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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实施社会救助，扶助弱势群体，开展公益慈善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远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34 号

2005-12-20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1502 房间

66492459 互联网地址 www.coscochanitg.org

宋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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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31

中远慈善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92,062,455.85

本年度总支出 29,321,145.8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3,984,862.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90,000.00

行政办公支出 272,449.2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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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5,364.79 0.00 54,455,364.79

40,955,364.79 0.00 40,955,364.79

957,772.31 0.00 957,7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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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057,038.73 328,596,166.06 流动负债 0.00 38,701,174.50

其中：货币资金 85,205,786.29 146,542,166.0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40,005,417.12 40,005,417.12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38,701,174.50

净资产合计 292,062,455.85 329,900,408.68

资产总计 292,062,455.85 368,601,583.1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92,062,455.85 368,601,583.1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918,091.22 43,137,501.7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82,144,364.63 286,762,906.9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652,506.23 54,506,592.48 67,159,098.71

其中：捐赠收入 948,772.31 53,506,592.48 54,455,364.7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二、本年费用 7,483,663.88 21,837,482.00 29,321,145.88

（一）业务活动成本 2,147,380.00 21,837,482.00 23,984,862.00

（二）管理费用 362,449.29 0.00 362,449.29

（三）筹资费用 766,481.38 0.00 766,481.38

（四）其他费用 4,207,353.21 0.00 4,207,3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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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8,842.35 32,669,110.48 37,837,952.83

投资收益 11,463,473.53 0.00 11,463,473.5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五、监事：李西贝 王妍敏 李耿钰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

概述

当下全球歌坛最火的女星
要数 Lady Gaga。 在网上，她拥有
1100 万的 Twitter 粉丝群、3800
万的 Facebook 关注者以及超过
10 亿次的 YouTube 视频浏览
量。 这些数字其实也有力地说
明，她与她的公关团队深谙营销
之道，他们利用新媒体在品牌营
销和市场推广上的优势，并与传
统型媒体充分结合，使得传播内
容迅速产生共鸣，从而收获大量
的忠实拥趸。

2011 年， 美国筹款咨询服
务公司 Event 360 帮助苏珊·科
曼乳腺癌治疗基金会(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成功组织
了一项长跑接力筹款活动。 该
项活动的成功有赖于参考了
Lady Gaga 公关团队的四项营
销原则。

挑战

将娱乐圈名人团队的营销
策略成功用于筹款活动当中。

手段

1.制定有目的性的筹款活动
每一次筹款活动的发起对

于机构本身都至关重要，成功与
否影响着公众支持度和忠诚度
的高低，所以筹款的理由首先要
充分。 其次，要用具体的收入模
型来说明，这次的筹款活动对于
机构的维系与发展有多么直接
的联系，这将有助于获得捐赠。

2.获得足够的参与者
缩小和精确定位目标人群，

这样有助于活动获得足够多的
参与者。 例如，这次的长跑接力
活动即非简单地将目标人群定
义为“母亲”群体，而是具体定义
了这些母亲们家中孩子的年龄
段，使得参与人群自然而然在相
互间有很强烈的共鸣。 目标人群
的定位也有助于机构制定一个
吸引和维护参与者的计划。

3.营造有影响力的体验活动
活动具体内容的设计和执

行一定要符合并且能够代表机
构本身的使命、筹款目的和参与
人群，当然，活动预算也是很重

要的条件之一。 活动的参与者是
成功的关键要素，并且很可能会
在未来的活动中成为机构吸收
参与者的最佳导体。 为他们营造
一项不失所望的体验内容，这会
使得今后再次召唤他们及其身
边的人变得容易。

4.提供贴心的服务

在活动体验中，一定不能吝
惜在基础设施、 设备上的成本，
以确保项目安全、有效和有序地
进行。 就这次长跑接力来说，还
包括在注册登记时的客服工作、
在长跑日当天的安保工作、在网
上设立专门的活动页面以及为
参赛者提供全面的活动信息。

结果

2011年， 苏珊·科曼乳腺癌治
疗基金会的长跑接力筹款活动在华
盛顿的国家广场展开， 吸引了逾 4
万人参加活动，并成功募得超过 500
万美元的可观捐款。 （高文兴/编译）

� � 编者按：自 2004 年以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猛。 截至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达到 1591 家，但筹
资问题就成了制约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硬道理”。 就此，《公益时报》汇集了一组国外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公益组织与民间团
体在募款上的经典案例，希望能为国内公益行业从业者有所借鉴。

参考娱乐圈公关策略

国际劝募经验分享系列（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