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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基金资助与使用监督 ；博士后日常管理与服务 ；交流与合作 ；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员业务培训 ；优秀博士后评选事务工作 ；办理
北京地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进出站手续和日常经费拨款事宜；承担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评估和评审的事务工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77 号

1990-01-06 业务主管单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0 号博士后公寓

62335023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postdoctor.org.cn

陈宜瑜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65,985,201.21

本年度总支出 667,753,251.1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62,636,787.1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975,071.36

行政办公支出 2,135,729.9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42.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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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00 0.00 1,225.00

1,225.00 0.00 1,225.00

1,225.00 0.00 1,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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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45,838.09 113,585,031.40 流动负债 1,187,191.25 955,598.32

其中：货币资金 101,445,838.09 113,585,031.4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857,798.22 2,857,798.22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5,063,967.98 15,491,277.98 负债合计 1,187,191.25 955,598.32

净资产合计 118,180,413.04 272,594,461.90

资产总计 119,367,604.29 131,934,107.6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19,367,604.29 273,550,0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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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180,413.04 272,594,461.9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69,773,923.39 0.00 669,773,923.39
其中：捐赠收入 1,225.00 0.00 1,225.00
政府补助收入 659,600,000.00 0.00 659,600,000.00

二、本年费用 667,753,251.10 0.00 667,753,251.10
（一）业务活动成本 662,636,787.14 0.00 662,636,787.14
（二）管理费用 5,110,801.27 0.00 5,110,801.27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5,662.69 0.00 5,6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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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672.29 0.00 2,020,6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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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薛树林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

日前，2013 欧莱雅（中国）
“企业公民日” 在上海举行，450
多位来自欧莱雅中国上海总部
以及研发与创新中心的员工与
来自浦东新区两所小学的 140
名农民工子女结对，走进南汇嘴
观海公园, 用双手将数百米长海
岸线上的各色垃圾清理干净，并
展开海洋环境保护教育，以实际
行动保护海洋环境。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
指导， 欧莱雅中国与上海青年志
愿者协会联合主办。 共青团上海
市委领导刘刚也亲自参与了现场
的环境保护活动， 并对志愿者们
的努力表示了高度肯定与支持。

在南汇嘴观海公园， 欧莱雅
员工志愿者与孩子们身着统一服
装， 组成一个个“海岸清洁小分
队”， 手拿袋子和铁钳等工具，清
理涨潮时被冲上海岸的各种垃
圾。这些垃圾归类后被录入“海洋
垃圾数据表”，供国际权威的海洋
保护机构 Ocean Conservancy
进行全球海洋污染研究。

随后，志愿者和孩子们还来
到了中国航海博物馆，在充满趣
味性的参观过程中全方位探寻
了海洋的奥秘。 通过这样一系列
的环保实践和教育活动，志愿者
不仅帮助孩子们了解了常见海
洋垃圾分类等实用知识，更使他

们深刻意识到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根据各自的具体
需求，欧莱雅公司还向两所小学
分别捐赠了一批电脑和书包及

文具。
作为集团的年度盛事，欧莱

雅“企业公民日” 发起于 2009
年，每年都会吸引全球各地欧莱
雅员工的积极参与。 2012 年，欧

莱雅全球有近 2 万名员工
参与“企业公民日”活动，
其中包括 650 多名中国员
工。

自 2011 年起，欧莱雅
（中国）“企业公民日”已连
续三年以关爱农民工子女
为主题， 累计已经为近四
千名农民工子女送去关爱
和温暖。

除上海总部外， 欧莱
雅亚太运营中心、 北京分
公司、 苏州尚美工厂以及

宜昌天美工厂等分支机构也将分
别举行“企业公民日”，在环保、关
爱弱势群体等领域开展各具特色
的活动， 志愿者总数预计将远超
去年。

欧莱雅中国 CEO 贝瀚青表
示：“‘企业公民日’已成为欧莱雅
增强员工凝聚力、践行‘做优秀企
业公民’美丽承诺的重要平台。每
年的‘企业公民日’令我们有机会
以集体的形式有组织地投身公益
行动，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一份
力量。同时，我们也十分欣喜地看
到，在中国，我们的员工志愿者队
伍正逐年壮大。 ”

共青团上海市委刘刚对欧
莱雅“企业公民日”活动给予了
高度评价：“青年志愿者对社会

公益事业的进步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而有组织的企业员工志
愿者活动将发挥更大自主性和
更大能量。 作为一种成熟的企业
员工志愿服务模式，欧莱雅‘企
业公民日’为企业、员工以及社
会的共同进步与成长提供了良
好的机会，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

欧莱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安巩表示：“每一位欧莱
雅的伙伴，都应该积极参与‘企
业公民日’， 将集团致力于服务
社区的承诺付诸行动。 企业公民
日是一个分享的日子，我们汇聚
的力量将对周围的世界产生积
极影响。 一个公司的目标不仅仅
要创造经济价值，同时也要创造
社会价值。 ” （韩笑）

2013“企业公民日”

欧莱雅志愿者携农民工子女
爱心共护海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