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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国际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24 号

1981-09-08 业务主管单位 商务部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富国街 2 号院南楼 4 层

63344576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teafund.cn

王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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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34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4,776,158.29

本年度总支出 2,323,078.8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094,512.0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21,060.69

行政办公支出 107,506.0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4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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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795.02 0.00 1,774,795.02

1,156,000.00 0.00 1,156,000.00

26,000.00 0.00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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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7,775.17 9,578,988.51 流动负债 314,149.11 364,023.00

其中：货币资金 22,669,437.17 8,260,270.5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15,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62,532.23 32,179.27 负债合计 314,149.11 364,023.00

净资产合计 24,776,158.29 24,247,144.78

资产总计 25,090,307.40 24,611,167.7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5,090,307.40 24,611,1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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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158.29 24,247,144.7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794,065.31 0.00 1,794,065.31

其中：捐赠收入 1,774,795.02 0.00 1,774,795.02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323,078.82 0.00 2,323,078.8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094,512.07 0.00 2,094,512.07

（二）管理费用 228,566.75 0.00 228,5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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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13.51 0.00 -529,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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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范永强

� � 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美
国社交网站“脸书”创始人马
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丽西
拉·陈在给新生女儿的信中宣
布，他们将把其家庭持有“脸
书” 公司股份的 99%捐出，用
于慈善事业。

依现阶段股票价格估算，
作为上市企业，“脸书”市场价
值大约 3000 亿美元； 作为这
家社交网站的联合创始人，扎
克伯格所持股份市值大约
450 亿美元。

在信中， 扎克伯格写道：
“对于你给我们未来带来的希
望，我和你妈妈尚不知如何形
容。 你的新生活前途无量，愿
你今后喜乐、健康，充分将其
探索。你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去
重新思考这个我们希望你到
来的世界。 如同所有父母，我
们愿你成长在一个更好的世
界，比我们今天的还要好。 尽
管新闻焦点总集中在这世间
的种种问题，但从很多方面来
看世界正在进步。为了你们这

一代的世界更加美好，我们这
代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
天，你妈妈和我承诺尽我们人
生微薄之力，帮助应对这些挑
战。 ”

扎克伯格夫妇决定新设
一家机构，名为“陈-扎克伯
格计划”，组织形式是有限责
任制企业， 由扎克伯格夫妇
共同掌控， 以管理他们所持
“脸书” 股份变现所获资金。
变现股份，投入慈善和公益，
按照扎克伯格的说法， 将贯
穿他和妻子的“余生”。 至于
资金使用方向，扎克伯格说：

“最初将着重于个性化学习、
疾病治疗、 人际沟通和社区
创建。 ”

消息已经宣布， 便引起
各界强烈关注。 股神拜伦·巴
菲特就在“脸书”上写道，这
一善举将改变数百万人的生
活，“我代表未来一代谢谢他
们”。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社
交网络中同样被刷屏。点赞与

祝福之声不绝，还有很多人关
注具体怎么捐以及钱怎么花
等问题，也有人开始关注并讨
论我国富人对财产的处理与
使用情况。

同时也有人质疑扎克伯
格捐赠其家庭持有的 99%的
股份， 有转移财产避税之嫌。
在美国进行捐赠行为与个人
的纳税情况是有关联的。美国
法律明确了三种捐赠形式可
以在税前进行扣除，股权捐赠
自然也成为一种可以免税的
方式。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扎
克伯格的捐股举动呢？他的举
动又会给国内的慈善事业带
来怎样的影响呢？《公益时报》
联合问卷网、新浪公益、凤凰
公益推出益调查：扎克伯格得
爱女承诺捐 99%股份 ,你怎么
看？

调查从 12 月 4 日 9 时
发起， 截至 12 月 7 日 9 时，
共有 2432 名网友参与。 结果
显示， 大多数网友对扎克伯

格的捐股举动持正面看法，
认为这一举动体现了其担当
与责任。

与此相对应的是，网友对
国内富人阶层投身慈善的整
体状况不太看好。 72%的网友
觉得还远远不够，只有 16%的
网友觉得和国民的平均捐赠
水平差不多，而觉得高于国民
的平均捐赠水平的网友仅有
12%。

从对“你觉得怎样才能
促 进 国 内 捐 赠 水 平 的 提
高？ ”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
看出，网友并没有将捐赠水
平不高的原因归之于个人。
66%的网友认为需要制定完
善的捐赠政策 ，使捐赠者无
后顾之忧。 25%的网友认为
需要推动公益组织发展 ，实
施更多的专业公益项目。 与
此同时，绝大多数网友不再
看 好宣 传 舆 论的 作 用 ，仅
5%的网友认为通过舆论引
导鼓励捐赠是促进国内捐
赠水平提高的有效手段。

■ 本报记者 王勇

超七成网友认为国内富人阶层
投身慈善的整体状况不佳

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 9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