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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52,642,011.42

本年度总支出 56,400,082.6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1,342,100.1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575,072.91

行政办公支出 1,165,097.5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7.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3.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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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9,529.93 0.00 71,389,529.93

44,893,555.18 0.00 44,893,555.18

158,852.58 0.00 158,8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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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80,262.63 82,367,752.27 流动负债 18,015,842.53 16,757,152.62

其中：货币资金 57,240,996.72 82,212,765.2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6,387,197.20 56,387,197.2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83,929,766.52 84,135,254.22 负债合计 18,015,842.53 16,757,152.62

净资产合计 180,678,883.82 207,104,301.07

资产总计 198,694,726.35 223,861,453.6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98,694,726.35 223,861,453.69

无形资产 997,500.00 971,250.00 限定性净资产 148,371,649.88 156,159,448.9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2,307,233.94 50,944,852.1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712,622.37 79,112,877.48 82,825,499.85

其中：捐赠收入 0.00 71,389,529.93 71,389,529.93

政府补助收入 0.00 982,000.00 982,000.00

二、本年费用 56,400,082.60 0.00 56,400,082.60

（一）业务活动成本 53,196,569.96 0.00 53,196,569.96

（二）管理费用 2,289,546.90 0.00 2,289,546.90

（三）筹资费用 26,604.05 0.00 26,604.05

（四）其他费用 887,361.69 0.00 887,361.6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1,325,078.46 -71,325,078.4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8,637,618.23 7,787,799.02 26,425,417.25

投资收益 1,851,098.63 0.00 1,851,098.6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12 月 15 日五、监事：米建国 李养田

1 月 17 日， 由联想集团、友
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办，新教
育基金会协办的“2014-2015 联
想—友成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
创新项目”终审暨颁奖典礼在联
想集团北京研究院顺利举办。 这
是联想首次以公益创投的形式
涉足教育领域，在全国中小学的
在校教师或教研组征集优秀的
教育信息化方案，并给予硬件支
持和指导，借此推动教育信息化
进一步发展。 经过近一年的激烈
角逐， 包括重庆市聚奎中学、广
东省思源学校、 江苏省北郊小
学、广西五一中路学校、广西常
青义教中心在内的五所学校荣
获全国 5 强称号，并将共享价值
100 万的联想互动课堂解决方案

设备。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

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在信息
战盛行的现代社会，教育信息化
的强弱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能
否在世界舞台站得住脚的关键。
教育面临重大挑战， 联想-友成
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创新项目
能够让信息革命更好地进入教
育领域。 虽然今天只有 15 个教
育信息化创新项目获奖，但他们
已经走到了教育的最前端，用最
前沿的方式来交流和推动教育
信息化发展。 ”

联想集团中国区宣传推广
总监郭彤彦表示：“作为一家全
球性的科技企业，联想在企业社
会责任中，特别重视教育和缩小

数字鸿沟这两个方向。 联想致力
于提供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解
决方案来帮助边远地区的孩子
们， 借助科技提高他们的素质，
帮助他们更好成长。 在过去一年
中，我们和友成基金会开展了包
括‘平板课堂’、‘常青大讲堂’、

‘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创新项
目’等系列活动，未来我们希望
更多平台一同推动教育信息化
在乡村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用科
技赋能教育。 ”

本次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
创新项目从 2014 年 2 月持续到
2015年 1月。 与一般的案例征集
活动不同的是， 本次大赛特别引
入了“导师制”，为参赛者提供面
对面的指导。经过方案征集、书面

评审、电话会议初评、实地考察、
书面复评、远程培训、现场答辩等
种种考核方式， 最终来自重庆市
聚奎中学的“普通高中翻转课堂
学习实践”、 广东省思源学校的
“在线研究和信息交流的泉源高
中学习模式”、江苏省北郊小学的
“iMath（爱数学）课程的实施和开
发”、广西五一中路学校“基于数
学化平台的合作数学模式”、广西
常青义教中心学校“信息技术环
境下创建常青义教支教工作的新
模式”五个项目在活动提交的 46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本次活动的全国五强将得
到联想集团提供的价值 100 万
元的联想互动课堂解决方案设
备，以支持他们所在学校的教育

信息化教学实验的探索和研究。
联想公益创投计划是由联想集
团出资创办，为在中国境内的公
益组织提供创业和发展资助的
公益计划。 自 2007 年启动以来，
该计划以“让爱心更有力量”为
宗旨，相继投入近千万元，帮助
和扶持了 60 多家公益组织和项
目实现公益目标，已经成为中国
具有标志性的公益品牌。 今年的
联想“公益创投”聚焦教育领域，
希望通过发现和征集优秀的信
息化教学创新方案，激励和帮助
中小学校与教师在教育、 教学、
教研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积
极创新，从而改变传统的教学方
式与学习方式，推动中国教育信
息化事业的发展。 （周海山）

联想—友成公益创投教育信息化创新项目收官

用科技赋能教育 推动教育信息化

记者是时代的先锋，是社会
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肩负着
促进社会文明、弘扬社会正气的
重大使命。 2014 年刚刚过去，为
表彰过去一年来在弘扬社会正
能量、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记者， 即日
起，《公益时报》 联合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发起第二届“年度
公益记者”评选活动，并借此向
过去一年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
广大新闻工作者致敬。

此次“年度公益记者”评选
活动，由《公益时报》携手全国 50
家主流媒体及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项目组共同发起。 本报长
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弘扬社会正
能量，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社会舆
论，唤醒公益意识，推动中国公
益事业发展。 所有参评记者，将
由媒体推荐产生。 被推荐的记者
须热衷公益，长期关注社会好人
好事并经常采访和报道社会上

的正能量相关新闻。
“天天正能量”将采用网友投

票及专家评选的方式，在所有被推
荐的记者中评选出 10名“年度最
佳公益记者”及 40名“年度优秀公
益记者”，颁发证书并予以奖励。评
选结束后，“天天正能量” 还将邀
请所有获奖公益记者共聚一堂。
同时召开“公益记者研讨会”，针
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媒体公益与履
行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天天正能量” 是阿里巴巴

公益发起的一个以弘扬正能量、
唤醒真善美为宗旨的大型公益
活动。 该活动自发起至今，已进
行了 76 期正能量案例评奖及
180 多次特别策划奖励， 累计发
放奖金 1000 多万元， 奖励人数
已超过千人，在社会和网络上引
发广泛关注。 阿里公益“天天正
能量”负责人在谈及发起“公益
记者” 评选活动的初衷时表示：
“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实践者、
传播者和推动者，广大公益记者

长期以来身体力行， 无私奉献，
为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为这
个社会带来正能量。 他们理应得
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敬意。 ”

此次活动，是阿里公益‘天
天正能量’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发
起的第二届“公益记者”评选。 即
日起，广大读者及网友可关注新
浪官方微博 @ 天天正能量，点击
公益记者评选活动链接，即可为
本届参评的公益记者点赞投票，
1 月 21 日截止。 （张木兰）

把正能量的声音传递到每个人的心坎上
———《公益时报》联合阿里公益发起第二届“年度公益记者”评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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