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3 日夜晚 ，北京迎
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
当人们还在对于这场突如其
来的雪或惊喜或感慨的时
候， 谁都没想到它将演绎成
暴雪继而造成又一次灾害。 4
日凌晨， 北京发布全市暴雪
橙色及西部北部红色预警。

由于 北部 山 区 持 续 降
雪， 路面积雪， 车辆爬坡无
力， 京藏高速居庸关至八达
岭间道路被大雪封堵， 最厚
积雪处达 80 厘米。 有多名旅
客、 市民被困在一片茫茫白

色之中， 他们当中不少人在
微博上发布求救信息 。 700
余辆车被困在居庸关以北十
公里路段 ，600 余名武警赶
赴救援、抢修道路，将车中的
被困司机及乘客共 2000 余
人疏散， 把受困民众安排在
附近度假村， 提供热水及食
物。 延庆和昌平境内京新高
速 、110 国道、京藏高速的进
出京双向车辆基本处于停滞
状态。

一时间，人们仿佛又回到
了“7·21北京暴雨”的夜晚，壹

基金救援联盟的 V2 救援队在
队长“一支冰镐”带领下前往
京藏高速现场逐车排查，看有
没有遗漏的人员和险情。 京藏
高速和辅路因大雪和结冰都
已封闭，交警得知是壹基金救
援联盟的救援人员后才放行。
“一支冰镐” 在微博上汇报现
场状况说：“路面是厚厚的积
雪和延绵不绝的被困车辆，人
员已经撤离，一片死寂。 感谢
奋斗在一线的交警大哥对我
们的信任。 ”

另一支由热心公益的户

外运动爱好者志愿发起的紧
急救援民间公益机构“北京蓝
天志愿救援队”也在暴雪当晚
紧急出动力量，并在微博上同
步更新现场情况、求救信息和
救援电话。 队员“蓝天京西北
野人” 说：“今天的救援中，我
队队员面对齐腰深的积雪一
往无前， 一步步走向受困人。
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蓝
天人。 坚韧是我们每个蓝天人
都具备的品质， 正是如此，我
们在历次救援中赢得尊重、赢
得称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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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助、学术交流、专业培训、专项评选、公益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电影基金会 公募基金字第 0033号

1989-10-2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2号

64211422\64224969 互联网地址 www.cff.net.cn

李前宽 原始基金数额 8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13

中国电影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766,422.07

本年度总支出 2,704,726.9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566,053.8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25,577.00

行政办公支出 37,642.5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2.7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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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0.00 500,000.00

250,000.00 0.00 25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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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4,789.28 454,887.40 流动负债 974.83 1,535.92

其中：货币资金 1,034,867.28 148,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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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02.50 485,602.50 负债合计 974.83 1,535.92

净资产合计 1,655,816.95 938,953.98

资产总计 1,656,791.78 940,489.9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656,791.78 940,489.9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42,840.41 772,840.41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412,976.54 166,113.5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947,863.97 800,000.00 1,747,863.97

其中：捐赠收入 0.00 500,000.00 5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300,000.00 30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704,726.94 0.00 2,704,726.94

（一）业务活动成本 2,566,053.82 0.00 2,566,053.82

（二）管理费用 138,656.55 0.00 138,656.55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6.57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530,000.00 -53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226,862.97 270,000.00 -956,862.9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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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北京暴雪之夜的民间专业救援

� � 壹基金救援联盟 V2 救援队的队员们携带
了专业工具，正在铲雪、推车

救援队员仔细检查车内是否还有被困的人

� � 蓝天救援队队员在延庆拍下这一幕， 开玩
笑说：“这不是脚印，是汽车！ ”

武警官兵、消防支队、交警以及来自民间的专业志愿救援队伍构成了几股暴雪中的救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