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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novation

Michi� Corporation———致力于大象纸的进口与销售

一切始于地铁里的相遇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贫、教育，灾害事件，科研，国防，体育，医疗，接受捐赠，公益活动，公益交流，其他。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01号

2005-06-14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七号贡院西街九号建国国际公寓 506室

63109249 互联网地址 www.hkf.org.cn

李瑞海 原始基金数额 5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5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1,333,381.84

本年度总支出 17,321,804.8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5,340,790.2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494,664.6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48.9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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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000.00 0.00 2,600,000.00

2,600,000.00 0.00 2,60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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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09,532.79 16,857,512.74 流动负债 79,15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31,409,112.79 16,785,5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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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05 925.16 负债合计 79,150.00 0.00

净资产合计 31,333,381.84 16,858,437.90

资产总计 31,412,531.84 16,858,437.9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1,412,531.84 16,858,437.9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1,333,381.84 16,858,437.9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846,860.95 0.00 2,846,860.95

其中：捐赠收入 2,600,000.00 0.00 2,6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35,351.55 0.00 135,351.55

二、本年费用 17,321,804.89 0.00 17,321,804.8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6,827,140.20 0.00 16,827,140.20

（二）管理费用 494,664.69 0.00 494,6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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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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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4,943.94 0.00 -14,474,943.9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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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珍 李冬云 陆国军 郭泉

� � 被称为“大象纸”的纸制品
作为动物园的纪念礼品一直受
到广大好评。 具有厚厚的、硬硬
的独特手感的大象纸，其实是一
种将大象的排泄物回收再利用
所制成的再生纸。

斯里兰卡制造的这些再生
纸之所以能够商品化，和一家日
本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
现在致力于再生纸产品进口和
销售的株式会社 MICHI COR－
PORATION。 这家只有四名社
员的日本企业，为何能在斯里兰
卡展开如此独特的业务呢？

一次偶遇

董事长植田 20 岁的时候，
在东京的地铁里把钱借给了一
个偶然遇到的斯里兰卡人。 一切
就从这里开始了。

“他叫住了我，自我介绍说
他是为了招募技术研修的合作
方而来到日本的斯里兰卡的政
府人员。 然后对我说，钱不够了，
能不能借给他一点。 ”

也许因为当时刚发完工资，
植田就借给他了。 当植田从已经
回到斯里兰卡的“陌生人”那里
收到结婚喜帖， 已经是 2000 年
的时候了。

植田先生于 1997 年创立了
株式会社 MICHI CORPORA－
TION。 当时公司致力于向东南
亚各国转卖日本的二手印刷机。

植田先生正对只要通过电话和
传真就能把所有的业务都做完
的工作感到匮乏，就答应了赴斯
里兰卡参加他的婚礼。

当时，斯里兰卡处于内战状态，
极少有日本人造访。 植田先生的抵
达立刻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瞩目。

“似乎他对别人宣传说我是日
本的商业大亨呢。结果到达之后第
二天的报纸上还刊登了《日本访问
团抵达》的新闻。 最后甚至还让我
做了介绍日本的演讲。 ”由于不知
道说什么好，植田就指着当天穿着
的羊毛夹克衫说：“现在，我穿着的
衣服，是用塑料瓶做出来的。 ”

完全是随口说说的一句话，
将一切引入一个崭新的故事里。

演讲结束之后，植田被带去了
废弃在热带雨林之中的垃圾山。原
来，高速现代化发展中的斯里兰卡
正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处理问题。

“这个， 真的能变成植田先生穿着
的衣服吗？ ”斯里兰卡人问。

“YES， 我当然只能这样回
答。 结果，听说了这件事的市长
委托我，能不能在这里进行再生
事业。 隔天的报纸， 这样记载
着———来自日本的垃圾处理专
家来访。 ”植田哭笑不得。

被收集起来的大象粪便

他把以前的生意盈利作为
资本，确保了土地和人力，甚至
准备好了日本工程师设计的成

套设备设计图。
另一方面， 植田先生察觉到

了斯里兰卡面临的另一个环境问
题。随着森林开发，生活于密林里
的大象失去了栖身之处， 频繁地
出现在街道之中。大象伤害人类，
被射杀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据说大象食用的草和叶每天
能达到 200～300 千克。 然而大象
无法消化纤维素， 食物的大部分
未被消化就被排泄出体外。 因此
含有大量植物纤维的大象排泄
物，可以作为纸浆原料进行利用。

“难道就不能建造一个人类
和大象可以共生的社会吗？ 在这
个想法愈来愈强烈的时候，我想

到利用大象排泄物制造再生纸。
当时这不过是当地实业家进行
的实验性尝试，我却觉得其中蕴
含着非常大的可能性。 ”无路可
退的植田先生就这样开始从改
造塑料瓶转为收集大象粪便。

“人类为了维持大象宜居的
密林， 也会致力于植树等环境保
护工作。大象就能安心度日，不再
需要闯入居民家。 利用大象排泄
物制造再生纸的这份事业， 是能
够构筑人、物、钱循环再生以保护
环境的新型商业模型。 ”他说。

植田先生对这份事业进行
协助的再生纸制造工厂，位于距
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科伦坡车

行 3 小时的 Kegalla 市郊外。工厂
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工厂旁
边的一个保护受伤大象、失去父
母的小象、被称为“大象孤儿院”
的地方收集大象的排泄物。

之后经过以下工程， 就产生
了再生纸：将排泄物阴干后，24小
时高温杀菌。 杀菌后的排泄物会
完全成为纤维， 此时已不会有臭
味。 再将其与当地印刷公司取得
的废纸混合， 像日本纸那样一张
一张手工制作，在日光下曝晒。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工厂里，
不使用漂白剂和任何有害化学
物质。

现在工厂的工作人员大约
有 100 名左右。一天能够制造 A4
用纸大约 7 万 2000 张。

此事业于 2006 年在由 BBC
环球新闻和《新闻周刊》杂志共
同举办的社会贡献项目评选“世
界挑战 2006”中获得了最高大奖
等，从而获得了世界的注目。

现在，大象排泄物再生纸已
经被销往世界各国。“至少在工
厂工作的人，不会像以前那样砍
伐丛林的树木，不会用枪朝着大
象射击。 因为对他们而言，大象
是非常重要的商务伙伴。 ”植田
很有成就感。

现在工作人员和地区居民
携手合作，致力于通过植树造林
活动与环境保护，建造让大象生
活得更舒适的环境。

（据日本环境 CSR 网站）

大象孤儿院的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