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资助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组织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奖
励为志愿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基证字第 0104 号

2009-02-16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宣传部

北京西长安街 5 号

63097574 互联网地址 http://www.zhiyuanfuwu.com/

甘英烈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806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97,069,690.88

本年度总支出 78,829,221.7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8,161,501.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49,548.00

行政办公支出 118,172.7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80.5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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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84,101.56 0.00 75,984,101.56

75,984,101.56 0.00 75,984,101.56

1,123,598.34 0.00 1,123,5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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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9,174.43 113,166,378.51 流动负债 0.00 5,000,000.00

其中：货币资金 101,079,174.43 113,166,3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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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57 1,993.17 负债合计 0.00 5,000,000.00

净资产合计 101,084,222.00 108,168,371.68

资产总计 101,084,222.00 113,168,371.6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1,084,222.00 113,168,371.6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529,608.58 7,871,139.18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0,554,613.42 100,297,232.5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410,339.78 77,503,031.60 85,913,371.38

其中：捐赠收入 7,993,016.46 67,991,085.10 75,984,101.5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9,511,946.50 9,511,946.50

二、本年费用 78,829,221.70 0.00 78,829,221.70

（一）业务活动成本 78,161,501.00 0.00 78,161,501.00

（二）管理费用 667,720.70 0.00 667,7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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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61,501.00 -78,161,501.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742,619.08 -658,469.40 7,084,1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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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赵金明 蒋希伟

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揭晓

1 月 22 日，康师傅在上海举
办“加你加年味”新春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为贺岁之作《加你加
年味》揭幕，以期唤醒当下年轻
人对年味的记忆和对传统年俗
的关注。 同时，康师傅饮品还公
布了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搜
狐网联手发起的“加你加年味”
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号召公众参
与“加你加年味”行动，帮助留守
儿童度过一个年味满满的新年。

2014 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
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
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 6000 万。

而在繁华都市中，因父母工作繁
忙， 也出现了一些非典型性的
“城市留守儿童”、“洋留守儿
童”。

面对留守儿童普遍存在亲
情缺失、关爱缺位等问题。 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陈晓霞
表示：“本地的留守儿童中有大
部分处于 0~14 周岁， 正处于成
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父母外出打
工后，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人
的角色要求，而占绝对大比例的
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人意处，
这种状况容易导致留守儿童‘亲
情饥渴’。 ”康师傅携手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搜狐网推出“加你
加年味”关爱留守儿童大型公益
活动， 希望在 2015 年春节来临
之际， 帮助他们实现全家团圆、
相聚的新年愿望。

在新春启动仪式现场，除了
邀请来宾为留守儿童书写温暖
年味贺卡之外，康师傅饮品还宣
布将帮助多名留守儿童与父母
团聚、过上有年味的团圆年。 另
外， 企业还为 2015 名留守儿童
精心准备了新年礼包。

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
品牌中心副总经理王德刚就此
表示：“‘年’ 对于每个人而言都

意蕴深远，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时
刻，我们也希望留守儿童们也能
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度过一个其
乐融融的年。 同时，我们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
的公益活动中，加上你，一起为
留守儿童加年味！ ”据了解，康师
傅三万员工将为留守儿童亲笔
书写温暖年味贺卡，用文字传递
关爱与温暖。

早在去年 12 月， 康师傅品
牌就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搜
狐网联合发起了“加你加年味”
留守儿童关爱项目。 活动将覆盖
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为期长

达 3 个月以上。 而此项活动也将
作为康师傅企业重要的公益事
业长期开展，为更大范围、更多
的留守儿童送上祝福。

自 1992 年打开大陆市场以
来，康师傅集团在各项社会公益
事业上的持续投入已超过数亿
元。 从积极响应希望工程的“育
苗行动”到“加你加年味”关爱留
守儿童，康师傅一直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回
馈社会，永续经营”的公益之道，
不断向企业、社会和民众传递正
能量。

（徐辉）

康师傅携手儿基会关爱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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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月 16 日，由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
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及欧莱雅中国共同主办的第
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全国妇联主
席沈跃跃出席并为获奖青年女
科学家颁奖。 全国妇联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出席并
讲话。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中国科协荣
誉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韦钰，中国科协副主
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
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全国
妇联书记处书记焦扬，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
士费维扬，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法国
驻华使馆科技副参赞马拉克，欧
莱雅中国副总裁兰珍珍出席，中
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勤
主持典礼。

宋秀岩在讲话中代表主办
方向获奖青年女科学家表示祝
贺。 她指出，2000 多万女科技工
作者是我国科技大军中一支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欧莱雅中国

副总裁兰珍珍在致辞中说：“欧
莱雅笃信‘世界需要科学，科学
需要女性’，11 年来，欧莱雅中国
携手合作伙伴推广中国青年女
科学家奖，致力于支持推动女性
投身科学。 ”

本届共有 111 个单位推荐
候选人 183 位， 最终获奖的 10
位青年女科学家是：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研究员陈春英、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员于翔、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黄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研究员贾卫华、华南农业大学亚
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廖红、北京
大学工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研究员段慧玲、华北电力大学资

源与环境研究院教授李永平、中
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陈
雪飞、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研究员李英贤、西北大学地质系
教授刘建妮。

在颁奖典礼后举办的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论坛上，10 位获奖
青年女科学家与 100 多名女高
中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
话。 女科学家们围绕“爱上科学
的理由”及“发现科学之美”两个
话题讲述了她们如何走上科研
道路、如何体会科学带来的无限
乐趣。 女科学家们还现场为正处
于求学道路上的女生“答疑解
惑”， 用满满的科学正能量鼓励
她们结缘科学、研习科学，感知
宇宙中独特的科学之美。 （韩笑）

获奖的十位女性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