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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一）按照本基金会宗旨开展赈灾救助、扶贫济困、救孤助残、抗击疫情等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体改善生活条
件，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二）奖励在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三）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1075

2010-07-19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山横坪公路 3001号

89888888 互联网地址 无

吴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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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118

比亚迪慈善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4,397,554.78

本年度总支出 26,837,688.8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6,611,141.7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74,960.79

行政办公支出 49,800.1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59.9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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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8,300.00 0.00 11,808,300.00

11,808,300.00 0.00 11,808,300.00

1,808,300.00 0.00 1,80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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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00,579.29 28,161,930.09 流动负债 18,024.51 21,376.91

其中：货币资金 44,400,018.65 28,161,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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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1,629,140.00 负债合计 18,024.51 21,376.91

净资产合计 44,397,554.78 29,769,693.18

资产总计 44,415,579.29 29,791,070.0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4,415,579.29 29,791,070.0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11,396,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4,397,554.78 18,373,693.1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13,827.20 11,396,000.00 12,209,827.20

其中：捐赠收入 412,300.00 11,396,000.00 11,80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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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7,688.80 0.00 26,837,688.80

（一）业务活动成本 25,911,647.56 0.00 25,911,647.56

（二）管理费用 924,255.14 0.00 924,255.14

（三）筹资费用 1,786.10 0.00 1,7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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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3,861.60 11,396,000.00 -14,627,861.6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深圳巨源至合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王珍、严琛

北京石景山推
“自助互助”居家养老

� � 蔡荣芬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古
城路爱心合唱团的团长， 团员们
亲切地称她为“蔡团”。在 10 月 23
日举行的的石景山区重阳敬老月
暨 2012 乐龄重阳嘉年华活动中，
蔡阿姨直笑得合不拢嘴， 她拍摄
的照片《不服老》 在摄影展中获
奖， 而且还要带领合唱团登台表
演。 蔡阿姨说，我们为自己唱歌，
也为社区的老人们唱歌， 让身边
的老人也成为快乐老人。

爱心合唱团是北京乐龄老年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乐
龄”）支持的公益小组之一。 作为
立足于石景山区、 致力于推动中
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民间公益
机构，乐龄从 2007 年开始在石景
山天翔社区试点社区老人自助与
互助项目，并在此基础上，于 2008
年启动社区居家养老支持平台项
目。 目前乐龄公益小组已发展到
26 支，覆盖 7 个社区，老年人主动
参与其中，自主活动、自我管理。
如天翔社区的健康聊斋组， 在每
周二、 周三下午的固定活动时间
为老人检查身体， 并在乐龄的帮
助下， 与北京大学营养学系建立
关系，把健康讲座开到社区。 乐龄
机构主任王艳蕊告诉记者， 项目
开展初期，乐龄争取到了壹基金、
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
持，目前，部分项目得到了石景山

区社工委的购买支
持， 对支持的公益
小 组 每 年 给 予
1000 元的补助。

除开展社区老
人互助外， 乐龄的
养老服务还包括专
业照顾服务和对困
难特殊老人提供援
助。 针对社区空巢
高龄老人， 乐龄则
提供有偿的专业照
顾服务，包括保健、护理、康复支
持、生活服务等。 除入户服务外，
2011 年 4 月， 乐龄开办的北京市
第一家专业的社区日间托老所开
始运营， 帮助老人实现养老不离
家的愿望。 然而较低的收费标准
让乐龄一直入不敷出， 王艳蕊告
诉记者， 政府对日托所的服务有
一定补贴， 石景山区老龄办在去
年也提供了 10 万元奖励，弥补资
金不足。 而作为公益机构，乐龄更
关注低收入的老年人群体， 这些
老人基本没有付费的能力， 希望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基金会
募款的方式来解决。

重阳嘉年华活动上还有精美的
手工产品义卖，这些五彩缤纷、小巧
玲珑的小玩意儿来自援助困难老人
的手工坊。 2007年 3月开始，乐龄
对经济和身体有困难的老年妇女免

费进行技能培训、提供原料，支持她
们制作手工艺品， 并计件发放手工
费。 这些老龄妇女有的每月只拿
230元福利养老金， 手工坊为她们
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 也让
她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活动现场的石景山区老龄办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市计划
到 2020 年实现“9064”养老服务模
式。 其中 90%是社会化服务协助
下的居家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
社区照顾服务养老， 都是以社区
为主体。 这需要政府大力扶持社
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 石景
山区政府则在老年人优待政策以
及应急体系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如为 80 岁以上、身患疾病的空巢
老人免费安装连接北京红十字会
应急服务平台的“一摁铃”，总计
已安装 2000 多户。

安徽省第一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成
� � 日前， 安徽省第一个社
会组织孵化基地———芜湖市
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建成并投
入运行。

据了解， 该中心由芜湖
市镜湖区镜湖新城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负责运营和管
理，专门培育、孵化具有创新
性的、 有发展潜力的社区公
益组织， 培养社区组织骨干
力量。 特别是对开始创办、起

步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关键
性的支持，包括办公场地、办
公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
等。 同时，给被孵化的社区社
会组织提供专业指导， 减少
其在后勤、办公方面的困难。
截至目前， 经镜湖新城社区
社会组织联合会审核， 镜湖
区民政局批准，已有 10 家社
会组织入驻该中心。

（据人民网）

大连市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增至 3351 家
� � 村民家中有人过世，由
村里红白理事协会负责在白
事期间注销户口、 安排墓地
及出殡车辆、提供部分资金
等殡葬一条龙服务———类
似红白理事协会这样的社
区社会组织，大连市甘井子
区大连湾街道目前一共有
304 个， 不仅丰富了居民文
化生活，提供大量便民利民
服务， 而且各级民政部门将
社会福利、 社区建设等服务

事项交由社区社会组织承
担，降低了行政成本，提升了
服务质量。

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
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和社区
事务管理服务需要，自愿成
立的群众性组织。 据悉，全
市现有社会组织已达 7325
家，进入“十二五”以来，全
市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已增
至 3351 家。

（据大连新闻网）

广州市设专项基金救助困难环卫工
� � 广州正式成立环卫工人
困难救助基金会。

广州市环卫工人的数
量，已从 1998 年的 1 万余人
发展到今天的 3 万多人。 10
月 26 日， 是广州第 25 个环
卫工人节， 环卫工人困难救
助基金会正式成立。 该基金

将主要用于帮助遭受重大疾
病、 自然灾害或事故的环卫
职工（含从事市政或物业管
理的环卫职工） 或其家庭成
员，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单次救助金额在 3000 元 ~
5000 元， 根据具体情况予以
审定。 （据《广州日报》）

目前乐龄公益小组已发展到 26支，覆盖 7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