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组织表现日渐活跃 公众参与形式增多

低碳生活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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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0,410,636.77

本年度总支出 23,208,740.2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2,903,521.1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304,135.2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45.4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31%

� � 本基金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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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89,398.55 0.00 66,689,398.55

65,108,330.00 0.00 65,108,330.00

1,880,436.00 0.00 1,880,4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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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7,502.13 94,059,222.87 流动负债 99,743.66 29,643.60

其中：货币资金 49,821,813.47 93,863,4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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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8.30 118,477.07 负债合计 99,743.66 29,643.60

净资产合计 50,410,636.77 94,148,056.34

资产总计 50,510,380.43 94,177,699.9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0,510,380.43 94,177,699.9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50,193,542.62 93,979,420.0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17,094.15 168,636.3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56,761.27 66,689,398.55 66,946,159.82

其中：捐赠收入 0.00 66,689,398.55 66,689,3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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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19.12 22,903,521.13 23,208,740.25

（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22,903,521.13 22,903,521.13

（ 二）管理费用 304,135.23 0.00 304,135.23

（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 四）其他费用 1,083.89 0.00 1,0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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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7.85 43,785,877.42 43,737,419.5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刘用明

“这几个月我们家电表度数和
以前比又少了一百多度，效果太出
乎意料了。 ”刘昌峰说。

刘昌峰家住北京市朝阳区，
令他“太出乎意料”的事儿，是因
为在去年 2月份， 他们家参与了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一次节
能活动， 他在自家外墙上装上两
块太阳能光电板， 通过这个光电
板与自家电网交替用电， 这使他
家每月节电 30%以上。“自然之
友” 低碳家庭项目负责人陈婉亭
说：“采用天然能源的同时还有助
于降低碳的排放量， 这样的改变
对环境改善将有很大帮助。 ”

PM2.5、雾霾天气、气候异常
等每天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气候
问题，时刻提醒着我们地球正遭
受着日益严重的破坏，改善环境
从碳减排做起成为基本共识。 面
对着国家碳减排政策，每一个公
众的参与都将为碳减排贡献力
量。 当前，公众对于低碳认知的
态度如何？ 企业和个人参与低碳
生活方式又有哪些？

前不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在京
宣布， 将今后每年的 6 月 17 日
确定为“低碳日”， 今年的首个
“低碳日”的主题是“践行节能低
碳，建设美丽家园”。 就在低碳日
设立仅仅 4 天后，国内第一份有
关国人低碳意识行为的报告在
京发布，报告的题目是《四类低
碳人：中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及
行为调查报告》。 该报告第一次

鉴别出了中国城市公众的四类
低碳人群，并有提出了针对性的
行动建议。

四类低碳族人群

这个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国际发
展及人道救援机构乐施会共同
发起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对我
国 20 个城市总计 2000 名市民开
展了调研。 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
析，按照四个核心属性“低碳概
念的认识”、“低碳政策认知”、

“低碳付费意愿”和“低碳行为”，
梳理出了四类低碳人群，分别是

“低碳乐活族”、“低碳意愿族”、
“低碳行动族”、“低碳潜力族”。

“像北京朝阳区的居民刘昌
峰在自家墙外装太阳板取电自
用， 这就符合低碳行动族的特
点，在低碳环保上他付出了相应
的行动，这部分行动族在减少家
电能耗和食物浪费中占比分别
达到 73.3%、88.7%。 ”中国气候传
播项目中心执行主任、乐施会气
候变化项目经理王彬彬对《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

报告发布的四类低碳人群
中，“低碳乐活族”在四个核心属
性中的表现均优于总体均值，对
低碳政策的了解度最高；“低碳
意愿族”在“低碳付费意愿”上表
现最优，82.1%的“低碳意愿族”愿
意为自己产生的碳排放买单；

“低碳行动族” 在低碳生活行为

方面的表现优于总体价值，68.2%
的“低碳行动族”经常选择步行、
自行车和轨道交通出行，经常减
少家电能耗的占 73.3%， 经常减
少食物浪费的占 88.7%；“低碳潜
力族”在四个核心指标的表现上
均低于总体均值，但总体呈年轻
化趋势，在核心指标的表现上具
有巨大潜力。

项目发起方之一的中国气
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郑保卫表示：“气候传播是
一个新的课题，国内鲜有机构涉
足，这次四类低碳人意识及行为
调查报告从一个新角度将公众
低碳行为意识进行分类，有助于
人们认识自我低碳行为，设定自
己的减排标准。 ”

2009 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
根国际气候谈判会议上，多国政
府在各国气候减排目标上各有
主张。 中国政府就在会议前首次
提出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
规划。“但那时政府对于民间声
音的倾听还很有限，不太了解公
益组织对于这个问题能做些什
么。 此时要是能够有一个学术机
构介入到民间和政府之间，这将
能够为其两者搭建起一个很好
的沟通平台，也能够为政策提供
决策支持。 ”郑保卫说起这个项

目的初衷。

企业、个人参与方式不一

6月 18日， 深圳碳交易平台
在深圳碳排放交易所正式上线交
易，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启动碳排放
交易试点的城市，平台同时也为企
业参与碳排放交易提供了便利。

深圳碳交易平台属于强制
交易市场，是为达到法律强制减
排要求而产生的市场。 在市场
中，排放配额不足的企业为避免
超额排放带来的经济处罚，要向
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购买排放
权。 但目前这个碳交易平台还仅
仅限于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碳
排放交易，个人想要交易在这个
平台上还不能够实现。

“这个平台很有前瞻性，企业
进行低碳减排在平台上就能够自
动实现， 这方便了排放大户进行
减排， 个人参与到低碳排放交易
中将是下一步政策层面将要考虑
的对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应对气候变化司领导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个人虽不能在碳排放交易
平台上完成个人碳交易，但在日
常生活中已有很多实现低碳生
活的渠道可供选择。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隶属
国家林业局主管，是中国第一家
以增汇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目
的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到该基
金会购买树木植树以换取个人

碳排放配额，这是实现个人低碳
生活的选择之一。

在该基金会网站上，公众可
以通过购买树木棵数获得相应
碳排放配额，使之实现个人低碳
生活目标，这也是参与低碳生活
最容易入门的方式之一。 另外，
还可以将个人和家庭每年的碳
排放数额通过碳计算器将其算
出来供减排参考。

当前正在开展的“顺风车”活
动也成为个人低碳生活的选择。
“据统计， 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
80%以上的车辆都是只有一个人
乘坐，如果拼车，将能够缓解公共
交通工具的运载压力， 还有助于
低碳排放。 ”活动组织者王永说。
为此，顺风车开展的活动是，从 6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的早高峰期
间， 针对八达岭高速进京方向从
回龙观、 西三旗入口驶入的载有
3 人及 3 人以上且贴有顺风车车
贴，并从上清、清河主站出口的私
家车将由顺风车公益基金代为支
付高速通行费用。

尽管目前公益组织在低碳
行动上的表现日渐活跃，但一些
问题也亟待解决。“目前对于个
人参与低碳行动，国家政策层面
还没有出台相应规定，针对个人
的碳排放并无强制约束力，现在
还仅仅停留在普及对公众低碳
生活的认知层面上。 ”郑保卫打
了个比方，“就像低碳意愿族，如
果真正到时需要他因排碳掏腰
包付费，不知他还是否还愿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