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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开展资金捐赠、济困救灾、扶贫、扶幼、助医、助学、助教等社会救助活动及慈善公益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心平公益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57号

2008-09-19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B座 1300A

62702182 互联网地址 www.xinping.org

黄一禾 原始基金数额 5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4

心平公益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1,067,418.61

本年度总支出 23,508,834.3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2,578,116.4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63,230.10

行政办公支出 462,663.5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44.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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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5,374.00 0.00 19,615,374.00

19,615,374.00 0.00 19,615,374.00

19,615,374.00 0.00 19,615,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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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12,981.10 40,872,478.55 流动负债 1,874.19 1,336.48

其中：货币资金 40,808,933.64 25,892,732.9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0,000,000.00 10,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56,311.70 86,354.94 负债合计 1,874.19 1,336.48

净资产合计 51,067,418.61 50,957,497.01

资产总计 51,069,292.80 50,958,833.4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1,069,292.80 50,958,8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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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67,418.61 50,957,497.0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3,398,912.76 0.00 23,398,912.76

其中：捐赠收入 19,615,374.00 0.00 19,615,374.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3,406,453.47 0.00 3,406,453.47

二、本年费用 23,508,834.36 0.00 23,508,834.36

（一）业务活动成本 22,578,116.48 0.00 22,578,116.48

（二）管理费用 925,893.63 0.00 925,893.63

（三）筹资费用 4,824.25 0.00 4,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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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21.60 0.00 -109,921.6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维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娄天春

瑞鑫安泰
向北京房山捐500万元
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本报讯 7 月 24 日，北京瑞
鑫安泰创业投资中心总裁王修
德代表公司向北京市房山区长
沟镇受灾群众捐赠赈灾款 500
万元人民币。

长沟镇是此次特大暴雨的
重灾区之一。 王修德向受灾群众
表示关切的问候，他说，作为长
沟镇的投资企业，我们长期以来
与长沟镇政府、 百姓心系一家。
在得知此次灾情后，北京瑞鑫安
泰创业投资中心上下齐心，踊跃
捐款， 并在第一时间把捐款送
达， 希望能帮助长沟镇渡过难
关，重建家园。

房山区政协主席唐淑荣在
捐赠仪式上代表区委、区政府对
北京瑞鑫安泰创业投资中心表
示感谢，她说，瑞鑫安泰作为一
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企业，为房山
区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灾难降临的时候，又在第一时间
伸出援手，成为灾后第一家为房
山灾区捐款的企业。希望长沟镇
政府能抓紧一切力量，在抗洪救
灾，恢复重建的同时，保证瑞鑫
安泰投资项目———北京文化硅
谷的顺利建设。

房山区三化两区咨询委副
主任委员刘建平，长沟镇党委书
记李仲，镇长韩继华，瑞鑫安泰
创业投资中心副董事长杨润东，
北京文化硅谷建设指挥部常务
副总指挥刘建春等出席了捐赠
仪式并表达了对灾区重建的关
切。 （胡彬）

近日，“江铃·溪桥工程”第
12 次慈善行绵阳站活动在北川
羌族自治县举办。来自中国扶贫
基金会和江铃汽车的代表以及
四川当地的江铃爱心车主从绵
阳驱车前往北川陈家坝乡，共同
庆祝“江铃·溪桥工程”第 122 号
便民桥竣工，并为陈家坝乡羌绣
培训班捐赠善款。

“江铃·溪桥工程” 是一项以
“架设爱心，让过河者有其桥”为宗
旨，为我国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建
造便民桥， 同时开展公益宣传、捐
衣送暖、捐书助教等爱心活动的大
型公益项目。 自 2007年 4月启动
以来， 该项目已投入慈善资金
1400多万元， 在全国 18省 43个
县市 73 个乡镇援助修建便民桥
122座，受益村民达 30多万人。

据调查显示，在我国经济欠发
达地区，特别是地处偏僻的贫困山
区，由于缺乏建桥资金，缺桥现状
相当严重，仅仅西南 5省 207个国
定贫困县就有 12420座便民桥等
待援建。 因为没有桥梁，一条看上
去并不很宽的河水，在汛期来临的
时候，却阻挡了那里人们出行的路
线，孩子去上学、大人去耕种都不
得不绕行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在
寒冷的冬天， 孩子们为了上学，不
得不挽起裤腿趟过冰冷刺骨河水
的景象日复一日地重演。

北川县陈家坝乡金鼓村坐

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上，地
震灾害将原有的一座与外界联
系的桥梁埋没，使得羌寨成为一
座孤岛。如今，“江铃·溪桥工程”
第 122 座便民桥在这里落成，让
6000 多村民不再冒着生命危险
趟河水、走远道。

这些便民桥虽然不大，却切
实解决了当地村民的交通实际
问题，让孩子们上学、大人出行
不再绕河多行几里路，让当地人
的土特产能够顺利运往城市换
来经济收入，把外面世界的新知
识直接带进乡村。 据记者了解，
当地村民亲切地把便民桥称作

“爱心桥”、“致富桥”。

在开展便民桥建造的同时，
“江铃·溪桥工程” 另一项职能也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五年多时间，
以“溪桥工程”为主题的慈善宣传
活动遍及全国 26省（含直辖市）
200多个县市， 活动次数达到了
380余场， 参与群众达百余万人。
同期开展达 12 次的江铃汽车慈
善行活动， 累计行程超过 7万公
里， 为西部贫困地区运送从各地
募集来的爱心物资 70多车，在慈
善行途中还开展了对贫困小学的
捐助活动，至今已向 60多所贫困
地区小学校捐赠了大量的图书、
文具、教学及文体用品。 本次江铃
汽车慈善行则为陈家坝这座“百

年羌寨” 带来了村民们急需的培
训资金，通过培训，村里妇女的羌
绣手艺就可以转化为商品， 进而
提高收入水平。

在各种各样的扶贫活动当
中，“江铃·溪桥工程”首创了国内
第一个关于便民桥援建的公益项
目， 填补了国内公益事业上的空
白。 项目主办方———中国扶贫基
金会、江铃汽车股份、中国汽车报
以及援建地的相关部门， 做到了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并将溪桥工
程打造成一个公益平台， 广泛吸
纳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其中。 正如
活动所号召的：“有爱·有未来·有
你·更精彩”。 （张晓芳）

溪桥工程
第 122 座便民桥在北川竣工

五年多时间，以“溪桥工程”为主题的慈善宣传活动遍及全国 26省（含直辖市）200多个县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