则认
为， 媒体应该有自己的专业性，
应该去利用自己的特点，即传播
与推进公益的发展，对于公益项
目则宜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要无
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非营
利组织。

“媒体首先的职能还是做传
播。 ”他说，表面看起来媒体做公
益是有很大的优势，但从专业性
和长期性来看，可能会有分裂的
结果。 所以，梁树新认为媒体做
平台的价值会远远大于操作公
益项目的价值。“这里产生的媒
体价值可能是裂变式的，远远比
我们自己去操作一两个项目产
生满足感、成就感的价值更大。 ”

他说：“我有三个倡
导。 第一，公益无国
界；第二，媒体要做
社会与政府对话的
润滑剂；第三，媒体
公益要引导和帮助
公益社会的建设。 ”

而本报相关负责人
在研讨会上谈到了公益
时报的理念，“以前的大
众媒体可能更多地着力
于发现社会问题，或者探
讨如何创造财富，而公益
媒体的价值在于更多地
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之
道， 以及财富的归宿问
题。也就是说社会以及财
富的下半场。 ”在公益报
道中，媒体应该在保持对弱势群
体关注的同时， 超越这个层面，
通过报道传播公益理念和方法
论，助力社会发展，如孟子所说
的“以善养天下”，而不应该服天
下。

媒体人、公益人邓飞代表新
浪微公益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京
华时报公益周刊主编郭爱娣、云
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郭敏也
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媒体公益与社会变革”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探讨变革时代的媒体公益角色
■ 本报特约记者 刘敬文 马静仪“公益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就是要更多提供真相与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