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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国际·人物

William Conway Decides How to Donate 1 Billion

金融大亨的 10 亿美元捐赠始末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开展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资助项目与公益活动；资助人口福利方面的研究，组织开展相关的调研、
咨询与培训等活动；表彰对人口福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开展与人口福利相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0023

1987-06-10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 12号

62179002 互联网地址 www.cpwf.org.cn

赵炳礼 原始基金数额 12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1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0,231,199.81

本年度总支出 65,164,319.7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2,768,428.6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507,360.27

行政办公支出 753,354.7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4.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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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09,431.74 22,523,063.66 83,332,495.40

57,763,806.34 22,299,860.00 80,063,666.34

14,756,584.83 0.00 14,756,5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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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27,522.90 67,157,418.74 流动负债 2,007,113.95 2,124,897.59

其中：货币资金 41,055,299.90 50,882,895.7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6,390,000.00 16,39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760,000.00 910,000.00

固定资产 366,727.04 647,212.54 负债合计 2,767,113.95 3,034,897.59

净资产合计 60,917,135.99 81,159,733.69

资产总计 63,684,249.94 84,194,631.2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3,684,249.94 84,194,631.2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8,423,807.55 54,002,515.1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2,493,328.44 27,157,218.5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059,781.11 78,347,136.31 85,406,917.42

其中：捐赠收入 5,614,559.09 77,717,936.31 83,332,495.4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422,041.95 0.00 1,422,041.95

二、本年费用 65,164,319.72 0.00 65,164,319.72

（一）业务活动成本 62,768,428.69 0.00 62,768,428.69

（二）管理费用 2,260,714.99 0.00 2,260,714.99

（三）筹资费用 135,176.04 0.00 135,17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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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68,428.69 -62,768,428.69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663,890.08 15,578,707.62 20,242,597.7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泽永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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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颖波、杨云凯、薛启谊

� � 华盛顿金融家威廉·康维
(William Conway)终于决定了如
何分配他这笔用于捐赠的 10 亿
美元———和他的初衷相去甚远。

康维不打算兴建一座博物
馆或是把钱捐给歌剧院了。 在
阅遍了来自公众的 2500 多条
建议后， 他也放弃了最初想将
这笔钱用于为穷人创造就业岗
位的计划。

康维思忖数月后的结论是
要“行大善”———做一项长期工
作，即帮助低收入者接受所需的
教育和培训，让他们能够竞争上
这个社会现有的岗位。 在华盛顿
地区，此举可谓意义非凡，这里
因无法就业而靠政府救济的人
口数量已按万来计算。

上周二，康维宣布他已开始
逐步兑现这笔 10 亿美元的承
诺， 首批 5500 万美元的资金已
经到位。 这笔首期资金将会成为
华盛顿地区医院护理专业学生
的奖学金和学费， 值得一提的
是，一部分还用来资助阿纳卡斯
蒂亚博物馆(Anacostia)的一项培
训项目。

“我想捐出我的财产，我不
想把它们带入坟墓，我希望这些
钱能够得到妥善使用。 ”63 岁的
康维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 说
这话时，他正坐在宾夕法尼亚大
街 的 凯 雷 投 资 集 团 (Carlyle
Group)的办公室中，他是这家享
誉国际的大型投资公司的创始
人兼 CEO。

康维一旦确定了目标，捐助
金额通常都十分巨大，而且源源
不断。

“前所未有，这真是笔巨款，
我都要打寒战了。 ”对于向博物
馆的捐赠，大华盛顿地区非营利
圆桌组织 (Nonprofit Roundtable
of Greater Washington)的主席恰
克·比恩 (Chuck Bean)这样评价
道：“我只见过这样 7 位数的巨
额捐赠给过大型的文化团体，但
从来没有给过像这样直接开展
服务的小机构。 ”

这样的投资“把人们领到了
通往独立自主的道路上”， 比恩
说：“这不仅对于直接受益者有
好处，而且我想，康维先生的首
项捐赠正让他的家乡变得越来
越为所有人敞开机遇的大门。 ”

康维说，如果首批捐赠能收
获好的效果，他能预见这类项目
在未来能获得数亿美元的资金。

“我将见证这一切的发生。 ”
康维说，“如果 5 年至 10 年后，
同类捐赠的总额能达到现在的 5
至 10 倍，我一点都不意外。 ”

这笔捐赠的一半以上———
3000 万美元———都用于医疗护
理人员的培训。 这笔钱将至少被
分配到华盛顿地区的 5 家大学
和 1 家专科学院中，也许还有更
多的学校获益。

为什么选择医疗护理？ 一部
分原因是因为康维一直在找寻
持久性的解决就业方案，而时下
对护士的需求非常高，几乎所有
持相关学历的人都能就业。

康维的妻子乔安妮 (Joanne)

也影响他的这个决定。
“我的妻子影响了我。 她突

然想到护士这个职业，她告诉我
有医疗护理学位的人很容易就
业。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康维
说。

康维的父母都在去年过世，
父母离世前所得到的护士的细
心照料也让他印象深刻。

“我的父母的过世、就业形
势的急迫，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到
一起让我作此决定。 ”康维说。

华盛顿东北部的特里尼蒂
大学(Trinity Washington Univer－
sity)将是受益方之一，这所学校
的学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他
们每学期有 60 名学生被选入护
理专业。

“许多学生因为贫困不得不
放弃学业。 ”特里尼蒂的校长帕
特·麦克奎尔说，“职位一直都
有，只是他们要接受教育。 ”

康维首批捐赠中的余下
2500 万美元则将会被分配至当
地的其他组织去帮助低收入人
群， 或采用提供教育的方式，或
为他们提供食物与住房。这其中
将包括赠与区级学校的 1000
万、 赠与慈善机构的 1000 万和
赠与西南部就业培训中心的
500 万。

2011 年 9 月， 当康维最初
决定捐赠的时候， 即考虑为穷
人找寻提供就业的方式， 他在
报纸上邀请公众为他提供捐赠
的方向。

但这一招并不太灵，得到的
反馈太多，需要 4 个人合力来筛
选这些来信。

最终，康维认为这是一条错
路，更实际的需求是要帮助穷困
人群获得就业的资格。

“我得出结论，创造就业岗
位实在是件难事。 ”康维说，“其
实目标是一致的，但我之前从未
想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

在所有他收到的信件中，仅
有一封获得了他的直接捐助。 这
封信来自“希望社团(Community
of Hope)” 的执行总监凯莉·麦
克谢恩 (Kelly McShane)，她申请
并得到了 7 万美元的捐助，用于
培训医疗机构的接线员和医疗
助手。

麦克谢恩与康维在去年圣
诞期间见了面。“我有点紧张，但
我发现他是个心细的、 有策略
的、真诚的慈善家，并且已经找
到了如何为社区带来改变的方
法。 ”麦克谢恩说。

（据《华盛顿邮报》 高文兴/
译）

威廉·康维， 著名私募公司
凯雷集团的创始人和 CEO，被誉
为是美国经济的预言家。 仅去年
一年 ，在他的领导下 ，凯雷集团
做出了惊人的 30 亿美元的 投
资。 目前，他的私人资产为 19 亿
美元，在福布斯美国富豪 400 强
中位列第 25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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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凯雷集团的掌门人计划捐赠出超过一半的个人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