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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志愿服务 关爱老年健康 国际合作与交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 组代管 100000-913476

2014-07-11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南路 10 号悠然尚东四合院甲院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

57983910 互联网地址

李舒燃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16

中脉道和公益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11,386,311.7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001,151.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3,103.1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2%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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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049.00 0.00 2,186,049.00

2,186,049.00 0.00 2,186,049.00

2,186,049.00 0.00 2,186,0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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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4,807,027.73 流动负债 0.00 3,598,948.8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4,523,8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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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8,948.80

净资产合计 0.00 41,213,637.07

资产总计 0.00 44,812,585.8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44,812,585.87

无形资产 0.00 5,5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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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41,213,637.0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399,948.79 200,000.00 2,599,948.79

其中：捐赠收入 1,986,049.00 200,000.00 2,186,049.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1,186,311.72 200,000.00 11,386,311.72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801,151.53 200,000.00 11,001,151.53

（二）管理费用 23,103.19 0.00 23,103.19

（三）筹资费用 362,057.00 0.00 362,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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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362.93 0.00 -8,786,362.93

投资收益 311,253.25 0.00 311,253.2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林瑞

9 月 25 日，苏宁云商和国务
院扶贫办在北京签署全国农村
电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在 104 个贫困县实施“电商
扶贫双百示范行动”、 电商扶贫
O2O 展销专区、“10·17 扶贫购
物节”、 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四
个方面展开合作。 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
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苏宁
云商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出席签
约仪式。 据初步统计，该协议签
署后，将惠及全国 104 个贫困区
县，1 万余个贫困村，234 多万农
村贫困家庭，761 万贫困人口。

开启“O2O双线扶贫新模式”

为积极响应国务院动员社
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工作号
召，苏宁与国务院扶贫办达成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通过互联网+
扶贫模式，助力贫困地区“精准
扶贫”，以“农户+企业+基地+电
商”探索 O2O 双线扶贫模式。 目

的是把贫困地区绿色的、优质特
色农副产品卖到城里去，卖个好
价钱，卖出品牌，也让城里人享
用到放心的、健康的食品，实现
双赢。

苏宁和国务院扶贫办将共
同推动“电商扶贫双百示范行
动”， 未来三年将在 100 个适合
发展农村电商的贫困县建设 100
家店， 并相应在苏宁易购上线
100 家“地方特色馆”。

苏宁将利用线下 1600 家门
店的优势，在部分门店建设电商
扶贫 O2O 体验展示专区， 集中
展示扶贫地区优质特色农副产
品与旅游等资源。 目前计划在北
京联想桥云店中开设专区，展示
104 个贫困县的优质特色农副产
品。

国务院扶贫办还将联合苏
宁打造“10·17 扶贫购物节”，呼
吁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公益。

此外，苏宁计划协助 104 个
贫困县政府加强电子商务实用
性培训，培育更多农村电商人才

队伍，预计 3 年培训累计
不低于 10000 人次。

将零售 CPU 能力
运用到电商扶贫中

苏宁云商副董事长
孙为民表示，脱贫致富是
扶贫工作终极的目标，不
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环节，
通过零售 CPU 能力的
输出，打通“造血扶贫”全
流程， 让扶贫工作规模
化、系统化、产业化，真正
凸显造血效果。 此次战略合作要
因地制宜，实现动态的产业化扶
贫。

今年来， 苏宁已经在江苏、
云南、湖南等多个省份试水造血

“造血扶贫”， 将零售 CPU 能力
运用到扶贫项目中。 为帮助当地
更好地推进农产品电商化进程，
苏宁免除当地商户在苏宁易购
上的第一年平台使用费以及平
台技术服务年费，并将在电商运

营方面给予扶植， 真正实现生
产、销售、物流、推广等全流程的
产业化扶贫。

苏宁众筹将帮助当地打造
农产品众筹活动，苏宁物流分享
物流资源，帮助当地降低运输成
本， 提高当地农民收益比例；根
据当地电商运营实际需求，苏宁
金融还提供供应链融资及小额
贷款等金融服务，帮助培育当地
农产品电商发展力量。

苏宁集团在 25 年的发展历
程中，一直积极参与扶贫开发事
业，去年还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授予社会扶贫先进集体。
未来三年，苏宁将在国务院扶贫
办的指导下，将企业资源和业务
能力进一步投入“电商扶贫双百
示范行动”中，“量身定制”扶贫
方案，助力精准扶贫事业的整体
提升， 以精准扶贫推进全面小
康。 （韩笑）

� � 日前，ELP21 罕见病结节性
硬化症善款移交仪式，在北京协
和医学院基础学院老科研楼 8
楼西教室圆满完成。

本次仪式主要有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
学研究所张宏冰教授，北京协和
医院呼吸科徐凯峰教授，蝴蝶结

罕见病关爱中心主任刘金柱，
ELP21 团队 ，TSC 病友家庭代
表， 及爱心捐赠者代表共同出
席。 在本次仪式中，回顾了大家
的爱心传递，嘉宾进行详细的分
享与解说。 同时，公布善款如何
使用和监管，活动最后给爱心捐
赠代表发感谢函及进行善款交

接仪式。
ELP21 团队在短短的十几天

时间里，为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
化症罕见病关爱中心所支持服
务的结节性硬化症特困家庭，筹
集善款 346332.07 元， 与蝴蝶结
罕见病关爱中心共同努力，得到
广大网友和 TSC 病友的积极参

与， 并在腾讯公益上得到配捐，
共计 702151.70 元。 开始配捐的
第一天，9 月 7 日零晨，TSC 病友
群从来没有试过深夜还能如此
的热闹，大家都在紧张地转发项
目筹款信息， 或自己爱心捐款，
时时刻刻看着筹款的进度。 最后
蝴蝶结罕见病关爱中心在 ELP21

团队的全力支持，社会各届爱心
人士、TSC 家人共同的努力下取
得了好的成绩。 交接仪式已结束
了，可爱心并未停止，继续关注
结节性硬化症，希望在结节性硬
化症对抗疾病的路上有社会各
界人士的陪伴。

（张慧婧）

结节性硬化症善款交接仪式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