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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支持浙江大学建造、更新设施、引进人才、聘请世界知名学者；奖教、奖学金及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等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39

2006-07-27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塘路 866号

88981073 互联网地址 http://www.zuef.zju.edu.cn

金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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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58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657,446,155.50

本年度总支出 71,228,863.3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0,296,130.5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09,900.00

行政办公支出 142,234.4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0.6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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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53,252.25 0.00 203,453,252.25

181,922,449.00 0.00 181,922,449.00

21,193,739.25 0.00 21,193,7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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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48,060.26 721,295,666.59 流动负债 1,904.76 698,372.34

其中：货币资金 371,911,827.71 469,042,953.4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41,500,000.00 85,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1,904.76 698,372.34

净资产合计 657,446,155.50 805,597,294.25

资产总计 657,448,060.26 806,295,666.5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57,448,060.26 806,295,666.5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55,014,490.96 803,275,801.4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431,664.54 2,321,492.8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43,809.69 219,236,192.45 219,380,002.14

其中：捐赠收入 0.00 203,453,252.25 203,453,252.2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11,740,453.67 11,740,453.67

二、本年费用 275,488.73 70,953,374.66 71,228,863.39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70,296,130.55 70,296,130.55

（二）管理费用 142,234.43 609,900.00 752,134.43

（三）筹资费用 133,254.30 47,344.11 180,5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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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79.04 148,282,817.79 148,151,138.7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浙江中恒正一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万春根、罗泳江

Topic

亨通慈善基金会
“鹤轩安耆”项目首期工程竣工

� � 近日，亨通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王爱民赴井冈山等县市实地
查看了“鹤轩安耆”工程项目进
展情况。参与查看的领导还有江
西省民政厅副厅长钟起茂、江西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局长李小
荣、安诺基金执行主任李英杰以
及市县民政部门负责人。

王爱民秘书长等一行分别
查看了泰和县澄江敬老院、万安
县韶口敬老院、井冈山市中心敬
老院等基础设施改造情况，敬老
院的老人们用不同的形式表达
了内心的感谢，感谢亨通慈善基
金会为他们解决了生活难题。在
井冈山市中心敬老院，亨通慈善
基金会与江西省、市、县民政系
统的代表、安诺基金领导、敬老

院院长、装
饰公司负责
人共同对项
目实施过程
中出现的问
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鹤轩
安耆” 工程
是一项关系
民生与社会
保障的敬老
项目，也是一个以小见大的慈善
安老工程。亨通慈善基金会以期
通过关注革命老区孤寡老人这
一弱势群体，切实改善敬老院的
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引导全社
会重视越来越突出的鳏寡孤独

老人、空巢老人等养老问题。
据悉，由于亨通慈善此举的

推动，江西省民政厅也已启动政
府支持引导的对本省各地基础
设施较差的敬老院进行改造升
级的民生实事工程。 （张晓芳）

� � “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
业，并将其作为我终生不悔的
选择， 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
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小额
信贷对我的资助。 ”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宁红爱心老年
公寓院长何红宁说。 几年前，
当时还是下岗工人的何红宁
得到小额信贷的资助办起幼
儿园。 现在她的事业已经发展
到养老产业，她创办的宁红爱
心老年公寓有床位 300 个，总
面积 3100 平方米。

何宁红是中国银行业协会

（花旗） 微型创业奖支持的众多
弱势群体创业者的一个缩影。花
旗微型企业创业奖自 2005 年在
中国举办以来，致力于弘扬微型
企业家们对家庭和所在社区的
经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深得
人保部、全国妇联、中国银行业
协会、社科院等各级领导、相关
政府机构、小额信贷机构、学生
团体、微企业创业者和媒体的关
注和支持。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中国首席执行官欧兆
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花旗

希望继续将自身在全球积累的
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提升中国
小额信贷机构的能力建设，让更
多的低收入个体和小微企业从
中获益， 推动当地社区均衡、可
持续地发展。

花旗集团作为全球以及中
国领先的支持小额信贷、微型创
业和普惠性金融的机构之一，在
中国帮助和设立了小额信贷协
会和小额信贷培训中心，为国内
小额信贷机构和工作者提供持
续的能力培训和系统建设支持。

（凯奇）

小额信贷助力微企创业 让贫困人群受益

� � 10 月 31 日，凯德置地携手
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在京举办凯
德育才项目签约仪式，正式宣布
该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凯德育才
项目由凯德中国希望基金出资
扶持，在所有凯德希望小学中悉
心发掘品学兼优或有艺术特长
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完成小学教
育之后的受教育机会和相关学
习生活资助。

2012 年 4 月，凯德育才项目
的第一期———凯德育才之艺术
基金计划启动，该项目由凯德中
国旗下业务单位凯德置地发起
并策划实施，凯德育才项目是凯

德置地在多年公益实践基础上
更深入的一次探索。凯德置地首
席企业服务官陈培进在签约仪
式上说：“凯德育才项目通过新
颖的人才发掘和培育计划，向具
有艺术天赋却苦于缺少信息和
机缘的孩子提供‘送到家门口’
的成才机会，进一步促进了公益
助学的多元化。 ”

据悉， 凯德育才项目的第二
期———凯德育才之助学计划也即
将启动。 该计划将从凯德希望小
学中选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为他们提供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
毕业的学费、生活费资助。 （徐辉）

凯德置地资助艺术特长生成才
实现公益助学与民族艺术传承双赢

� � 近日，联合技术公司中国航
空航天业务普惠、联合技术航空
系统和西科斯基在安徽南陵县
绿岭完小建成崭新的图书室。迄
今为止，联合技术公司中国图书
馆项目已在中国 6 个省为边远
地区的小学捐建了 100 个图书
室。该项目在过去的一年中共捐
赠了 5.6 万多本
书籍，为 2.3 万余
名小学生和 1300
名教师带来了读
书乐趣。

联合技术公
司中国航空航天
业务图书馆项目
由联合技术公司
中国航空航天业
务部门资助，于

2011 年 11 月启动。“联合技术公
司一向鼓励终身教育。我们始终
致力于为员工在工作中创造一
个出色的学习环境。 同时，我们
也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支持社区
的教育发展。 ”联合技术公司中
国航空航天业务高级董事总经
理谢丽平表示。 （张吉红）

联合技术公司为中国边远地区小学
建成 100个图书室

� � 联合技术公司员工和志愿者一起建成第
100 所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