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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学术交流 宣传普及 国际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公募基证字第 0020 号

1994-07-05 业务主管单位 文化部

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一号北京音乐厅

66085384 互联网地址 www.csdf.org

郭珊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367,003.98

本年度总支出 2,012,405.6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81,212.1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803,163.13

行政办公支出 62,170.4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30.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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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400.00 0.00 738,400.00

738,400.00 0.00 738,400.00

123,000.00 0.00 1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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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8,896.64 3,956,221.36 流动负债 3,889.99 6,867.83
其中：货币资金 5,237,896.64 3,945,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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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3.91 84,510.94 负债合计 3,889.99 6,867.83

净资产合计 5,243,450.56 4,033,864.47
资产总计 5,247,340.55 4,040,732.3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247,340.55 4,040,7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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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3,450.56 4,033,864.4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02,819.60 0.00 802,819.60

其中：捐赠收入 738,400.00 0.00 738,4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012,405.69 0.00 2,012,405.6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783,698.57 0.00 1,783,698.57

（二）管理费用 228,707.12 0.00 228,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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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586.09 0.00 -1,209,5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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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7 月 9 日五、监事：迟俭

卢志强为什么要捐给复旦 7个亿？
2015 年度全国大额捐赠不

算多，卢志强向上海复旦大学捐
赠 7 亿人民币，是非常引人注目
的一笔。 卢志强在 2015 年福布
斯富豪榜的中国富豪中排名 17，
此前在慈善领域捐赠亦不少，但
一贯行事低调。

7 亿元捐赠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复
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泛海
公益基金会签约， 复旦大学校
董、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卢志强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
向复旦大学整体捐赠 7 亿元人
民币。 其中 2 亿分 5 年支付，另
外 5 亿按工程进度支付。

捐赠 5 亿元的“复旦泛海中
心”项目，包括支持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筹)、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社
科交叉研究中心以及若干其他
教学科研机构的发展。另外 5000
万设立的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
院发展基金，也是用来支持该学
院的筹建和发展。 据报道，该学
院最快 2016 年秋建成， 将开设
金融 MBA、EMBA 等项目并会
招收本科生。 (复旦大学曾与中国
太平洋保险集团合办复旦大学
太平洋金融学院，现已停办。 )

此前,2015 年 5 月 27 日，在
复旦大学成立 110 周年，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 30 周年之
际，泛海控股集团曾向复旦大学

捐款 1.5 亿人民币， 部分用于经
济学院新大楼和高级金融学院
的建设。 (这笔捐款包含在后来的
7 亿之中)。

为什么是复旦？

2015 年 12 月 11 日晚间，泛
海控股公告称，其间接全资子公
司拟联合另外 4 家公司，共同投
资设立亚太互联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12 月 27 日， 卢志
强、傅军、史玉柱等在离开宁夏
前敲定：将亚太互联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设立在银
川市。 保险是泛海控股金融布局
的一块重要拼图，事实上，泛海
控股的金融业务现已涵盖证券、
信托、期货、保险、基金等领域。

泛海控股自 2014 年初开始
转型，初步建立地产+金融+战略
投资的综合性业务布局。 2015 年
卢志强回归后提出的“以金融为
主体、以产业为基础、以互联网
为平台的产融一体化的国际化
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是战略
转型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的再
次升级。

所以，卢志强捐赠 7 个亿支
持母校复旦建设经济学院、金融
学院，也顺理成章，这是泛海控
股金融领域布局的一步棋。 更不
用说泛海控股的董事中还有复
旦校友和教授。

泛海公益基金会在此次捐
赠中，可能只是过路神仙，经一
下手。 通过泛海公益基金会的

2014 年年度报告可以看出，当年
捐赠的 10 个项目方向比较复
杂，包括与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等机构联合实施的边远贫困地
区扶持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抗震救灾、国际交流、大学生
创业等，还资助了一家《中国朝
鲜族少年报》。 基金会专职人员
只有 4 个，项目多以资助为主。

校友捐赠意义何在？

5 月 27 日，泛海控股向复旦
大学捐款的 1.5 亿， 已经是复旦
当时收到的最大额度的单笔捐
款，年底增加到 7 亿更创下了复
旦大学校友累计捐赠金额的纪
录，着实给复旦大学增光。

校友捐赠是欧美世界一流
大学的重要工作，是评价世界一
流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 瑞深中
国校友会网每年公布的《中国大
学评价研究报告》， 也将校友捐
赠列入评价指标。 在该报告统计
的 1990—2015 中国大学校友捐
赠排行榜中，复旦在第 24 位，注
意，是仅校友，不是所有社会捐
赠。 在 2016 年的这个榜单中，因
为卢志强的 7 亿捐赠，复旦一跃
上升至第 4 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吸纳社
会力量共同办学”。 对于大学来
讲，办学经费渠道多元化、向社
会募集办学资金，也应该是未来
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教育部 2015

年 8 月印发的《中国教育监测与
评价统计指标体系》中，“社会捐
赠经费及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
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被列入
其中。

2015 年 8 月，70 多所部属院
校公布了 2014 年度决算情况，
榜上前五的清华大学、 浙江大
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
旦大学的最大收入来源是事业
收入， 其次是财政拨款收入，最
后是其他收入。 在其他收入中，
清华大学的捐赠收入最高，为
3.96 亿元， 但放在 123.6 亿元的
年度收入里， 只是很小的部分。
复旦虽在前五 ， 但年度收入
45.75 亿与前边上海交大的 80.66
亿差了近一倍。

大学可以用捐款做什么?由
于捐赠不是来自纳税人的财政
资金，学校可以拿这笔钱做平时

做不了的许多事情，比如为在校
学生提供高额的、多种类的奖学
金和助学金、好的住宿及运动条
件等等。 另外，巨额的捐赠还能
让一所大学的社会声誉和排名
得到提升。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教授罗志敏认为，随着我国经济
步入新常态及相应的财政收入
增长下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
入将难以保持前些年那样的高
增长，高校会更缺钱、永远需要
更多的钱， 将是今后办学一种
“新常态”。 作为大学，就要从现
在开始，把获取社会捐赠作为一
项长期的、 战略性的工作来抓，
否则，“必将把院校置入一个未
来的经济风险之中。 这种风险意
味着这所学校已难有能力再维
持有质量和竞争力的教师、学生
和项目。 ”

捐赠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