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嫣然再起风波 5000余万善款流向成焦点

“要公开到哪一步才够？ ”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创办“博爱儿童新村”，建立“少年儿童服务之家”，设立学习“自强奖”，救助困难的少年儿童 ；调查研
究；开展海内外慈善救助交流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基证字第 0106 号

2009-09-10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3 号双全大厦 302 室
邮寄：海淀区万寿路乙 15 号 A 座 7 层 7018

58938787 互联网地址 www.ccafc.org.cn

魏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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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29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87,269,610.70

本年度总支出 70,633,594.4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5,739,475.8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492,411.51

行政办公支出 997,534.0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5.3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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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46,232.80 3,263,941.70 82,610,174.50

78,425,425.74 3,263,941.70 81,689,367.44

38,820,749.03 9,512.00 38,830,2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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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49,985.10 95,265,993.50 流动负债 104,758.43 73,309.06

其中：货币资金 7,953,546.65 15,880,1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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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084.93 2,400,104.99 负债合计 104,758.43 73,309.06

净资产合计 80,577,311.60 97,592,789.43

资产总计 80,682,070.03 97,666,098.4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0,682,070.03 97,666,098.4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7,745,942.20 95,875,701.0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831,369.40 1,717,088.3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109,052.71 80,350,487.82 87,459,540.53

其中：捐赠收入 4,259,686.68 78,350,487.82 82,610,174.5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5,732,277.82 54,901,316.63 70,633,594.45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3,194,199.74 0.00 3,194,199.74
（三）筹资费用 182,328.00 1,517,590.88 1,699,9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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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555.91 2,492,555.91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1,115,781.02 27,941,727.10 16,825,946.08

投资收益 2,698,589.00 0.00 2,698,589.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东区）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12 月 30 日五、监事：王沛，戴凤举，刘家法，柴俊勇，李浩

� � 这几天的李亚鹏，遭受了自
草根到官方的“全面围剿”，爆料
人周筱赟继质疑他“敛财”、“诈
捐”后，再指嫣然天使基金侵吞
明星和企业的 5000 多万元捐
款， 白岩松在央视新闻频道的
《新闻周刊》栏目中质疑李亚鹏不
公开慈善账目的做法， 而民政部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的司
长詹成付也在一次座谈中要求嫣
然天使基金信息应当公开到位，
公众有质疑说明公开不够。

2 月 26 日，凤凰公益主办的
“正益论”沙龙，邀请了南都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北京大学
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
主任金锦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副理事长刘选国，打出的主题是

“嫣然医院，天使缘何折翼”。
这样一个话题立即吸引了

公益领域、 媒体和公众的目光，
不出意料，在场座无虚席，大家
都想听听几位专家要怎样剖析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及嫣然天使
基金的是与非。

聚焦大额善款流向

元旦刚过，网络报料人周筱
赟再次连续发文，揭批嫣然基金
涉嫌“利益输送”、“公益敛财”。
这是继中华儿慈会、 红会社监
委、 书院中国基金会等之后，周
筱赟对中国公益组织的再次密
集开火，矛头直指李亚鹏。

1 月 21 日，嫣然天使基金网
站贴出了《嫣然天使基金致所有
捐赠人的一封信》， 以此作为对

“落魄书生” 周筱赟实名举报的
回应。 这也是除微博李亚鹏零星
回应以及 1 月 6 日嫣然正式发
布官方声明外，嫣然天使基金至
今最完备的一次回应。

在这封公开信中，嫣然天使
基金认为“(周筱赟攻击嫣然的言
论)有大量伪造、篡改信息、捏造
事实、曲解法律法规的行为和言
论”， 并针对周的质疑予以了正
面回应。

其中对周所计算得出的单
例唇腭裂手术费用高达 9.9 万元
一项，认为计算“简单粗暴”、“误
导公众”， 因为嫣然年度总支出

中，事实上有 5322 万元资金，定
向用于了嫣然医院建设；嫣然天
使基金成立 7 年来，所负责全额
救助的唇腭裂手术，平均救助成
本不超过 4500 元；此外，嫣然天
使基金是挂靠于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的下属专项基金，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所以未被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必须公布机构年度报
告，机构相关审计，一并包括在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年度审计报
告中；以及嫣然医院属民办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产权与捐资人李
亚鹏无关，是社会资产，根本不
存在“动用善款建私人医院一
说”等。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所
公布的 2010-2012 年《年度审计

报告》的财务附注中，对嫣然天
使医院的三笔拨款，均记录在重
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一栏，
分别为 900 万、700 万和 4170 多
万，总计 5700 多万元，前两项划
拨给了一家中恒建医疗有限公
司，最后一项是直接拨给了嫣然
医院。

事实上，以整形美容为业的
民营医院伊美尔医院，一直是嫣
然医院的重要合伙举办者。 2012
年 7 月，嫣然医院作为国内第一
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医院开业，
李亚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
美尔医院从 2006 年起， 就一直
是嫣然天使基金和后来嫣然医
院的重要支持伙伴，“筹建嫣然
医院时，又出资 300 万元，成为
共同发起人”。 在北京市卫生局
对嫣然医院建设批示的相关文
件上，也表明嫣然医院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由李亚鹏、 王菲、唐
越、汪永安、李斌作为创始人联
合发起。 其中，汪永安和李斌分
别为伊美尔集团董事长和副董
事长。

“从 2009 年起，我们每年都
在官网公布了年度审计报告，其
中 2012 年对嫣然医院的大额资
助，也都列出来了，不知道爆料
人周筱赟为什么视而不见？ ”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
国在 26 日的研讨会现场发问。

刘选国说，在嫣然医院建设
过程中，红基会已经两次对拨付

款情况进行了阶段性审计，现在
建设款项已全部拨付完，正准备
进入嫣然医院 5300 多万元建设
的最后审计。“我们对嫣然天使
基金的监管是到位的。 ”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金锦萍
对嫣然事件也表示不赞成搞“有
罪推定”， 她说：“如果我们想对
某个组织发难的话，一定要找到
这个组织确有这样行为的一些
证据才行， 否则就是有罪推定，
这是不公平的。 ”

“没有公布更多义务”

2 月 22 日晚，央视《新闻周
刊》中，白岩松关注并点评了李
亚鹏“嫣然基金 5000 多万善款
去哪儿”， 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
嫣然天使基金的善款流向透明
公开。

此前，李亚鹏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曾解释：从法理上讲，我们
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现在我们
公布的程度是符合国家要求的。
因为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
业单位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
告接收、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
况，至于向社会公开，可以采取

“适当的方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一句

“没有公布更多的义务”，公众纷
纷将不满指向李亚鹏。

（下转 07 版）

以“嫣然医院，天使缘何折翼”为主题的沙龙吸引了众多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