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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助；文化活动；咨询服务；宣传推广；奖励培训；国际交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0091

1994-02-18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北京 农展馆南里 10号 201室

65389277 互联网地址 www.claf.cn

胡振民 原始基金数额 897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125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39,091,595.12

本年度总支出 121,563,268.4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9,297,816.4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269,244.48

行政办公支出 996,207.5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305.1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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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2,125.00 0.00 38,482,125.00

36,818,825.00 0.00 36,818,825.00

5,448,825.00 0.00 5,448,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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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12,963.51 51,350,840.00 流动负债 94,331.47 1,174,469.45

其中：货币资金 50,825,445.02 51,340,4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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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61.77 495,842.85 负债合计 94,331.47 1,174,469.45

净资产合计 51,081,893.81 50,672,213.40

资产总计 51,176,225.28 51,846,682.8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1,176,225.28 51,846,682.8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9,701,152.75 37,943,116.4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380,741.06 12,729,096.9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122,699.95 107,412,125.00 119,534,824.95

其中：捐赠收入 11,070,000.00 27,412,125.00 38,482,125.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80,000,000.00 80,00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265,451.99 119,297,816.48 121,563,268.47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9,297,816.48 0.00 119,297,816.48

（二）管理费用 2,265,451.99 0.00 2,265,451.9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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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97,816.48 -119,297,816.48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29,155,064.44 -131,183,507.96 -2,028,443.5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王家新、胡珍、马杰

11 月 21 日，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和中国三星共同发起的“集善三星爱
之光听障儿童资助项目” 在石嘴山市特
殊教育学校正式启动。 该活动于 2011 年
在河北石家庄市成功试点之后， 今年将
资助范围扩大到宁夏、河南、甘肃、陕西、
重庆、湖北等 6 省市。 资助每名贫困聋儿
语训费用 5000 元， 今年共有 200 名贫困
聋儿受益。

宁夏自治区前主席、 宁夏残基会会
长刘仲、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
长邢建绪、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姜
俊暎等领导出席了当天的启动仪式，全
校 150 余名同学和家长代表也一同参
加。

这只是中国三星为改善残疾人生活
状况而开展的慈善活动之一。 中国三星
的公益活动主要涵盖的对象是学生、残
疾人和农民这样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是由中国三
星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开展的
助残公益项目。 自 2010 年起，中国三星
每年捐赠 1000 万元，5 年共捐赠 5000 万
元人民币来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开展脑瘫儿童康复、 聋儿语训等一系列
公益项目。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支
援残疾人公益活动，“集善
三星爱之光”致力于提高残
疾人的生活便利和社会适
应能力。

今年 3 月 27 日， 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工
程———‘爱之翼’助残行动”
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航三
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会同
韩方股东三星生命保险株
式会社， 计划自 2012 年起

连续 5 年， 共同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捐赠 2500 万元人民币款物，开展捐赠
电动轮椅等高科技辅具的系列助残公益
活动。

4 月 6 日上午，“集善三星爱之光
2012 年助残行动启动暨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假肢矫形中心揭牌仪式” 在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举行。 中国三星通过中国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向该中心捐赠了 450 万元
人民币，用于设备更新和环境改造，大大
提升了这里的临床、科研、教学条件和综
合服务实力。 中国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
元基希望此举“为更多的残疾人群体带
来希望和梦想”。

伦敦残奥会前夕， 中国三星通过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
团捐赠 100万元，用于改善其备战设施，助
残奥代表团一臂之力取得优异成绩。

中国三星主要在教育支援、 农村支
援、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四大领域开展
各种公益活动。 诸如其他公益活动一样，

“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以多样化的支援
残疾人行为， 体现了中国三星“分享经
营”的公益理念和“在中国、为中国”的运
营宗旨。 （韩笑）

“集善三星爱之光”
为残疾人点亮

2012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了“2012 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
书》”（以下称蓝皮书）， 对国有企业 100
强、 民营企业 100 强和外资企业 100 强
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和评价。

该蓝皮书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三
星的社会责任排名大幅度提高。 在外资
企业 100 强中，中国三星位列第 5 名；在
包括国企、 民企和外企 300 家在内的全
体排名中，中国三星排名第 55 位。 而去
年，相对应的数字是第 25 位和第 99 位。

“三星排名大幅度提高，是与三星在
绿色经营、 社会公益和环境保护方面的
突出表现分不开的。 ”社科院企业社会责
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蓝皮书的发布
会上表示。

中国三星副总裁方今顺介绍说，中
国三星主要通过“人才第一”、“绿色发
展”、“社会公益”、“顾客满足”和“诚信守
法”这五大方面开展社会责任活动。

人才第一

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
成果，实现组织成长发展的同时让员工感
到工作的快乐和家庭幸福，达到工作满意
度和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双赢，中国三星构
建了“Work Smart”（智能工作）用人体系。
苏州三星半导体更通过一系列 GWP（最
佳工作场所）活动，使得劳资关系稳定，离
职率偏低， 连续 10年获得中国三星劳资
安定评价 A等（此为最高等级）。

绿色发展

随着全球环境危机加剧， 中国三星
在 2008 年宣布了“绿色经营”，通过经营

绿色化、产品绿色化、工厂绿色化和社区
绿色化来完成这一目标。 要在 2020 年达
到： 将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007
年的基础上削减 50%， 废弃资源的再利
用率达到 95%以上。

投身公益

张元基总裁认为， 企业是社会经济
系统中生存的生物。 如果希望持续成长，
作为社会成员也要学会与其他成员协力
共助。 中国三星的社会公益活动主要在
四个领域展开，分别是教育支援、社会福
利、农村支援和环境保护。 2011 年，中国
三星共举行 680 次公益活动， 其参加人
数为 4.3 万余人。

顾客满足

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让顾客
感到温馨、愉快是中国三星不断追求的目
标。 到目前为止，中国三星推出的亲环境
产品中，99.2%已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证。

诚信守法

中国三星一直以诚信守法、 正道经
营来要求自己。 通过推进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供应商守法经营， 促进公平竞
争、廉洁经营，并每年对其进行相关评价
活动。

中国三星通过开展以上的社会责任
活动， 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三星企业
文化中， 在致力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同时
给子孙后代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努力
实现“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
国社会的企业”这一目标。 （韩笑）

2012 社会责任排名
三星大幅度提升

� �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邢建绪副理事长（右）和宁夏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吕福元理事长（左）进行捐赠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