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双十一”似乎已经成为年末固定
的电商促销“狂欢节”。今年淘宝和天猫
再创纪录， 单日交易额达到了 191 亿
元。 然而，不知道大家陶醉于电商促销
的狂欢时，有没有关注到网络新军———
公益网店的存在呢？

数据显示， 从 2010 年起， 陆续有
300 多家公益机构在淘宝开店，它们销
售的产品主要有两类: 一种是实物，比
如面包、手工艺品、机构文化产品；另一
种是虚拟产品，最常见的是指向特定公
益项目的捐赠券，比如一顿午餐、一个
爱心包裹、一份小额捐款。

根据淘宝网的数据，截至今年 7 月

16 日， 共有 33 家基金会在淘宝网开设
公益网店；截至 8 月 13 日，共有 107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团、工商性质的注
册公益机构和 107 家非注册机构开设
网店。

有专家认为，“高效”是线上公益的
优势所在，也是越来越多公益机构与电
子商务“联姻”的动机之一。

事实上，有多少人知道公益网店的
存在？大家又是否愿意通过电商的平台
来进行公益捐赠？《公益时报》与搜狐公
益联手推出的“益调查”结果显示，近九
成网友表示不知道公益网店的存在，其
中 71.76%的网友表示以后会关注。

� � 本次调查从 11月 15日 17时至 11月
18日 22时，共有 2228位网友参与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71.76%的网友不知道
公益网店的存在， 但他们表示以后会关
注。 而 16.3%的网友则表示既不知道，也
没兴趣。 还有 6.11%的网友知道公益网店
的存在，但没光顾过。 仅有 5.84%的网友
知道公益网店的存在并且光顾过。

那么， 大家是否愿意在电商平台上
参与公益捐赠呢？42.89%的网友表示不好
说，对于这样的新生事物需要观察一段时
间。 31.17%的网友表示愿意，他们认为这
种方式方便快捷易操作。 23.8%的网友则

表示不愿意，不太认可这种捐赠方式。
在大家心中，公益网店的现状和未来

发展会是怎样的呢？ 57.57%的网友认为，
目前公益网店还不能够引起普遍关注，经
营和管理的方式都有待改善与提高，同
时也应该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 14.33%
的网友表示，公益组织同网络平台相结
合，应该说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未
来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向。 12.49%的网友
认为，对公益网店自身来说，更关键的
还是自身的经营能力， 向成功网商学习
营销、推广、管理，将是每一家公益网店经
营者的必修课。

调查结果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11 月 16 日 张海明、蔡丽 1000万元 教育公益 华南理工大学

11 月 16 日 五粮液集团 1000 万元 教育公益 宜宾市教育基金会

11 月 16 日 冠城集团韩国龙 500 万元 教育公益 福清三中

11 月 18 日 北辰实业 95 万元 儿童救助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8 日)

截至时间：11 月 18 日 22 时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近九成网友
不知道公益网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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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的捐赠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奖励教师、学生，资助教学，科研等。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32号

1995-07-04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北京大学镜春园 75号

62759066 互联网地址 www.pkuef.org

闵维方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871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224,851,257.90

本年度总支出 365,210,771.3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82,008,922.9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463,544.31

行政办公支出 6,305,196.9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3.0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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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194,642.24 100,000,000.00 618,194,642.24

306,226,582.65 100,000,000.00 406,226,582.65

38,916,607.38 0.00 38,916,6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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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834,267.35 1,379,211,218.01 流动负债 1,768,070.56 6,179,604.48

其中：货币资金 119,441,374.70 39,200,253.8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9,084,200.00 9,084,2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700,861.11 100,316,601.23 负债合计 1,768,070.56 6,179,604.48

净资产合计 1,224,851,257.90 1,482,432,414.76

资产总计 1,226,619,328.46 1,488,612,019.2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26,619,328.46 1,488,612,019.2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27,407,811.39 1,320,334,091.6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97,443,446.51 162,098,323.1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597,430.95 618,194,497.24 622,791,928.19

其中：捐赠收入 145.00 618,194,497.24 618,194,642.2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2,991,780.82 0.00 2,991,780.82

二、本年费用 83,201,848.39 282,008,922.94 365,210,771.33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282,008,922.94 282,008,922.94

（二）管理费用 82,260,756.49 0.00 82,260,756.49

（三）筹资费用 839,849.22 0.00 839,849.22

（四）其他费用 101,242.68 0.00 101,242.6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56,740,705.93 56,740,705.9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35,345,123.37 392,926,280.23 257,581,156.8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魏新 陈国钜 何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