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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 专项资助 信息交流 业务培训 评选表彰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 基证字第 ００７０ 号

1982-10-23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3 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1805 室

64463707 64463708 互联网地址 www.caaccm.org.cn/jjh/

庞崇娅 原始基金数额 88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13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943,641.71

本年度总支出 684,249.4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65,953.6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8,295.7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0.5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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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0.00 500,000.00

500,000.00 0.00 50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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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941.43 3,948,875.91 流动负债 7,757.94 35,753.89

其中：货币资金 3,935,941.43 2,348,875.9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7,000,000.00 8,316,666.67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4,907.38 7,592.26 负债合计 7,757.94 35,753.89

净资产合计 11,543,090.87 12,237,380.95

资产总计 11,550,848.81 12,273,134.8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1,550,848.81 12,273,134.8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281,080.6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543,090.87 11,956,300.3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78,539.48 500,000.00 1,378,539.48

其中：捐赠收入 0.00 500,000.00 5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84,249.40 0.00 684,249.40

（一）业务活动成本 665,953.64 0.00 665,953.64

（二）管理费用 18,295.76 0.00 18,2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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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919.40 -218,919.4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13,209.48 281,080.60 694,290.08

投资收益 871,231.21 0.00 871,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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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孙之鹏

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 我国
企业和个人捐赠展现了巨大的潜力，
与此同时， 对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尤其
是基金会， 募集资金更是摆在组织面
前每一天的重要任务。在 2015 年 4 月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公
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修订版）》（征求意见稿）中，“劝募员”
被列为新增职业业务办理人员， 这也
预示着公益筹款这项事务正走向职业
化和专业化。

2015 年 7 月 28 日至 29 日， 由数
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公益筹
款人大会在京召开， 对筹款人职业发
展、筹款模式、筹款伦理以及商业经验
如何助力公益筹款等议题进行分享并
展开深度探讨。

本届筹款人大会主要分为“道”
“理”“术”“德”等主题，分别对应筹款
行业发展、 筹款理论、 筹款模式与实

践、筹款伦理等模块。旨在揭示公益筹
款行业变革的趋势， 并为处于这一时
代转型交叉点的公益组织提供能够适
应现代筹款市场特点的视野、 行动指
引与专业技能。

为期两天的筹款人大会内容多
元，从筹资战略定位开始，到介绍各类
已实践过的公众筹资方式， 从筹款核
心价值、筹款数据分析到筹款技巧、资
助成效等经验。 从传统到现在筹款的
变化，充分体现在筹款人职业化，筹款
理念和方法的转变。

会上，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
长刘文奎等人一致认为， 中国公益
筹款的“巨变”时代已经开始，主要
体现为基金会数量的快速增长，募
捐权限的日益开放， 以及自然人捐
款数量的激增，而未来的发展趋势，

就是公益筹款走向“专业化、职业化
和市场化”，需要一大批兼具公益情
怀、 市场意识和商业手段的公益筹
款人。

首届筹款人大会开启筹款职业化

关键词：筹款职业化

� � 2015 年 7 月 18 日晚， 一篇题为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被万科慈
善豪车队殴打始末》 的文章刷屏微信
朋友圈。当事人唐林撰文自述称，其驾
车前往西藏进行公益慈善活动的旅途
中，险些被“万科慈善豪车队”逼下悬
崖，此后又被车队多人殴打。一起交通
事故，因为众多“标签”持续发酵。

尽管是“冲突”还是“围殴”尚在争
论，尽管质疑唐林炒作的声音仍然存在，
尽管万科连发声明向唐林无条件道歉，
但抛开这些具体细节， 已经披露的事实
足以令人深思：为何一趟慈善之行，演变
成开斗气车的危险之旅？ 为何两队爱心
人马，不是彼此扶持而是怒目相向？

毫无疑问， 这一事件之所以广为

关注，很大程度与“慈善”二字有关。 这
些年来，从陈光标的高调慈善，到成龙
的裸捐风波，“慈善” 一词变得流行而
又敏感。一方面，它似乎更多地成了成
功人士的“专利”，以至于在上述事件
中，有人嘲讽“开个破皮卡，还去西藏
做慈善”；另一方面，慈善似乎成为一
个独立选项， 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割裂

开来，似乎只有捐款捐物才是慈善，似
乎只有在特定时空才有慈善。 慈善和
日常生活成了“两张皮”，甚至慈善与
不善之举“并行不悖”，不仅对比强烈，
也让人心生感慨。 事件双方最终取得
和解，但可以看出，国内新富人群看待
公益慈善仍以捐赠金额“论英雄”，公
益慈善的正确认知还有待普及。

志愿者援藏遭“慈善豪车队”殴打

专家点评
公益筹款人大会的召开，是中国

公益从行政主导走向市场主导的风
向标。 筹款和项目、机构发展息息相
关。 可以说，没有筹款就没有项目，没
有项目就没有公益，也就意味着没有
机构发展。 但目前公益筹款人是最短
缺的一种人才， 怎样学会卖项目、学
会营销，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要做职业筹款人 、 专业筹
款机构。 但我们不能为了筹款而筹
款，要符合机构发展目标，要敢于拒
绝不合适的资助。 我们也要给公益
行业留下筹款专业化、 职业化和市
场化的探索时间与机会，允许探索、
允许试错。 如何突破传统观念对我
们的束缚、破除旧的东西，值得所有
人共同努力和不断思考。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徐永光）

徐永光在中国公益筹款人大会上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