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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专业展览 书刊编辑 国际合作与交流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0063

1992-06-27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人民银行

北京市西城区南菜园 53号中华家园 2号楼 1单元 201室

63577238 互联网地址 www.cfdfe.cn

吴晓灵 原始基金数额 1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54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7,237,106.42

本年度总支出 6,436,751.9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712,091.1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81,107.35

行政办公支出 166,920.4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8.9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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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

6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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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9,296.30 30,106,130.49 流动负债 1,177,732.56 9,526.69

其中：货币资金 25,699,532.25 7,061,280.4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7,700,000.00 11,7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56,238.81 102,330.73 负债合计 1,177,732.56 9,526.69

净资产合计 42,687,802.55 41,898,934.53

资产总计 43,865,535.11 41,908,461.2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3,865,535.11 41,908,461.2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928,390.09 6,021,161.5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4,759,412.46 35,877,773.0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821,052.49 826,831.43 5,647,883.92

其中：捐赠收入 1,929,427.83 826,831.43 2,756,259.2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2,647,301.43 0.00 2,647,301.43

二、本年费用 6,436,751.94 0.00 6,436,751.94

（一）业务活动成本 5,882,091.11 0.00 5,882,091.11

（二）管理费用 548,027.84 0.00 548,027.84

（三）筹资费用 6,632.99 0.00 6,6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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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059.99 -2,734,059.99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118,360.54 -1,907,228.56 -788,868.0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李民、王云桂、袁欣

Topic专题

7 月 12 日，“国酒茅台·国之
栋梁———2012·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的捐赠、
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
单位发起的 2012·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捐款 1 亿元， 面向全国 3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按每人 5000 元标准资助全
国 2 万名考入二类本科以上院
校、品学兼优、来自农村家庭经
济困难的应届大学生。

来自河北省景县留府乡朴
庄村的曹翠翠成为首批被资助
对象之一。 曹翠翠今年以 668 分
的高分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
取，但因父亲得肺癌早逝，家境
贫寒。 现在曹翠翠再也不用为了
学费而操心，圆梦行动将为她资
助 5000 元助学金。

大额捐赠提振公益事业

“母亲的勤劳开明， 哥哥的
爱护体贴，和许多好心叔叔阿姨
的无私帮助，是我刻苦学习的动
力，也使我更懂得感恩与回报。 ”
曹翠翠说，茅台集团的捐赠于她
真是雪中送炭。 上大学后一定好
好学习，不辜负茅台集团、所有
爱心人士的期望。 将来有能力的
时候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曹翠翠是在“国酒茅台·国
之栋梁———2012·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的捐

赠、 启动仪式进行这番表述的。
该捐赠活动由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共青团贵州省委、贵
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全国
31 家省级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
共同发起。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表
示，茅台集团的此次捐赠，是希
望工程实施 22 年来一次性捐款
数额最高、资助学生最多的一笔
捐款。 该捐赠的价值在于，它将
为 2 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

大学新生“雪中送炭”，缓解他们
学习生活费用的不足；它将温暖
这些莘莘学子的心田，在他们的
心中种下“助人自助”的公益种
子； 它对于引导更多的企业、社
会公众支持、推动希望工程及其
他社会公益事业，将起到积极的
示范作用。

“全国青基会系统将严格资
金管理、资助管理，选准每一个
受助学生， 拨好每一笔资助资
金，保证茅台集团的捐款和爱心
安全、公开、高效地传递给受益
人。 ”涂猛说。

践行可持续的社会责任战略

2005 年起，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与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合
作， 联合全国各省级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全国逾百家媒体，共同发
起实施“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仅
2005—2007年间， 全国青基会系
统共募集捐款 4.1亿元，资助学生
8.8万名。 截至 2011年底，受资助
的大学生已达 317189人。

在捐赠、启动仪式上，中国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袁仁国表示，长期以来，茅
台集团始终把发扬传统产业、光
大民族品牌作为己任， 发展不忘
回报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倾
力支持公益事业。 为了唤起全社
会对人才培养的重视， 公司向
“2012·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款，
表达对贫困家庭莘莘学子的关
爱， 让贫困家庭孩子享有公平的
学习机会， 健康成长为社会的有
用之才，国家的栋梁之材。

据了解，茅台集团将践行社
会责任作为企业核心发展战略，

“十一五”以来，累计向社会捐助
5 亿多元。 其中，捐资 4000 多万
元帮助汶川地震灾区、玉树地震
灾区、 西南大旱灾区等恢复生
产，重建家园，新建校舍；捐资
2100 多万元成立以“汇聚爱心，
汇聚善心”为宗旨的“心基金”；
出资 1575 万元为西部地区 150
万名农村小学生捐赠《新华字
典》；捐资 1900 万援建百所“国酒
茅台·希望食堂”等。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白酒行
业龙头企业，多年来，国酒茅台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不断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 此次茅台
集团捐助，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即
将走入大学校门的贫困学生，这
不仅解决了许多贫困学生迈入
大学校门的燃眉之急，为其开设
了一个“绿色通道”，并且有利于
带动更多的企业或个人参与到
捐资助学的慈善事业之中。

（王烨）

希望工程迎来 22年数额最高、资助学生最多的一笔善款

贵州茅台捐资 1 亿元助学树榜样

� �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陈敏（中）、董事长袁仁国（右）向青基会秘书长涂猛
（左）递交捐款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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