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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专题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危济困 助残助学 公益捐助 社会福利建设 抗灾赈灾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亨通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84号

2011-02-25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江苏省吴江市松陵镇经济开发区中山北路古塘路口

63912879 互联网地址

钱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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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00

亨通慈善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4,560,471.5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422,068.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35,536.00

行政办公支出 2,109.5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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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0 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50,000,000.00

20,000,000.00 0.00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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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8,619,737.06 流动负债 0.00 1,774.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18,619,7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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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1,774.00

净资产合计 0.00 48,617,963.06

资产总计 0.00 48,619,737.0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48,619,737.0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50,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1,382,036.9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178,434.56 50,000,000.00 53,178,434.56

其中：捐赠收入 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3,000,000.00 0.00 3,00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560,471.50 0.00 4,560,471.50

（一）业务活动成本 4,422,068.00 0.00 4,422,068.00

（二）管理费用 137,645.50 0.00 137,645.50

（三）筹资费用 758.00 0.00 7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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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036.94 50,000,000.00 48,617,963.0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虞卫兴 沈法明

� � 10 月 23 日，“欧莱雅助学
金”及“欧莱雅校园基金”捐赠仪
式在复旦大学举行，欧莱雅（中
国）有限公司向复旦大学、北京
大学等全国十所知名高校共捐
赠 130 万元，用以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的大学生，并支持大学生开
展多元化的公益实践活动。

十年真情互动
公益相伴青春成长

今年是欧莱雅“真情互动”校
园义卖助学活动的十周年。欧莱雅

“真情互动” 校园义卖助学活动由
欧莱雅公司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于 2003年共同发起， 由欧莱
雅集团捐赠旗下的优质产品并组
织高校大学生自主运作在校园内
的义卖，用义卖所得款项设立“欧
莱雅助学金” 和“欧莱雅校园基
金”， 专门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以
及扶持大学生开展公益实践项目。

欧莱雅（中国）副总裁兰珍珍
表示：“欧莱雅校园义卖助学活动
不是简单的、 单向的捐款助学活

动。十年来，我们通过发动和组织
学生来运作义卖活动， 使活动更
有参与性、互动性和实践性，从而
既在经济上帮助了贫困学生，又
锻炼了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提
升了同学们的公民意识。 ”

据了解，欧莱雅校园义卖助
学活动首先从在校大学生中招
募一批义卖志愿者， 然后通过
“做一天欧莱雅人”的环节，为其
提供全方位专业培训，使他们与
欧莱雅的正式员工一起策划、组
织及实施校园义卖的工作。 这不
仅真正实现了广大学生之间的

“真情互动”，也为志愿者们创造
了良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增进了
其公民意识，从而实现受助者与
资助者的双赢。

十年持续创新
打造校园公益第一品牌

从 2003年至今，欧莱雅“真情
互动”校园义卖助学活动已经获得
了广泛认同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反
响：先后进入了北京、上海、广州、

武汉、重庆、成都、杭州、哈尔滨等
15个城市的 23所高校，累计捐赠
助学金达 1,000 万元， 资助了近
2,600名贫困大学生，4,500多名大
学生成为义卖志愿者，并吸引了无
数在校大学生踊跃报名参与。欧莱
雅校园义卖助学也因此获得“希望
工程 20 年———杰出公益合作伙
伴”奖、“校园公益奖”等各种殊荣，
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年度校园公
益活动品牌。

在这些数字与荣誉的背后，
是欧莱雅校园义卖助学活动形
式的精心设计和多年来的持续
创新。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
副秘书长杨晓禹表示， 欧莱雅校
园义卖助学项目通过创立一系列
延展基金， 逐步完善了欧莱雅校
园义卖助学从“保障型资助”到

“发展型资助”的转变，从而成功
摸索出了针对大学生的“受助-自
助-助人”的全新公益模式，成为
国内校园公益活动良性循环和可
持续发展的典范。 （韩笑/文）

由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
责任促进中心发起、由桃源居
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心定
向捐赠设立的“公益星火计
划”，于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启
动报名。 记者从项目主办单位
了解到：目前项目组已经接到
200 份报名表。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
渔。 为解决 NGO 组织筹款难
的普遍问题，公益星火计划的
实施方向香港理工大学定制
了课程，加强学员筹款能力的
培养。

据悉，公益星火计划还将
为 NGO 学员举办大型“项目

筹款路演会”：每半年将举办一
次公益项目展示筹款路演会，
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来
策划和设计公益项目筹款路
演， 香港理工大学派出辅导导
师全程协助支持。 作为公益星
火计划的主办方， 深圳市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将邀请
知名企业社会责任官、 香港慈
善基金会等资金方共同参与。

记者同时从主办单位了解
到： 为期一年的公益星火计划
仅仅是一个开始，后期，深圳市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还
将为学员提供更多的进修机
会。 （韩笑/文）

近日， 由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携手如新（中国）日用保
健品有限公司、 世界儿童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集善如新儿童
蜜儿餐” 宁夏项目启动仪式在
银川举行。 仪式上， 由 NU
SKIN 如新集团捐赠的 1 万包
总价值达 200 万元人民币的综
合营养食品“蜜儿餐”正式在宁
夏发放。据了解，这 1万份蜜儿
餐将被捐赠到宁夏银川市、固
原市、中卫市、吴忠市、石嘴山
市等五个地区的康复中心、育
智学校等 13 个公办各类残疾

儿童训练机构和社会爱心人士
办的兴平阳光家园托养服务等
五个启智中心，有 1600多名 16
岁以下的学生得到帮助。

“集善如新儿童蜜儿餐”项
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携
手如新（中国）日用保健品有限
公司、 世界儿童基金会共同发
起。 该项目在全球范围内被称
之为“受饥儿滋养计划”，项目
旨在通过研发专门针对营养不
良儿童所需要营养成分的食
品， 以帮助全球贫困儿童能够
健康成长。 （辜哲/文）

十年真情互动

欧莱雅打造校园公益第一品牌
“集善如新儿童蜜儿餐”惠及 1600名儿童

“公益星火计划”启动报名

10 月 23 日，“欧莱雅助学金”及“欧莱雅校园基金”捐赠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