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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资助社会福利事业、扶贫济困、赈灾救援、助学兴教和慈善宣传活动。资助和奖励促进职工教育、环境保护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海仓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58号

2008-12-18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1号新保利大厦 20层

64082787 互联网地址 www.haicang.org

李兆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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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

海仓慈善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0,901,352.68

本年度总支出 4,329,584.6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074,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20,276.69

行政办公支出 134,182.4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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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0.00 0.00 3,500,000.00

3,500,000.00 0.00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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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10,054.28 50,098,890.14 流动负债 113,769.92 4,212.64

其中：货币资金 6,005,554.28 5,092,7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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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32 2,011.20 负债合计 113,769.92 4,212.64

净资产合计 50,901,352.68 50,096,688.70

资产总计 51,015,122.60 50,100,901.3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1,015,122.60 50,100,9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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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01,352.68 50,096,688.7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524,920.71 0.00 3,524,920.71

其中：捐赠收入 3,500,000.00 0.00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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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9,584.69 0.00 4,329,584.69

（一）业务活动成本 4,074,000.00 0.00 4,074,000.00

（二）管理费用 254,459.09 0.00 254,459.09

（三）筹资费用 1,125.60 0.00 1,1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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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663.98 0.00 -804,663.9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平建华浩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陈金发

The Greenest Olympics Ever, but Is It Good Enough?

最“绿”奥运会，伦敦切不可沾沾自喜
尽管比起七年前伦敦在赢

得奥运主办权那一刻许下的环
保承诺相距甚远，今年的伦敦奥
运会仍然有望成为最“绿”的一
届夏季奥运会。

甚至环保倡议人士也声称，
在这一方面，伦敦奥运会将战胜
所有现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只
有 2000 年的悉尼或许还能望其
项背。

“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组织的资深倡议人士简·
托马斯(Jane Thomas)说：“在这一
点上，伦敦奥运会坚持了强有力
的原则———包括不允许私家车
停靠场馆、废物回收、水供应，以
及场馆设施的重复利用。 这些都
为未来的奥运会设立了标杆，我
们理应为此鼓掌。 ”

伦敦奥运会期间，所有现场
观众只能搭乘公共交通来到这
个垃圾回收箱林立的奥体公园，
共同实现“零垃圾”的高难目标。

在此之前，伦敦为这片曾是
工业园区用地之内的 200 万吨
受污染土壤进行了就地过滤，将
这里改造成了拥有 30 万棵树木
的湿地公园。

园中设立了一个完全由可
回收材料搭建的巨型麦当劳餐
厅，其提供的鱼类及肉类食品均
来自可持续性养殖场地，并以可
降解为肥料的餐盒进行包装。 餐
厅所用的食用油在用后也将作

为生物油成为其食品运输车辆
的燃料重复使用。

观众们也将在使用自然采
风的节能场馆中观赏自行车赛
事，据悉，这个自行车馆的整体
用料重量仅为北京奥运会自行
车馆的一半。

“我们已在举办清洁赛事方
面做出了典范。 ”伦敦奥运会负
责可持续性考量的负责人大卫·
斯塔博斯(David Stubbs)说。

2000 年的悉尼奥运会就曾
经以太阳能发电和城市大改造
项目而留名青史， 但斯塔博斯
说，伦敦将远超于此。

作为本届奥运会的观测者，
伦敦 2012 可持续性委员会的会
长肖恩·麦克卡西 (Shaun Mc－
Carthy) 说：“悉尼的绿色奥运会
的确出色，但之后的雅典和北京
并没有紧追悉尼的脚步。 ”

然而，伦敦也是迫于实用性
做出了一定让步的。

其中包括砍掉了一个现场
的风车式发电机，让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率在计划的 20%上做了
减半，以及使用普通的丙烷和丁
烷燃料点燃奥运火炬台。

可持续性委员会还批评了
伦敦奥运组委会其他的决策，比
如使用重钢建造了一个高达
114.5 米、 重约 1500 吨，“毫无意
义的”奥运瞭望塔。

委员会还责怪组委会批准

了成千上万吨的塑胶商品的生
产，认为这些产品的生产线无法
根本保证其供应链的绿色输出。

而本届奥运会的部分赞助
商也颇受争议，绿色倡议人士甚
至发起了一个“漂绿金牌”奖，颁
给那些尝试掩盖其破坏环境举
动的赞助商。

奥运主场馆的场体广告商
陶氏化工 (Dow Chemical)，就是
在 1984 年印度氰化物泄漏事件
后接手出事工厂的公司，而锻造
本届奥运会奖牌的金属，则来自
正面临污染控告的力拓集团(Rio
Tinto)的属下矿区。

“陶氏化工的问题最为突出

……它本可以在灾难后做出更
好的表率，担当道德责任，赢得
各方的满意。 ”“地球之友”的托
马斯这样说道。

伦敦的一些绿色倡议者也
在纠结，到底还要不要支持这种
需要大量建设和超负荷航班运
转来支撑的“一次性”大型赛事。

伦敦市议会的绿党成员简
妮·琼斯(Jenny Jones)说：“如果我
们还要继续每隔四年举办一次
这种铺张的体育赛事， 那么，最
好的选择应该是在 4 到 5 个已
经拥有这些设施的城市中轮流
举办。 ”

倡议人士指出，体育赛事是

否能达到绿色指标，这
只能在赛后进行测量。

为了尽力避免“一
次性” 场馆的出现，奥
组委希望这些场馆在
这个夏天过后都能被
继续使用。

但到目前为止，奥
运主场馆仍未找到长
期的使用方， 并且，负
责此事的伦敦遗产发
展集团(London Legacy
Development Corpora－
tion)主席安迪·阿尔特
曼 (Andy Altman)已经
宣布他将在今年 8 月
辞去职务。

乐观的是，赞助商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英国东部
的林肯郡(Lincolnshire)设立了一
家新的回收厂，而麦当劳也承诺
将对英国境内的食品供应链做
出持久性的改革。

麦克卡西认为，国际奥委会
应该要求更多赞助商做出类似
的承诺，他说：“赞助商都是主动
要参与进来的，并不是被逼着拉
过来在这儿备受指责的。 ”

托马斯则认为，对于绿色奥
运的讨论就已经象征了进步，她
说：“这是第一次世人以绿色的
角度评判奥运的成败，这意味着
我们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

（据法新社 高文兴/译）

本届伦敦奥运会设下了“零垃圾”的环境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