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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1、资助老年机构建设及老年福利服务；2、大学生就业扶助；3、资助孤寡病残等民政对象群体；4、理事会认为必要的
其他慈善项目。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华民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51 号

2008-03-11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 13 号

85120939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hinahuamin.org

卢德之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华民慈善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42,817,013.28

本年度总支出 27,642,611.0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5,234,988.7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791,001.17

行政办公支出 616,621.1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7.6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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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117.50 0.00 11,379,117.50

11,379,117.50 0.00 11,379,1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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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292,257.33 130,357,359.24 流动负债 10,000,000.00 4,084,000.00

其中：货币资金 769,615.01 331,9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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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755.95 306,346.87 负债合计 10,000,000.00 4,084,000.00

净资产合计 142,817,013.28 126,579,706.11

资产总计 152,817,013.28 130,663,706.1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52,817,013.28 130,663,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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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17,013.28 126,579,706.1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405,303.85 0.00 11,405,303.85

其中：捐赠收入 11,379,117.50 0.00 11,379,1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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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2,611.02 0.00 27,642,611.0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5,234,988.71 0.00 25,234,988.71

（二）管理费用 2,407,622.31 0.00 2,407,622.31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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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7,307.17 0.00 -16,237,307.1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邵家严、杨威

母婴关怀 爱心永续

西门子与扶贫基金会续约五年
� � 10月 18日，西门子家电和中
国扶贫基金会在云南省玉龙县举
行“2012 西门子家电向中国扶贫
基金会玉龙县项目区捐赠仪式”。
今年是双方 2008 年-2012 年“母
婴平安 120 行动” 合作计划执行
的第五年， 基于该项目合作取得
的显著成效， 西门子家电决定再
捐助 150万元人民币， 与中国扶
贫基金会签订新的五年合作计
划。 在 2013 年-2017 年期间，西
门子家电将继续通过中国扶贫基
金会向有需要的中国母亲和孩子
提供资助， 帮助他们拥有更加健
康和美好的生活。

“作为世界领先的家电企
业，我们的愿景就是为人们带来
更高品质的生活。 自进入中国以
来，我们就一直在为之努力，”博
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盖尔克先生表
示，“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与理
念，也体现在我们对企业社会责
任的践行中———连续 5 年捐款
专用于同一项目区的医疗设备
改善。 此外，我们还充分利用自
己的产品特点和创新优势，通过
冰箱彩绘拍卖和 798 艺术空间
合作等多种形式， 多角度传播

‘母婴平安 120 行动’项目，希望
帮助母婴平安事业得到更多的
社会关注和支持。 ”

早在 2003 年，西门子家电就
以捐献彩绘冰箱拍卖款的形式

与“母婴平安 120 行动”项目结
缘。 2008 年，又决定连续 5 年向
玉龙项目区持续捐款专用于购
买急需医疗设备，加上现场的最
后一笔捐款 20 万元人民币，西
门子家电已累计向该项目捐款
超过 120 万元。

“西门子家电是‘母婴平
安 120 行动’ 中在同一项目区
持续五年捐助医疗设备的唯一
企业， 西门子家电首创的彩绘
冰箱拍卖活动充分发挥了其品
牌影响力， 大大提高了我们母
婴项目的知名度，”中国扶贫基
金会秘书长助理秦伟女士说，
“母婴健康关系着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 对母婴的关爱和
支持， 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
工作。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像西
门子家电这样的企业， 能够秉
持企业社会责任， 持之以恒地
支持我们的公益事业， 让我们
的母亲和孩子能够更加健康、
快乐地生活和成长。 ”

玉龙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木志英女士也对西门子家电
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多年的支持
给予了感谢：“玉龙县以纳西文
化驰名，但作为中国西部少数民
族聚集区， 这里有很多边远山
区，受自然、经济条件和传统观
念所限，孕产妇和新生儿很难得
到及时、 必要的照顾和医疗帮
助。‘母婴平安 120 行动’能够让

我们更好地为更多的妇女和婴
幼儿提供医疗救助，我们非常感
谢企业和各界的持续支持和关
注，让更多玉龙县的母亲和家庭
享受到新生命的快乐。 ”

作为目前与中国扶贫基金
会母婴平安项目合作的唯一
一家电企业， 在未来的五年，

西门子家电将用更多实际行
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道，拓
宽合作渠道， 为母婴提供更多
的关怀。

据悉，“西门子家电母婴平
安 120 行动”项目的第一期试点
主要在云南省玉龙县和德钦县
开展，所捐助款项均用于为云南

省玉龙县、 德钦县配备医疗设
备，以及援助玉龙县 16 个乡 100
个村的 697 名孕产妇。

从 2000 到 2011 年， 该地区
孕产妇死亡率已从 2000 年的 10
万分之 131.23 降到了 0， 新生儿
死亡率也已从 2000 年的 41.99‰
降至 6.71‰。 （韩笑）

� � 10 月 22 日，“寻找希望成
长的轨迹” 广发希望慈善基金
五周年中国行出行仪式在北京
举行。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涂猛回顾了基金过去五
年的历程， 并总结了该基金作
为一种创新公益模式运行的五
个特点。

涂猛认为广发希望慈善基
金是在“金融服务渠道的基础
上叠加了一个公益服务的渠
道，产生了叠加效果”，实施背
景上，借力广发银行、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和希望工程三大
品牌的社会影响。

据了解，2008 年，广发信用
卡中心发行了全国范围内首张
慈善信用卡———“广发希望
卡”，使持卡人的认捐更加简单
易行。

项目运作上，其“一助一、
点对点”的执行模式，方便将
基金的资金运作情况展现给
捐赠者和社会，增强了基金的
公信力。 活动仪式上，广发希
望慈善基金公开了运行明细。
为了保证善款的透明公开，基
金还聘请《公益时报》执行总
编辑赵冠军为见证大使，监督
善款的使用。

截至 2012 年 9 月， 广发
希望慈善基金已经累计募集
善款 1798 万元， 其中广发银
行自身捐赠 1038 万元， 持卡
人捐赠 760 万元。 善款共资助
了 4679 个孩子， 并通过希望
厨房、希望小学等项目让 4 万
多个孩子受益。

涂猛说， 该基金的第三个
特点是“聚焦”，项目执行地均

选择在广西百色、云南楚雄、宁
夏西海固等全国最贫困的地
区， 体现了公益项目雪中送碳
的基本原则。

除此之外，涂猛强调“深度
参与”也是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
保证。“广发银行以及持卡人不
光是捐赠，还深入到受益地区探
访受益人群，帮助其解决其他生
活上的问题”。活动当天，影星陈
志朋接棒奥运冠军冼东妹成为
广发希望慈善基金的 2012 年度
爱心大使，将与志愿者一起奔赴
贵州，进行爱心走访。

“基金的第五个特征是持
续”，涂猛表示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与广发银行都有一个共
同的愿望， 将该基金打造成未
来中国公益界的知名品牌。

（张木兰）

五特点助力广发希望慈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