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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0,227,007.74

本年度总支出 6,907,910.9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980,607.3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19,283.10

行政办公支出 363,020.5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58.4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2.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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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0,000.00 0.00 12,250,000.00

12,250,000.00 0.00 12,250,000.00

12,250,000.00 0.00 12,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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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6,812.10 17,870,124.19 流动负债 214,968.21 103,735.81

其中：货币资金 11,454,312.10 16,023,7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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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94.49 360,647.55 负债合计 214,968.21 103,735.81

净资产合计 12,662,638.38 18,127,035.93

资产总计 12,877,606.59 18,230,771.7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877,606.59 18,230,771.7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469,967.70 2,561,563.7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92,670.68 15,565,472.2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722,308.53 7,650,000.00 12,372,308.53

其中：捐赠收入 4,600,000.00 7,650,000.00 12,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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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7,910.98 0.00 6,907,910.98

（一）业务活动成本 5,980,607.32 0.00 5,980,607.32

（二）管理费用 882,303.66 0.00 882,303.66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45,000.00 0.00 45,00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558,404.00 -7,558,404.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372,801.55 91,596.00 5,464,397.5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荣鹰

伴随候鸟大规模迁徙序幕
的拉开，“回归·栖息地”2012 通
用汽车自然保护区环保公益项
目（第一期）成功收官，山东长岛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期公益
项目回访活动也正式开启。作为
通用汽车“回归·栖息地”项目的
一部分，刚建成的长岛饮水工程
不仅在候鸟迁徙高峰季为鸟类
饮水提供了保障， 也使当地 70
余亩果园直接受益。

为期三年的“回归·栖息地”
通用汽车自然保护区环保公益
项目于 2012 年 3 月由通用汽车
中国公司携手中华环保基金会
共同发起。 一期项目内容包括：
资助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
类饮水工程建设、崇明东滩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水涵闸建
设及辽宁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黑嘴鸥繁殖地隔离以及
水调节工程建设。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
学等高校的志愿者，将在长岛自
然保护区配合保护区工作人员
进行迁徙鸟类的环志工作，并向
当地居民普及环保理念，提升他

们对鸟类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意
识。

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公共政
策及政府关系副总裁相峰表示：
“项目的落实， 进一步把通用汽
车的环保行动延伸、拓展到更广
泛、更深入的领域。 我们不仅期
望通过扎实、可持续的项目切实
保护、修复栖息地，并通过志愿
者的参与， 提升公众的环保理
念，还期望随着项目的深入和扩
散，带动更多有志之士的参与。”

据山东长岛县环保局局长
张令佐先生及当地居民介绍：
“较往年相比， 能够看到今年的

明显变化就是
在此栖息的鸟
类数量增多；
同时， 该水库
还可涵养地下
水及山林达一
平方公里 ，增
强了保护区抵
御 灾 情 的 能
力， 对改善自
然保护区内的
生态环境，保

持水土、涵养水源，形成一个更
趋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

中华环保基金会秘书长李
伟表示：“我国东部辽阔的海岸
线上散落着几十个湿地，这些湿
地对每年途经这里的 5,000 多
万只迁飞的候鸟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繁
殖地和停歇地。‘回归·栖息地’
自然保护区项目在改善自然保
护区生态状况、 保护生物多样
性、提升公众自然保护区环保理
念和志愿精神等方面做出扎实
而具体的工作。 ” （白晓威)

为了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
乐、全面成长，一向投身于慈善公
益事业的中国最专业的人力资源
外包服务提供商易才集团联手国
际NGO组织儿童乐益会于 2012
年 10月 29日在安徽省六安市新
安镇第二小学启动了“李恩三雕
像揭牌”暨“助成长·不孤单”关注
留守儿童活动。 此次活动是继今
年 4月易才集团创始人、 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李浩先生以个人名义
捐赠新安镇第二小学建设“留守
儿童之家”后的又一善举。

据了解，自易才集团华夏恩
三社会责任促进中心成立以来，
易才集团先后出资 100 万元人
民币与新安中学合作设立了华
夏恩三奖励基金，用于奖励新安
中学师生中的优秀者 。 并于
2009 年向新安中学捐赠 100 万
元用于购买图书，为同学们提供
精神食粮。 此外，易才集团华夏
恩三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于 2007
年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建立了
大学生创业基金，引导和扶植大
学生创业。 （胡彬）

2012 年 11 月 1 日，环保部
宣教中心主办的国际生态学校
箭牌垃圾减量子项目 2012 ~
2013 年度活动启动仪式在项目
学校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
学举办。环保部宣教司副处长杨
珂、环保部宣教中心教育室主任
曾红鹰、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
司公共事务总监张咏清出席了

启动仪式并致辞。 此外，北京市
教委、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中心、海淀区教委等单位领导也
出席了项目启动仪式。

箭牌糖果（中国）有限公司
公共事务总监张咏清女士说 :

“箭牌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环保
部宣教中心于今年继续合作这
个有意义的项目。 在此过程中，

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环保小卫
士精神、在项目设计上层出不穷
的创意，经常让我们惊喜，更让
我们看到了持之以恒支持环保
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据了解，箭牌基金会共捐赠
了 325 万美金给全球包括中国
在内的 25 个国家， 用来支持垃
圾减量项目的开展。 (郭睿)

国际生态学校箭牌垃圾减量子项目启动仪式

10 月 17 日，现代汽车集团第十期“梦想之屋”捐助行动在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第五小学举行。现代汽车集团为孩子们带来价
值 10 万元的教学物资，包括图书 、学习和体育用品以及 TV、DVD
等设备，帮助学校筹建起多媒体教室，改善教学条件。 现代汽车（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营销战略部次长柳福奎先生、校方领导、当地经销
商、爱心车主以及媒体记者与师生们出席了捐赠仪式。 (郭睿)

“回归·栖息地”
通用汽车自然保护区环保公益项目收官

10 月 28 日，由全国心系系
列活动组委会主办，河北承德露
露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2 年
度“家庭营养健康进社区”活动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
究会理事、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
委会副主任刘小平介绍了 2012

年度“家庭营养健康进社区”活
动工作计划。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左
辉表示，2012 年，公司将与全国
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一起，为提
升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努力，以
优质的产品回馈社会。 （徐辉）

2012“家庭营养健康进社区”活动启动

走近留守儿童 易才倡导“非物质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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