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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上述贵办事处的财务报表已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
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办事处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的业务活动成果和
现金流量。

� � 本基金会代表机构（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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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文名称 李嘉诚基金会有限公司

基金会外文名称 LI KA SHING FOUNDATION LIMITED

基金会注册地 香港

基金会注册机关 香港公司注册处

基金会成立时间 1980-08-06

基金会驻在地 香港皇后大道中 2 号长江集团中心 70 楼

代表机构名称 李嘉诚基金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捐资开展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困难群体救助、救灾扶贫等公益项目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设立时间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中一办公楼十五层 5、6室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11 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080-9

2007-11-14 负责人姓名 王秀英

100738 联系电话 85186888

李嘉诚基金会 网 址 http://www.lksf.org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含总部直接拨合作单位的资金） 600,770,948.59
本年度总支出（含总部直接拨合作单位的资金） 601,603,320.9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94,835,671.2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65,716.89
行政办公支出 2,725,306.49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9.0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96%

一、基金会基本信息

二、代表机构基本信息

三、公益活动情况
1．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公益项目情况

四、财务审计报告

五、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民政部
2016 年 7 月 9 日

李嘉诚基金会于 1980 年由李嘉诚先生创立，其核心策略为：一、推动改变；二、能力提升；三、建立同慈能量；四、启迪社会创
进。李先生视基金会为他的“第三个儿子”，投入其三分之一的资产。今天，项目捐款已逾 200亿港元，横越全球 27个国家及地区，
其中 87%用于支持大中华地区项目。 有关基金会的详细资料，请参阅：http://www.lksf.org。

1.汕头大学及长江商学院 (承诺捐资 80 亿港元 (至 2018)) (一)汕头大学 2015 年，学校“化学与材料学”、“感染性疾
病研究与防治”和“绿色海洋产业技术学科群”3 项目获批广东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并首次进入 2015 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列 601-800位。 还入榜“2016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列第 160位。 医学院开启“5+3”本硕一体化培养模式，
为广东省唯一并在全国 64所高校之一。 列“2015中国大学 CNS论文排行榜”全国第 13位，广东第 1位。 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6.36%，居广东省一本高校第二位。学生创业项目成为“中国-以色列联合研发基金”合作案例。学生获第五届“香港科技大学百万
富翁创业大赛”冠军，获“中国创翼”（2015）青年创业创新大赛全国二等奖。 合作办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获教育部批准筹建。
(二）长江商学院 2015年，学院共 478名学生毕业，高层管理教育课程培训千余人次；教授共 42 名，首位驻校导师著名经济学家
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与学子交流；设立 14 个各有侧重的学术研究中心，案例中心累计开发商业研究案例近 400 篇，
出版首本学院案例汇编；获 EQUIS认证；与哈佛肯尼迪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瑞士 IMD商学院连手推出的双学位 EMBA 项
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合作进入第 6年，中国商业 EMBA-韩国领袖课程在首尔启动。

2.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 (捐资逾 5 亿元人民币) 2015年，237位一线出诊人员，服务约 1.6 万位晚期癌症病人，累计服
务病人总数约 15.9万人，在服务宁养义工约 2,241人，累计义工约 1.7万人。 推动“纾缓医学”教学和学科建设。 承办第 11届中国
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社工分会场。 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青少年生命教育基地”，以及国内
16所高校、所在地宁养院共同合作开展“宁养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

3.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第三期) (捐资 1 亿港元) 实施假肢服务项目计划 7 万例假肢装配，脑瘫项目计划为 1,500 名患
儿及其家长提供引导式教育康复服务，关心邻居项目计划分别在黑龙江和湖北各支持 100个助残服务项目。

4.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手术康复计划(捐资逾 5600 万元人民币) 至 2015 年，在西部 12 省市区及河南省设立承办医院
70家，资助逾 31,386例患儿免费手术。

5.全国医疗扶贫行动 (捐资 3300 万元人民币) 至 2015 年底，组织医疗服务队 1,497 次，发动义工 5.72 万人次，为 63.5
万人次贫困患者赠医送药超过 1,000万元；通过全国 31个扶贫基地和 141个扶贫点，开创医德教育新模式；推进广东省医学生公
益种子培育计划，培训并支持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计 38,469人次。

6.展璞计划—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暨村女“两委”和民政基层干部能力建设 (捐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与民政部合作，通过
高校集中培训及远程教育平台使用, 提升 4000 名女村官能力及 500 名基层民政人员服务水平；通过资助 800 名村“两委”女干
部获 5000元种子金服务村民，探寻村庄发展和服务弱势群体的方程式。

7.大爱之行———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项目 (捐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与民政部合作，通过资助 110 个专业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贫困人群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同时辅以社工人才培训，带动国内社工专业服务能力及管理能力的提升，并
推动政策研究倡导及社会工作服务基准建设，促进内地社工行业持续发展。 2015 年，已有逾 23 万贫困人群直接受益，覆盖全国
29个省区市。

8.集思公益幸福广东—支持妇女计划 (捐资 1200 万元人民币) 与广东省政府合作，通过广东省内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
的共同参与，集结科技、公益和社会力量，推行社区服务，促进妇女发展，积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 2015 年完成项目资助工
作。 最终资助 206个项目，直接服务超 60万妇女儿童，超 250万人受惠。

9.全国远程医疗研讨会 (捐资约 700 万人民币) 与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汕大医学院、英国牛津大学承办的第十九届全
国远程医疗教育研讨会于 2015年 11月 17日在汕大举行，全程实况通过互联网进行直播，并在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进行同步转
播，主题是“疫情暴发的准备与应对”，来自汕大医学院系统近 300名教学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参加，促进国内外学术交
流，提高我国医疗教育水平，特别是推动基层和贫困地区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生培训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0.四川芦山地震灾后重建项目 (捐资 3000 万元港币) 与民政部合作，支持雅安市雨城区 1213 户居民灾后房屋重建，
提供减灾防灾宣传教育、公共教育及心理辅导等服务，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惠及约 2.5万名居民。

11.云南鲁甸地震灾后重建项目 (捐资 3000 万元人民币) 与云南省政府合作，支持 1400 户居民于鲁甸县开展灾后房屋
重建，并依托当地社会组织，为有需要群体提供专业社工服务，惠及约 3万名居民。

� �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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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即日起，第五届（2016）“寻找
首都最美社工” 活动开始报名
啦！

寻找首都最美社工活动以
首都社会工作者为参与对象，通
过深入寻访、发掘、评选和表彰，
宣传首都社工先进事迹，进一步
促进公众对社工工作的了解、对
社工群体的认同、对社会工作的
关注。

第五届（2016）“寻找首都最
美社工”活动由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指导，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
作委员会主办，《公益时报》 社、
北京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承办，北
京各区社会工委及部分市级枢
纽型社会组织协办。

活动设立“最美社工”、“优
秀社工”、“最美社工团队”、“优
秀组织奖”和“优秀宣传片奖”五
个奖项；参选范围涵盖社区工作
者、 公益性社会组织从业者、商
务楼宇工作站和专业社工机构
中的社会工作者等全市各个社
会工作者群体；采取各区、社会
组织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
公众评选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 确保评选活动客观公正，
并通过网络、电台等多种方式实
时发布活动进展情况，及时与公
众互动和反馈。

“最美社工”、“优秀社工”评
选范围为：在北京市社会工作岗
位工作 3 年以上，在社区、专业

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等相关
系统提供社会服务的人员。

要求坚持社会工作职业价
值理念，具备较为丰富的社会工
作专业知识和较强实务能力，能
熟练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协助服
务对象解决问题； 热心社会工
作，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成绩显著
表现突出，对社会工作有较大贡
献，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积极宣
传社会工作理念，主动参加各项
社会活动， 以自身行为感召社
会，带动更多志愿者关注和参与
社会工作事业，对推动社会工作
专业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评
选对象须来自基层或具备两年

以上的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有兢
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感人至深的
工作事迹，昂扬向上、敬业进取
的精神面貌；具有专业社工技能
和素质，对于拥有初、中级社工
师职业资格或相关领域专业资
格证书的人选优先推荐。

“最美社工团队” 评选范围
为：北京市基层社区党委、社区
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专业社会
工作机构， 商务楼宇工作站，社
会组织。

要求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专
业化、职业化水平高，团队成员
半数以上具备助理社工师、中级
社工师职业水平证书。 服务案例
和服务项目得到社会赞誉和认

可。 工作实绩突出，密切联系群
众，在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有
较大影响，服务案例和服务项目
得到社会赞誉和认可。 有一定的
荣誉基础，近年来受到过上级表
彰奖励。

主办方将采用公众评选和
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
选。 评选结果揭晓后，将及时通
过网络、报刊等向社会公布评选
结果， 并在 2017 年最美社工颁
奖典礼晚会上为获奖个人和单
位颁奖。

如果你是首都社会工作者，
或者身边有优秀的社会工作者，
就快来报名吧！

（益文）

第五届“寻找首都最美社工”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