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第二届中华女性公
益慈善典范” 颁奖典礼在京举
办。 许淑清、王少华、方黄吉雯、
李静、徐书真等获得第二届“十
大女性公益人物”奖；桃源居社
区妇女教育项目、“母亲邮包”、

“慈善医疗和援助”、“中国‘微笑
行动’”等获得第二届“十大女性
公益项目”奖。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
典范”颁奖典礼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公益时报》社、中民慈
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公益研究
院共同主办。

许淑清捐赠超 4000 万元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顾问张梅颖、王志
珍，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甄砚等领导出席颁奖典礼并
为典范颁奖，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理事长黄晴宜、 秘书长秦国
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副院长高华俊，《公益时报》社
副社长董鸿乐等嘉宾及第二届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 获奖
代表出席了颁奖典礼。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
公司等获得第二届“十大关爱女
性公益企业”奖；中国记协国内
部、人民日报摄影部、新浪微公
益、新京报时政新闻部等获得第
二届“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

范”奖。
据介绍，获得第二届“十大

女性公益人物”奖的许淑清是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兼总裁， 个人捐赠超
4000 万元， 惠及全国 20 多个省
区的落后边远地区的贫困大中
小学生和老人。 所在公司累计为
全国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站）
免费赠药 3.32 亿元；参与兴学育
才工程，捐建学校 10 多所，资助
1000 多名贫困学生， 累计捐款
2600 多万元；向汶川、玉树、舟曲
等重灾区捐赠 2800 万元。

获得第二届“十大女性公益
项目”奖的桃源居社区妇女教育
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桃
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实施。

该项目在 2005 年创办了社区女
子学校，开创了全国社区妇女教
育的先河。 2008 年 9 月，成立国
内首家社区女子俱乐部———桃
源居邻里中心，面向桃源居社区
20—45 周岁的女性会员开展一
系列多层次、多种类的高端讲座
和素养培训活动，并创造条件让
她们参与社区文化活动。 目前已
有 1000 多名妇女参加了学历和
素质教育。

李爱君论坛做主题发言

在举办“中华女性公益慈善
典范”活动的当日上午，由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公益研究
院共同主办的“2013 中国女性公

益慈善论坛”在京举办。 论坛主
题为“汇聚社会资源，壮大女性
公益慈善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
跃向论坛发出贺信。 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出席
论坛。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
会常务副理事长李爱君在分主
题发言时指出，在桃源居社区妇
女教育项目中受益的社区女性
们既学会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又
具备现代女性的劳动技能，既会
经营自己也会经营家庭，更会在
事业上成为经济精英。“抓住妇
女教育就如同抓住了我们和谐
社区教育的核心。 ”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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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200,907,712.89

本年度总支出 954,897,774.8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52,711,743.1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085,138.93

行政办公支出 1,100,892.7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9.3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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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101,665.28 22,388,623.90 308,490,289.18

170,298,668.81 22,388,623.90 192,687,292.71

1,995,532.71 0.00 1,995,5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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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681,577.73 1,149,409,737.95 流动负债 21,170.45 37,976.92

其中：货币资金 955,598,827.73 1,149,409,7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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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30,474.77 29,112,932.98 负债合计 21,170.45 37,976.92

净资产合计 986,390,882.05 1,178,484,694.01

资产总计 986,412,052.50 1,178,522,670.9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86,412,052.50 1,178,522,670.9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876,290,402.55 1,062,745,775.9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0,100,479.50 115,738,918.0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922,813.62 1,135,068,773.15 1,146,991,586.77

其中：捐赠收入 2,156,607.71 306,333,681.47 308,490,289.1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828,000,000.00 828,000,000.00

二、本年费用 954,897,774.81 0.00 954,897,774.81
（一）业务活动成本 952,711,743.10 0.00 952,711,743.10
（二）管理费用 2,184,924.00 0.00 2,184,924.00
（三）筹资费用 19.21 0.00 19.21
（四）其他费用 1,088.50 0.00 1,088.5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948,613,399.77 -948,613,399.77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638,438.58 186,455,373.38 192,093,811.96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贾谌、徐孝民、李晓玲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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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淑清等人和桃源居社区妇女教育等项目获奖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在京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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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 6 月份， 为迎
接 NU SKIN 如新集团“善的力
量日”十周年，NU SKIN如新大
中华区开展了“为衣物寻找价值，
让爱心永不闲置”的主题活动。初
步统计， 此次活动共筹集到来自
两岸三地近 2,000件衣物，将为社
会减少碳排放 90 吨，预计将筹集
到 30多万元公益基金。

“善的力量日”主题活动，是
NU SKIN如新集团一年一度践
行“善的力量”企业文化的传统活
动，至今已十年。此次大中华区捐
赠活动， 得到了两岸三地 NU

SKIN 如新成长服务伙伴们的
大力支持和踊跃参与。据了解，目
前活动募集到的闲置衣物已打包
运往活动的合作伙伴国内的善淘
网、 香港城市大学 Hand2Spot 及
台湾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 并将
通过他们的爱心义卖或捐赠，为
这些载满爱心的衣物找到“价
值”。NU SKIN如新希望能够更
好地帮助残障人士， 为弱势群体
募集更多公益基金， 让他们因
NU SKIN如新而开心欢笑。

一件件小小的衣物承载着
NU SKIN 如新成长服务伙伴

们的珍贵记忆及美好祝福：贾晶
捐出自己怀孕前购入的最后一
双高跟鞋，“希望这双鞋子能为
它下一个主人带来‘好孕’”；张
蕾希望自己全新的舞鞋能被喜
欢舞蹈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获
得，“让他们‘带着善的力量’翩
翩起舞”； 谌源捐赠大学期间参
加热舞社的服装， 是为了能把
“青春的悸动和当年的美好分享
给有缘人”……在 NU SKIN 如
新看来，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爱
心衣物的捐赠是一种愉悦，一种
分享， 同时也向社会传递着时

尚、绿色、健康的生活态度。
除大中华区开展的“为衣物寻

找价值，让爱心永不闲置”活动外，
NU SKIN如新集团“善的力量
日”十周年主题活动也在全世界各
地同步开展。在活动持续的一个月
内，全球家人们奉献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 为当地社区尤其是儿童，提
供各种帮助和服务。 在美国，向贫
困儿童赠送学习用品及 10,000份
营养午餐；在南非，建造一座全新
的图书馆并提供书籍和教育材料;
在东南亚，为身患绝症的儿童提供
丰富的活动;在日本，捐赠并分发

食物及教育资料等。
十年来，NU SKIN 如新一

直秉承“善的力量”的企业理念，
在大中华区通过创新可持续的
公益模式，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
质的力量：“NU SKIN 如新受
饥儿滋养计划”、“NU SKIN 如
新 中 华 心 脏 病 基 金 ”、“NU
SKIN 如新 5·12 小额信贷 ”
……积小善，聚大爱。 未来，NU
SKIN 如新将“善的力量”不断
发扬传承， 努力让每一天都是

“善的力量日”，帮助更多需要帮
助的人。 （辜哲）

“善的力量”十周年

NU� SKIN如新：为衣物找价值 让爱心不闲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