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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美国公司正在增加非现金捐赠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支持与航空航天教育、科研及社会服务有关的社会公益事业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27 号

2005-05-17 业务主管单位 工业和信息化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北航东小楼一层

82339531 互联网地址 http://bhuef.buaa.edu.cn/

徐惠彬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19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65,350,223.93

本年度总支出 42,399,853.2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1,958,839.6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2,960.00

行政办公支出 278,053.6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64.2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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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91,082.10 0.00 342,591,082.10

339,235,362.00 0.00 339,235,362.00

92,721,100.00 0.00 92,72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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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38,987.31 366,661,370.18 流动负债 140.00 6.00

其中：货币资金 59,422,847.31 366,661,3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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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76.62 335,833.32 负债合计 140.00 6.00

净资产合计 65,350,223.93 366,997,197.50

资产总计 65,350,363.93 366,997,203.5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5,350,363.93 366,997,203.5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3,337,168.20 314,469,410.6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2,013,055.73 52,527,786.8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600,365.23 342,591,082.10 344,191,447.33

其中：捐赠收入 0.00 342,591,082.10 342,591,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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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44,473.76 0.00 42,544,473.76

（ 一）业务活动成本 41,958,839.65 0.00 41,958,839.65

（ 二）管理费用 441,013.60 0.00 441,013.60

（ 三）筹资费用 142,645.40 0.00 142,645.40

（ 四）其他费用 1,975.11 0.00 1,975.1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1,458,839.65 -41,458,839.6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514,731.12 301,132,242.45 301,646,9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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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纪素菊

� � 尽管美国经济出现反弹，但
是许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美
国公司去年的慈善捐赠现金数
额与以往持平。

这 是 《慈 善 纪 事》 (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近日
得出的结论。《慈善纪事》每年根
据财富 500 强公司排行榜，向全
美营收最高的 300 家大公司发
放调查问卷，对他们的慈善捐赠
情况进行调查。 今年，他们共收
到了 106 家公司反馈的数据，因
为这些公司并不具有披露慈善
捐赠方面信息的法律义务。

《慈善纪事》调查了这些公司
的现金捐赠情况，以及 2012 年捐
赠金额占 2011年利润的比例。调
查结果显示， 提供数据的 106 家
公司去年捐赠的现金数额增长
2.7%，达到 53 亿美元，而他们的
慈善捐赠数额占 2011 年税前利
润比例的中位数仅为 0.8%， 低于
此前六年 1%到 1.4%不等的比例。

《慈善纪事》助理总编彼得·
帕内彭托(Peter Panepento)表示：

“企业捐赠金额的增幅较小并不
令人感到惊讶， 因为我们去年调
查的许多大公司表示， 他们预计
不会在 2012 年大幅增加捐赠金
额。即使美国经济有所好转，许多
企业依然不愿意增加他们的慈善
捐赠。 大企业对经济形势依然持
谨慎态度，因此，他们并不准备进
行数额巨大的慈善投入。 ”

有一家美国公司去年提高
了慈善捐赠的数额，那就是富国
银行(Wells Fargo)。 这家跨国银
行和金融服务公司在 2012 年美
国公司现金捐赠排行榜上名列

首位。
富国银行向全美各地的

19,500 家非营利组织和学校捐赠
了 2011 年税前利润的 1.3%，相
当于 315,845,766 美元的现金。富
国银行 2012 年的现金捐赠数额
较前一年增长 48%，主要归功于
该银行向美国邻里计划(Neigh－
borWorks America)捐赠的 7,700
万美元，这个非营利组织主要在
住房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为
首次购房的住户提供经济援助。
富国银行还向机遇金融网 (Op－
portunity Finance Network)捐赠
了 670 万美元， 以设立奖励计
划，《慈善纪事》表示，这项计划
旨在“表彰在低收入社区提供银
行服务的创新型非营利组织”。

富国银行慈善事务负责人蒂
姆·汉伦(Tim Hanlon)表示：“富国
银行一直致力于服务自身所在的

社区。 这是我们的核心愿景和价
值观。 尽管促进可持续住房计划
和社区稳定是我们 2012 年捐赠
活动的主要目标，实际上，我们也
资助了为数众多的非营利组
织———数量超过 19,000 家，这些
组织分别致力于环境、教育、社区
发展、艺术和文化等慈善事业。 ”

根据《慈善纪事》的调查，富
国银行并不打算在 2013 年增加
慈善捐赠数额。

连续七年位居榜首的沃尔
玛公司 (Walmart)在今年的慈善
排行榜上名列第二位。 这家零售
巨 头 在 2012 年 捐 赠 了
311,607,280 美元的现金 (以及价
值 755,868,381 美元的实物)。 沃
尔玛捐赠了 2011 年税前利润的
4.5%，资助了大约 50,000 家不同
的慈善机构。

沃尔玛公司在上一个财年

捐赠了 4.21 亿磅的食品，从 2010
年启动“向饥饿宣战”活动以来，
这家公司已经捐赠了超过 10 亿
磅的食品。

沃尔玛公司的网站表示 ：
“我们的使命是创造机会， 让人
们活得更好。 我们认为，我们有
责任为所在的社区带来更积极
的影响。 无论是向成千上万的组
织提供善款，让他们分享我们的
使命，还是通过沃尔玛公司同事
鼓舞人心的志愿行动，我们都热
衷于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
活。 ”

这家公司预计将在 2013 年
提升其慈善捐赠数额， 彼得·帕
内彭托表示， 沃尔玛很有可能

“重登公司慈善捐赠榜的首位”。
在榜单上排名第三位的是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ora－
tion)。 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的跨国能源公司在 2012 年捐
赠了 262,430,000 美元的现金，相
当于 2011 年税前利润的 0.6%。

根据《慈善纪事》的调查，雪
佛龙公司在 2012 年数额最高的
一笔捐赠是向尼日尔三角洲伙
伴关系倡议基金会 (Niger Delta
Partnership Initiative Foundation)
提供的 1,100 万美元善款， 作为
四年捐赠 2,500 万美元这一捐赠
承诺的一部分，致力于促进尼日
利亚的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

这家公司计划在 2013 年增
加慈善捐赠的数额。

《慈善纪事》的调查发现，许
多美国公司不断寻找其他途径
为慈善机构作出贡献，帮助解决
社会问题。 比如说，实物捐赠的

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现金捐赠。 如
果把现金和实物都统计在内，
106 家美国公司在 2012 年的捐
赠总额增长了 20.2%， 达到 186
亿美元。 辉瑞公司(Pfizer)在 2012
年捐赠了 31 亿美元的现金和实
物，连续四年排名首位。

帕内彭托说:“我们将看到越
来越多的公司增加他们的非现金
捐赠。 许多企业都向员工提供机
会， 让他们参与非营利性合作伙
伴的志愿活动———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从员工那里得知， 员工非常
看重这种回馈社会的机会。此外，
许多公司都在捐赠实物， 而不是
仅仅提供现金。 这些举措可以帮
助企业增加他们资助的慈善项
目， 即使他们比以往更加关注自
己的预算资金。 ”

《慈善纪事》还询问了受访
者在 2013 年的捐赠计划。 超过
四分之三的企业领导人都表示，
他们的捐赠预算预计和今年持
平；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增
加捐赠金额， 也有 6%的受访者
计划减少慈善捐赠。

帕内彭托总结道：“美国企
业在慈善捐赠方面更具有战略
眼光。 许多大公司不是简单地提
供善款和开具支票，而是致力于
资助和他们的企业目标密切结
合的慈善项目，或者寻找那些能
够展示成果的非营利性合作伙
伴。 这给部分非营利组织带来了
挑战，然而也给非营利组织带来
了巨大的优势，他们能够通过工
作证明自己将成为企业投资的
出色管理者。 ”

（高文兴/译 据《福布斯》）

� � 富国银行的基金会创立于 1852 年，与富国银行一样，非常注重
其所在社区的发展。 其每年投入大笔资金在社区建设、服务教育、人
道主义服务、公共项目、文化艺术及员工慈善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