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 � 近年来 ，各种形
式的 “顺风车 ”在各
地涌起 ，图为浙江瑞
安爱心顺风车 志 愿
队 ， 目前已有 40 多
名私家车主加入 志
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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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帮助 1000余人回家

“春节回家顺风车”2013 目标一万人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贫助残；扶贫教育等方面公益项目进行资助；扶贫教育相关的公益培训、公益论坛、国际公益交流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万科公益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56号

2008-09-04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63号万科建筑研究中心

25606666 互联网地址 www.vankefoundation.org

郁亮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518049

万科公益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84,509,289.74

本年度总支出 18,535,792.5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948,328.6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5,212.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1.2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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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5,173.28 2,154,015.24 6,909,188.52

4,755,173.28 2,154,015.24 6,909,188.52

3,145,173.28 0.00 3,145,1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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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39,599.74 80,936,989.07 流动负债 230,310.00 130,310.00

其中：货币资金 14,739,599.74 10,373,6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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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230,310.00 130,310.00

净资产合计 84,509,289.74 80,806,679.07

资产总计 84,739,599.74 80,936,989.0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4,739,599.74 80,936,989.0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197,624.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84,509,289.74 80,609,055.0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022,344.46 6,810,837.45 14,833,181.91

其中：捐赠收入 98,351.07 6,810,837.45 6,909,1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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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2,579.13 6,613,213.45 18,535,792.58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335,115.17 6,613,213.45 17,948,328.62

（二）管理费用 25,212.00 0.00 25,212.00

（三）筹资费用 2,251.96 0.00 2,251.96

（四）其他费用 560,000.00 0.00 5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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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234.67 197,624.00 -3,702,610.6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万捷 王文金

� � 2013 年春运大幕已经拉开。
40 天时间里，全国预计有约 8 亿
人将完成“春节大迁徙”。 这场全
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承
载着中国人春节团聚的期盼，也
是对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严峻
的考验。 春节，对于在异地打拼
的人们来说既喜又忧：喜的是忙
碌了一年即将和家人团聚，忧的
是买票难。

为此，赵普、郎永淳、陈伟
鸿、崔永元、邓飞、王永等六位公
益人士在北京再次发起“春节回
家顺风车”大型公益行动，以帮
助更多买不到票的朋友尤其是
农民工朋友实现回家过年的愿
望。

1 月 30 日 上 午 ，“温 暖
2013———春节回家顺风车”大型
公益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 买不
到票的朋友有望搭乘顺风车回
家过年， 继去年成功帮助 1000
人春节回家后，今年顺风车春节
回家的目标提高到一万人。

四大互动平台

据顺风车发起人王永表示，
一方面很多人买不到票，一方面
很多人开车回家还有空位，如果
他们能结伴而行， 将大大缓解
“春节回家难” 的问题。 今年的
“春节回家顺风车” 在吉利汽车
的大力支持下， 利用手机短信、

APP 客户端、网站、微博等四大
互动平台，搭建了一个民间春运
信息互动交流平台，并首次实现
系统间信息共享，有望帮助更多
买不到票的人回家团圆。

顺风车公益行动将通过网
站、手机短信、APP、微博等技术
平台搭建一个相互帮助的民间
春运信息交流平台，充分挖掘剩
余运力，让“顺风车”成为继“铁
路、民航、公路”之外的第四种回
家过年的方式。

顺风车短信平台已于 1 月
30 日上线，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
买不到票的农民工兄弟，他们可
能不会使用电脑，更不会使用微
博等先进技术平台，对于他们来
说只需通过发送短信“66”到

“1066958800”，并按照提示操作，
便有望找到免费的顺风车。

而 APP 客户端的推出不仅
为“春节回家顺风车”提供便利，
更为“顺风车常态化”保驾护航。
其界面操作起来简单可行，互动
性强，且能够准确显示车主与乘
客的真实信息，也为彼此之间建
立互信创造条件，使顺风车的安
全系数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搭
乘顺风车的乘客还可以把对车
主的谢意以他们共同的名义进
行公益捐赠。

如何保障安全

对于大家普遍担心的安全问
题，王永表示，他们将通过三种渠

道消除搭乘双方的顾虑：第一，他
们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需要经过
身份确认， 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可
以直接参与， 而手机用户则需要
通过短信进行实名认证。第二，邀
请岳成律师事务所制作了规范的
协议， 所有长途拼车的人都可以
上网下载并签订协议书。第三，太
平洋保险公司免费为参与此次活
动的搭乘双方提供一份保额为 3
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据悉，顺风车公益基金管委
会已于日前正式成立，并将致力
于顺风车常态化发展，秉承“责

任、互信、分享”的价值观，积极
整合社会各方资源，通过动员社
会公众参与顺风车公益活动，倡
导绿色出行， 促进公众互信，实
现顺风车“节能、环保、减缓交通
压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
任”的目标。

2012 年春节期间， 赵普、郎
永淳、陈伟鸿、邓飞、王永首次发
起“春节回家顺风车”公益活动，
成功帮助了 1000 多名买不到票
的朋友免费回家。 王永介绍，今
年春节回家顺风车公益行动目
标是帮助一万人免费回家。

1 月 30 日，“温暖 2013 春节回家顺风车大型公益行动”启动

� � 浙江永康 “爱心
顺风车”免费搭载弱
势群体。 该车队成立
于 2011 年 5 月 ，百
余名私家车主统一
给车子绑上黄丝带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