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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4 日， 由民政
部指导，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
办的“旧衣零抛弃———中国品牌
服装企业旧衣回收活动”正式启
动。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出席启
动仪式并讲话。

窦玉沛指出，“旧衣零抛弃”
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社
会行动，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的“支持慈善事业发挥
扶贫济困积极作用”要求的具体
体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实际行动，是节俭养德全民
节约行动的重要内容。 同时，“旧
衣零抛弃” 也是一个多方合作、
打通路径的创新行动。 参与活动
的各方群策群力、 各展其长，创
新设计了行业协会、服装生产企
业、消费者、慈善组织、研发机构
和综合利用企业之间的分工合
作，着力打造衣物捐赠、分级分
类、再生加工、慈善配送、帮扶困
难群众的慈善服务平台，力求打
通循环利用和节俭行善并举的
路径，实现纺织产业发展和慈善
事业、 救助事业发展的多赢，充
分体现了互助共享的慈善理念、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窦玉沛强调，开展“旧衣零抛
弃”活动，积极回收、综合利用捐
赠品牌服装， 主动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社会救助， 合力帮助困难群
众解决急难需求， 必将为更大规
模、 更大范围的捐赠废旧衣物综
合利用积累经验， 对于减少资源
浪费和做好扶贫济困、 发展慈善
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此次“旧衣零
抛弃”活动挑选了
品牌知名度高、社
会影响力大、销售
规模大的企业联
合行动，共有波司
登、溢达集团（棉
衣工房）、 鲁泰纺
织（箭牌）、中土畜
雪莲股份有限公司
（雪莲）、 北京顺美
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顺美）、 依文集团
（依文、 诺丁山、凯
文凯利）、北京嘉曼
服饰有限公司（水
孩儿）、 凯德晶品、
社区青年汇等企
业、品牌的 35家门店和商场、机构
参与到此次回收活动中。 公众可
将旧衣送至这些地方参与活动。

据了解， 回收活动为期一个
月， 公众在此期间捐赠的废旧衣
物将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兰
花草艺术基金等慈善组织负责分
拣， 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衣物将
用于“西部温暖计划” 等慈善项
目； 达不到相关标准的衣物将作
为研究再生加工技术的原料。

我国每年在生产和消费环
节产生 2000 万吨左右废旧纺织
品，再利用率不到 14%，大量废旧
纺织品特别是废旧服装存留在
各家各户的衣橱中乃至许多工
厂企业的仓库中，形成客观存在
的资源浪费。 据测算，如果我国
废旧纺织品全部得到回收利用，
年可提供化学纤维 1200 万吨、天

然纤维 600 万吨， 相当于节约原
油 2400 万吨，超过大庆油田产量
的一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000
万吨， 减少耕地占用 2000 万亩，
占全年棉花耕种面积的 30%；还
能将其资源化应用到建筑材料、
水利公路、医疗卫生、汽车内饰、
家具制造等诸多产业。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仍处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 7000
多万城乡低保群众，8000 多万残
疾人，500 多万五保供养群众，为
数众多的困境儿童以及平均每
年 2 亿人次的受灾人口。 对于很
多困难群众来说，质量好、卫生
安全的废旧服装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可以说，废
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对于做好
扶贫济困、发展慈善事业和减少
资源浪费、发展循环经济都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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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8,988,056.40

本年度总支出 33,552,834.8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1,814,085.4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369,524.87

行政办公支出 597,191.8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9.7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84%

� � 本基金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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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48,247.10 13,768,581.90 41,216,829.00

27,448,247.10 13,768,581.90 41,216,829.00

27,448,247.10 13,768,581.90 41,216,8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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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05,013.08 29,539,687.54 流动负债 278,426.20 45,494.00

其中：货币资金 20,049,417.48 10,152,2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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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56.37 441,609.66 负债合计 278,426.20 45,494.00

净资产合计 20,844,182.95 29,976,700.82

资产总计 21,122,609.15 30,022,194.8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1,122,609.15 30,022,194.82

无形资产 739.70 40,897.62 限定性净资产 11,087,484.84 19,596,069.9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756,698.11 10,380,630.9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532,955.09 41,152,397.62 42,685,352.71

其中：捐赠收入 1,014,431.38 40,202,397.62 41,216,829.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950,000.00 950,000.00

二、本年费用 33,552,834.84 0.00 33,552,834.84

（一）业务活动成本 31,814,085.44 0.00 31,814,085.44

（二）管理费用 1,736,278.78 0.00 1,736,278.78

（三）筹资费用 2,470.62 0.00 2,4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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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43,812.54 -32,643,812.5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23,932.79 8,508,585.08 9,132,517.87

投资收益 174,450.28 0.00 174,450.2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到通会计师事物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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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衣零抛弃”活动启动 35家门店参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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