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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亚洲熄灯两小时”环保行动举行

熄灯一刻，寻找环保正能量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节能协会联合主办，中国房地产
业协会大力支持的 2013“美丽中
国———亚洲熄灯两小时”环保行
动， 于今年夏至日 6 月 21 日晚
八时在中央电视塔景区成功举
办。

从 2008 年开始， 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就联合亚洲数十家都
市电台，在夏至日举办“亚洲熄
灯两小时”环保活动。 六年来，足
迹遍布中央电视塔、天津广播电
视塔、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摩
天大楼等上百个城市的标志性
建筑。 今年，“亚洲熄灯两小时”
正式升级为“美丽中国”大型节
能环保行动。 活动将以“亚洲熄
灯两小时”为起点，开启“美丽中
国行”环保宣传活动，希望找寻
出更贴近生活的环保人与事，传
播环保的正能量。

独特的章节设置
唯美的视频演艺

整个活动，以环保讲述人的
视角，配合人屏互动表演，带领
现场观众用眼睛感受绿色，用心
灵净化环境。 活动由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章 YY、 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当家主
持大铭、中国节能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房庆串联起“熄灯一
刻， 寻找正能量”、“此刻之变”、

“此刻之爱”、“此刻之美”、“美丽
中国行”五个篇章，真实的故事

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 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十佳主持人海阳，
都市之声 DJ 宁静以及中国高速
公路广播 DJ 许川担任活动现场
主持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
之声、文艺之声、中国高速公路
交通广播三套频率并机直播了
晚会。

八国使节齐聚
为节能环保助阵

晚 8 时，2013“美丽中国———
亚洲熄灯两小时”晚会正式拉开
帷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赵铁骑、联合国生态安全合作组
织副秘书长刘安胜、中国节能协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房庆分别
致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
辑姜海清、中国建筑业协会副会
长徐义屏、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
会长朱中一、中国节能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宋忠奎、中央塔管理中
心常务副主任阮波、中央电视塔
中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恩
颖也出席了本次活动，各界领导
共同倡导节能行动并预祝此次
环保行动成功。

来自马耳他共和国、毛里求
斯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
共和国、刚果共和国、贝宁共和
国、卢旺达共和国、哥斯达黎加、
马尔代夫共和国的各国使节齐
聚中央电视塔景区，他们向赵铁
骑、 姜海清赠送了环保寄语卡，
共同祝福美丽中国。

“蔚蓝色的天空，梦一望无
际……”， 女歌手徐千雅作为本
届“亚洲熄灯两小时”环保大使，
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以
温暖与永恒作为关键词描绘全
新的美丽中国。 西藏原生态乐
队———尼玛、民族乐队原生态乐
队———那日乃、1983 组合等演出
团体也现场演绎了多首环保乐
曲。 来自北京知春里中学的小环
保志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一
系列环保摄影作品，并且发表了
精彩的感言。

多地电台现场连线
标志性建筑同时熄灯

本次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城市广播联盟联合三

十家地方电台共同参与活动宣
传报道，其中，六家城市广播联
盟成员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同步直播晚会精彩现场。 活动进
行中，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滨海广
播、兰州生活文艺广播、昆明广
播电视台都市调频、重庆都市广
播、广东电台城市之声、福建省
广播影视集团 987 私家车广播
等当地电台记者发来了连线。 腾
讯视频、新浪微博、公益时报、中
国移动手机报-新闻早晚报、中
国广播网、中国广播报、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有声手机报鼎力协
办。

晚九点半， 参加活动的各
界领导和嘉宾共同浇灌环保之
水， 大屏幕中的环保之种孕育

发芽、茁壮生长，浓密的绿色遮
蔽了城市的喧嚣与污染。 此时，
中央电视塔及亚洲二十多个城
市和地区著名建筑的景观灯同
时熄灭。

“美丽中国行”活动
同时启动

本次 2013“美丽中国———亚
洲熄灯两小时”环保行动，同时
也开启了“美丽中国行”活动。 在
未来的几个月内，本次美丽中国
行活动的足迹将遍及北京、河
北、山东、山西、内蒙等省市自治
区，了解中国环保现状，发现为
环保工作做出真实努力的个人
与企业，向大众展示一个立体的
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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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4,572,597.36

本年度总支出 4,050,148.0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028,535.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1,613.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6.3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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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5,280.82 0.00 16,285,280.82

11,061,508.26 0.00 11,061,508.26

1,841,508.26 0.00 1,841,5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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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2,597.36 36,937,810.06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24,572,597.36 36,897,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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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24,572,597.36 36,937,810.06

资产总计 24,572,597.36 36,937,810.0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4,572,597.36 36,937,810.0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381,626.00 6,453,728.4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90,971.36 30,484,081.6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0,314,723.28 6,100,637.46 16,415,360.74
其中：捐赠收入 10,184,643.36 6,100,637.46 16,285,280.82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050,148.04 0.00 4,050,148.04
（一）业务活动成本 4,028,535.04 0.00 4,028,535.04
（二）管理费用 21,613.00 0.00 21,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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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535.04 -4,028,535.0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0,293,110.28 2,072,102.42 12,365,212.7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雷霆、赵乃璞、韩守富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