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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02,902,731.15

本年度总支出 38,310,719.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8,30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0,596.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7.2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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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00.00 0.00 36,000,000.00

36,000,000.00 0.00 36,00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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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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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资产总计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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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02,731.15 101,678,710.1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7,086,574.96 0.00 37,086,574.96

其中：捐赠收入 36,000,000.00 0.00 36,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8,310,596.00 0.00 38,310,596.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38,300,000.00 0.00 38,300,000.00

（二）管理费用 10,196.00 0.00 10,196.00

（三）筹资费用 400.00 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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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021.04 0.00 -1,224,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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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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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我和竹子自行车
我的故事是关于竹子自行

车的故事。
我已经在北京生活六年了 ，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北京的胡同，
可以骑着车在胡同里转悠，早餐
买一份油饼。

我在北京拥有的第一辆自
行车， 是在淘宝上买的捷安特，
这是一辆公路自行车，火红的颜
色，捷安特大大的 logo 印在横杠
上。 但我不喜欢这个大 logo，让
整辆自行车毫无个性可言，自己
骑着到处走就像为捷安特到处
打广告。 我就买了一卷黑色的胶
带，把那个 logo 盖住。

某天在小区里转悠，我发现小
区里有很多废旧的自行车，这些自
行车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零件都
生锈了， 被抛弃在小区的角落里，
洛满了灰。 25年前，北京是世界上
的自行车大城，但是今天，北京却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墓地。我
开始问自己，我能做点什么？ 如何
能让北京的交通变得更加多元化？
答案是，往回退一点。

因此我开始在北京的废旧
集市上收集自行车，并且回收利
用它们， 把它们的零件拆下来，
给它们打磨 ，再重新上漆 ，把它
们变成新的，于是我有了第一辆
不错的成果。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在北京
有很多自行车无法被拯救， 它们
生锈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开始拿
下它们能用的零件。 我开始问自
己，怎样才能用不同的材料，把它
们重新组装成一辆新的自行车？

我想到中国有很多竹子，于
是做了很多研究和准备。 我花了
三个月联系工厂和专家，再网上
找资料、动手尝试，结果太棒了：
我用麻纤维和环氧树脂来粘合
车架，用废弃的自行车零件来补
充，我发现用竹子做的自行车很
轻、能减震，而且还很好看。 几乎
所有人都在问我关于竹子自行
车的事情，我很自豪。

于是我开始不停地做竹子
自行车，但是我需要了解更多关
于竹子这种材料，如何才可以最
大化利用这笔大自然的财富，为
了安全、实用，还有最重要的，就
是可持续。

因此我申请了一笔基金去
台湾，那里有几百年的竹子手工
艺历史，还是世界上竹子的最大
产地。 于是，带着我的竹子自行
车 ，开始了台湾之旅 ，我去那里

学习、去分享。
我和那里的人分享竹子自

行车的故事和做法，他们对我做
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指
引我正确的方向。 当地人介绍我
找到高雄的传统竹子手工艺人，
他给我演示了竹子作为一种材
料有很大的韧性，但同时也能保
持它的力量，我参加了南投的工
作坊，在那里我看到了竹子手工
艺的不同技巧， 如何将它弯曲、
连接，如何让它变得更强。

我还去了竹子文化中心，遇见
了那里的专家，他们仔细地看了我
的竹子自行车， 给了我很多建议：
他们告诉我最适合我的自行车的
竹子类型是什么，告诉我竹子需要
生长到什么时候、需要做怎样的处
理，最有效把它们连接一起的方式
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
鼓励和勇气， 他们让我继续做下

去，甚至还提出要给我资助。 他们
给我资助的竹子至少够让我再做
25辆竹子自行车。

所以我回到北京，带着竹子、
指导、自信还有鼓励。不仅要做最
好的竹子自行车，还要做更多。

我继续做竹子自行车， 但同
时 ，也开始见各种人 ，他们来自
各个国家，但都想做自己的竹子
自行车，因此我们组成了一个团
队———北京竹子自行车工作坊。

我们一起做竹子自行车的
车架设计， 一起设计出原型，我
们制定出自己的装备和工具，让
流程变得更标准化、 更高效，我
们寻找车架所需材料的有效资
源，今天我们只要两天就可以做
出一辆自己的竹子自行车。

现在，我们并不想大规模制

造竹子车，我们想教会人们如何
做自己的竹子自行车架，我们在
胡同里租了一个空间 ， 自己装
修 ， 我们制定了中英文双语教
学，来学习的人只要花一个周末
的时间 ， 就能完成一个竹子车
架，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报名者。
我们想激发人们的对话，只有合
作、共同努力，对话才能发生。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 “以小见
大”，这个成语寓意深远，从小的
可以看出大的，这是我对竹子自
行车工作坊寄予的期望，通过做
一个小小的竹子自行车，参与者
可以加入到一场更大的讨论当
中。 他们在动手学习的过程中，
可以交流交通、 可持续的话题，
以及这一切对于我们生活的社
区的意义。 （据Kick Starter）

� � David， 一个生活在北京 6
年的美国小伙子。 一个月前，
David 使用了时下流行的众筹
模式， 在美国的 Kick� Starter
上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项目，
希望能有人帮他和团队完成
“教人们做 25 辆自行车” 的梦
想，结果用 25 天筹集了 1 万 7
千美元，解决了工作坊装修、购
买各种零件的成本问题。 现在
David刚刚辞职，准备把全部经
历投入到他的自行车工作坊上
来， 希望能把竹子自行车的做
法和理念教给更多的人。

� � David 和伙伴们把北京竹子自行车的故事发在众筹网上， 获得
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