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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第十四届创行世界杯
中国站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落下帷幕。 华北电力大
学（保定）的创行团队凭借绿色
电力项目一举夺冠，并将在今年
10 月全球总决赛上坐镇主场，迎
接来自 36 个国家顶尖创行团队
的挑战。 本届创行世界杯是中国
首次获得大赛主办权，不仅得到
全国各大高校的倾力支持和超
过 2500 名学生的热情参与，企
业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创行
力量”。 作为 Enactus 创行连续 4
年的战略合作伙伴，NU SKIN
如新全程赞助了 2014 年创行世
界杯活动，期待通过创行平台发
掘更多具备环球视角和商业能
力的未来领袖，从而促进人与商
业、环境的和谐互动。

NU SKIN 如新大中华组织
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华北总裁刘
明欣和 NU SKIN 如新大中华营
运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如新中国
营运总裁麦欧文全程参与了总
决赛的评选与对话环节，与这些
优秀人才分享他们对于事业、成
功、创新与梦想的真知灼见。 同
时， 还有二十位 NU SKIN 如新
的中高层管理员工在总决赛上
担任专业评委，运用他们的职业
能力和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甄
选出最具潜力的创行项目。

谈到 NU SKIN 如新之所以
长期携手 Enactus 创行、 支持创
行世界杯的原因，NU SKIN 如
新大中华组织事务区域副总裁

暨华北总裁刘明欣表示：“我们
十分认同 Enactus 创行所提倡的
‘通过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实践行
动共同为社区做出积极改变’的
观念， 这与 NU SKIN 如新的人
才理念和管理哲学完全一致。 一
直以来，NU SKIN 如新始终把
人才战略放在第一位，培养具有
创新思维和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领袖是我们的人才战略核心。 我
们希望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加入
NU SKIN 如新、 成就企业的发
展，同时也致力于提供最广阔的
平台， 让每个员工都能成为自
主、个性、创新并且实干的精英，
从而形成互动共赢的企业生态
环境。 ”

谈到人才吸引， 刘明欣表
示：“2014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
突破800 万人，有人称这是名副
其实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但
我们却从中捕捉到了人才生力
军的希望 。 NU SKIN 如新自
2012 年就启动了大规模的校园
招聘， 希望让优秀的学生们一
踏入职场就能遇到最具创造力
的平台，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们欣喜地看到， 这些通过校
园招聘加入 NU SKIN 如新的
新生力量已经被注入到了各个
部门中， 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得心应手，成为了公司发
展的中坚力量。 ”

同样，NU SKIN 如新对于
人才培育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
整且独特的体系。 今年 4 月底在

上海奉贤落成的 NU SKIN 大中
华创新总部园区是大中华区员
工最主要的办公场所，更重要的
是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 园区最
为创新之处是没有设立一间独
立的办公室，包括大中华区总裁
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开放自由的
工位办公。 开放的环境带来的是
开阔的思维和创新的体系，NU
SKIN 如新里没有传统的上下
级， 取而代之的是支持与被支
持、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我们
的每个员工都有机会提出并实
现自己的想法。 只要这个想法是

创新、可行的，你的引导者和支
持者就会协调资源，帮助你实现
它。 ”刘明欣介绍，“每个新入职
的员工都会参加为期 3 天的‘寻
梦旅’， 这并不是传统的入职培
训。 除了了解公司架构、部门职
能和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
希望每个人从加入 NU SKIN 如
新第一天就能够体会到： 来到
NU SKIN 如新不是在打工，而
是在实现梦想。 ”

曾经有调查数据显示：在美
国， 每 16 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
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 200

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
精神的人。 但连续两年参加创行
世界杯的 NU SKIN 如新大中华
营运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如新中
国营运总裁麦欧文却有不同的
见解，他表示:“在创行，我看到越
来多的中国大学生已经具备了
未来企业领袖的潜质。 中国年轻
一代的企业家精神正在发酵。 ”
而麦欧文个人的经历也让他对
企业家精神有了更深的感触。 24
年前他放弃了在一家大型专业
咨询服务机构的职位，毅然加入
了当时在亚洲规模还很小的 NU
SKIN 如新。

“NU SKIN 如新希望通过
支持创行，为致力于成为企业领
袖的同学们提供宝贵的锻炼机
会和成长平台，鼓励他们提升自
身价值和社会责任心，培养他们
的商业洞察力和战略思维能力。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些精
英学生能够以善心抚育自信，向
社会中的其他弱势群体传递更
多正能量。 ”谈到对于未来人才
的期许，麦欧文表示，“中国的商
业环境需要更多的领袖型人才，
新一代的精英青年应该不断提
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自己能
够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导者、多元
文化环境的融入者、企业家精神
的践行者，以及善的力量的传承
者。 只有形成夯实的人才基石，
商业环境的经济竞争力才能真
正得到提升。 ”

（辜哲）

携手创行预见未来领袖
NU� SKIN如新诠释创新人才观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一）资助专项课题研究和开发项目；（二）支持与奖励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资助培养青年教师；（三）支持教学与研究设施改
善和校园文化设施建设；（四）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对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 ；（五）资助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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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88 号

2011-06-10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邰城路 3 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区国际
交流中心 D704 室

87080038 互联网地址 edf.nwsuaf.edu.cn

梁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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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10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3,898,167.45

本年度总支出 6,475,336.1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459,753.1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5,583.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7.0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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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2,950.54 0.00 11,612,950.54

10,570,542.00 0.00 10,570,542.00

493,102.00 0.00 493,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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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8,167.45 29,111,797.80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23,898,167.45 29,111,79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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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23,898,167.45 29,111,797.80

资产总计 23,898,167.45 29,111,797.8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3,898,167.45 29,111,797.8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594,280.00 8,754,483.3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303,887.45 20,357,314.4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9,009.96 11,619,956.58 11,688,966.54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1,612,950.54 11,612,950.5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5,583.00 6,459,753.19 6,475,336.19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6,459,753.19 6,459,753.19

（二）管理费用 15,583.00 0.00 15,583.0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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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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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26.96 5,160,203.39 5,213,630.35

投资收益 46,308.49 0.00 46,308.4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陕西中庆会计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孙升辉

� � NU SKIN 如新大中华营运事务区域副总裁暨如新中国营运总
裁麦欧文参与对话环节，分享企业家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