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基金会中心网传来消
息， 全国范围内登记注册成立
的基金会数量已超过 3000 家。
据最新数据， 截至 2 月 4 日上
午 11 时， 基金会总数达 3023
家， 其中公募基金会 1322 家，
非公募基金会 1701 家。 这是中
国基金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式
时刻， 中国的基金会发展正在
进入与工业化、 城镇化以及信
息化同样高速成长的时代。

我国的第一家基金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诞生于
1981 年， 在其成立之后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 国内基金会的
数量增长较为缓慢。 2004 年，
《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布实施，

此后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大量涌
现。 到 2006 年 3 月， 历时 25
年， 中国基金会的总数达到
1000 家。 又经过 4 年，2010 年
下半年， 全国基金会的数量突
破了 2000 家， 同时在年底，全

国范围内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
则首次超过了公募基金会。 从
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诞生到非
公募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数
量，只用了 8 年时间。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 2013 年 1 月月度分析，
由我国基金会发展的趋势可以
看出，随着对民间发展非公募基
金会的政策放宽，中国基金会的
发展正式驶入了快车道。经济的
高速发展，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
以及富豪阶层的逐渐成型，让非
公募基金会具备了良好的发展
土壤，成为了基金会数量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中国公益研究院认
为， 规模持续扩大的国内基金
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将成
为中国社会改革时期凝聚民间
力量最有力的桥梁和纽带，助推
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和分配体
制的重塑。

（刘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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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助、国际合作、专项表彰、环保项目、宣传培训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74号

1993-03-03 业务主管单位 环境保护部

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 16号

67113272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epf.org.cn

曲格平 原始基金数额 8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62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53,867,823.00

本年度总支出 43,827,886.1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9,085,984.5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722,453.67

行政办公支出 597,590.5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2.5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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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13,116.47 2,356,666.40 39,969,782.87

35,643,364.44 2,356,666.40 38,000,030.84

307,336.30 0.00 307,3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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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81,176.90 86,646,256.82 流动负债 578,035.25 163,130.34

其中：货币资金 78,497,416.07 51,480,338.5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40,705,100.12 35,7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006,035.26 3,769,710.22 负债合计 578,035.25 163,130.34

净资产合计 128,014,277.03 125,952,836.70

资产总计 128,592,312.28 126,115,967.0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8,592,312.28 126,115,967.0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85,484,314.05 75,533,620.7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2,529,962.98 50,419,215.9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447,678.18 39,423,557.04 41,871,235.22

其中：捐赠收入 546,225.83 39,423,557.04 39,969,7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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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7,886.15 0.00 43,827,886.15

（一）业务活动成本 39,896,537.02 0.00 39,896,537.02

（二）管理费用 3,925,145.63 0.00 3,925,145.63

（三）筹资费用 6,203.50 0.00 6,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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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69,460.92 -49,374,250.32 -104,789.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889,252.95 -9,950,693.28 -2,061,4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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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五、监事：王卫 易维佳

� � 2013 年 2 月 1 日，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北京发
布 《2012 中国捐赠百杰榜》。
《2012 中国捐赠百杰榜》 入榜人
员捐赠总额（含承诺） 超过 649
亿元， 最高捐赠额为 500 亿元，
最低入榜捐赠额为 1010 万元，其
中 18 人年度捐赠总额超过 1 亿
元。 黄怒波和王文彪分别以 500
亿元、100 亿元的承诺捐赠位居
榜单第一、第二名，杨休、许家
印、 王健林则分别以 4 亿元、3.5
亿元、2.3 亿元分别排名第三、第
四、第五名。

整体捐赠活跃度高

2012 年中国捐赠总额出现
巨量增长， 整体捐赠活跃度高。
中国捐赠百杰榜入榜人员的捐
赠总额增长到了 649 亿，是 2011
年额度（121 亿元）的 5 倍以上。
另外，2012 年，单笔 1000 万以上
捐赠总共有 146 笔。

21 人再次入围《2012 中国捐
赠百杰榜》。 这 21 位捐赠者合计
贡献善款近 614 亿元，与 2011 年
接近 39 亿元的捐赠额度相比增
长了近 15 倍。

同时，教育依然是大额捐赠
重点流向领域，教育机构成主要
捐赠接收方。 2012 年大额捐赠的
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了教育领域。
以教育为主题的捐赠超过了 520
亿元，占大额捐赠总额的八成以

上。 相应地，教育机构也成为了
主要的捐赠接收方，各级各类学
校接收到的捐赠总额接近 516
亿元，其中高校接收的捐款超过
514 亿元， 是教育机构接收捐赠
的主力。

此外，按照地域划分，广东
以 31 位入榜者位居省级行政
区入榜人数第一。 北京上榜 11
人， 合计贡献超过 503 亿元善
款， 捐赠金额位居各省级行政
区之首。

巨额捐赠成主要推动力

2012 年，百杰榜单前十名的
捐赠总额超过 616 亿元，是 2011
年数额（79 亿元）的近八倍。榜单
前二十名的捐赠总额为 627 亿
元，同比 2011 年（93 亿元）增长
了近六倍。 而榜单前五十名的捐
赠总额 641 亿元，则达到了 2011
年同排名段数据（110 亿） 的约
582%。 这反映出，2012 年与 2011

年捐赠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百亿
元的巨额捐赠上。

而两笔百亿元捐赠的出现，极
大地提升了国内大额捐赠的整体
情况，百亿级捐赠时代正式来临。

2012 年 6 月，王文彪在“里
约 20”会议上宣布将在未来十年
向亿利公益基金会投入 100 亿
元；7 月，黄怒波承诺未来十年将
向北京大学捐赠 500 亿元。 这一
系列的承诺，将对中国慈善事业
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慈善大
国美国，却出现了大额捐赠急剧
下 降 的 现 象 。 根 据 Million
Dollar List 网站的统计，美国的
大额捐赠自 2007 年起已经连续
6 年出现了下降 ;2012 年的捐赠
总额 110 亿美元，比 2011 年下降
了约 35%，仅为 2006 年额度（650
亿美元）的约六分之一。 在全球
经济形势不景气，大额捐赠较为
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大额捐赠的
蓬勃发展更显可贵。 （刘丽波）

《2012中国捐赠百杰榜》发布，18人年度捐赠总额超过 1亿元

中国现百亿级捐赠承诺

国内基金会数量超 3000家
中国基金会历年数量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