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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圆圆：明星公益需善用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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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国际合作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0021

1997-04-14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7 号北科大厦 5 层 508 室

68485952 互联网地址 www.cbcgdf.org

胡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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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9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823369.97

本年度总支出 6070451.8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512104.9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23235.36

行政办公支出 260262.9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95.2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96%

� � 本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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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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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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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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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7441.17 0.00 11767441.17

11767441.17 0.00 11767441.17

1357241.17 0.00 1357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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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08334.14 20995875.20 流动负债 1960.00 -6775.36

其中：货币资金 22798296.64 16717514.1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9328183.16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30106.60 217767.24 负债合计 1960.00 -6775.36

净资产合计 25601480.74 33113600.96

资产总计 25603440.74 33106825.6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5603440.74 33106825.60

无形资产 2565000.00 2565000.00 限定性净资产 15627762.28 23628409.9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973718.46 9485191.0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79133.67 12903438.40 13582572.07

其中：捐赠收入 64002.77 11703438.40 11767441.17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200000.00 1200000.00

二、本年费用 1295376.33 4775075.52 6070451.85

（一）业务活动成本 915197.61 4775075.52 5690273.13

（二）管理费用 377754.02 0.00 377754.02

（三）筹资费用 1323.70 0.00 1323.70

（四）其他费用 1101.00 0.00 1101.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902790.78 -4902790.78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88527.40 8000647.62 7512120.22

投资收益 3703.71 0.00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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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1 月 5 日五、监事：吕有珍,田小平,孙小梅,刘子琪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很多公益项目都会邀请明
星参与，但大多数明星是作为形
象大使、代言人，并不会深入参
与。 那为什么还要邀请他们呢？

2017 年 2 月 28 日， 头条寻
人全国志愿者联盟成立，作为明
星志愿者代表，高圆圆在会后就
明星在公益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互联网公益、新媒体、明星以做

公益的形式复出等话题接受了
《公益时报》的专访。

公益传播永无止境

让目标人群了解项目，无疑
是公益项目发展的必须条件。 然
而， 即使是一些看起来特别大、
特别有影响力的项目也并没有
做到———很多时候，我们产生的
是“众所周知”的错觉。

高圆圆：有时你可能觉得影
响力已经很大了，但它可能还是
有限的。 这个东西可能是永远没
有尽头的一件事情。

我一个朋友的妈妈有老年
痴呆症 。 他自己是高级知识分
子， 也是智能手机用户人群，但
是他却不知道有头条寻人这样
的一个渠道，而他妈妈这样也是
很多年了。

这让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
人不知道这件事，应该传达给更
多的人知道。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
道如何避免问题发生，遇到问题
知道如何去解决。

明星公益影响力巨大

高圆圆：有时候一些小事却

可以上新闻，然后也会收到很多
的评论。 当今的环境下，大家对
一个演员的期待是多方位的、非
常细节的。

但是同时可能也让我有了
所谓的影响力吧。 如果我传达出
来的是公益的事情，那看到的人
群基数一定是比较大的。 如果能
够把这个用好，我也会觉得做演
员、做所谓的明星这份工作还是
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自媒体适合公益传播

在自媒体时代，明星有了更
多的发声渠道。 在微博上有着
4000 多万粉丝的高圆圆是怎么
看待自媒体的呢？

高圆圆：我对自媒体的感受
这些年有些变化。 因为非常个人
化的情绪流露，其实我觉得不适
合在那个环境下传播，你会发现
有时候随便一个东西就会变成
新闻性的东西、被冠以标题性的
东西，和你最开始的初衷有一些
距离，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有
一点点躲避的心理吧。

但是当遇到公益的事情的
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用好自媒体。
我相信很多人是有乐于助人的

心理的 ， 但是你要给他提供方
法， 你要告诉他有什么途径，所
以我对自媒体还是会好好利用。
我始终觉得如果能够更大程度
地扩大公益项目的影响力，这样
的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

先核实，再传播

对于互联网公益，高圆圆认
为这是让“1+1>2”的事情，但也
存在真假难辨的问题，会先核实
再传播。

高圆圆 ：优点来说 ，传播途
径会更大， 传播速度会更快，范
围会更广。 但是缺点是，确实里
面真假难辨。

我自己在朋友圈里面也常
常看到有小孩丢了，但是有人会
说那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不存
在，电话打过去根本打不通。

这个真的是利用人善的一
面去做不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
可能也是真的被里面的文字、照
片所打动，那一刻你走向了一个
更情绪化的状态，这个也在所难
免吧。

怎么去辨别， 其实很简单 ，
如果上面留有电话 ， 可以打过
去，有一个初步的核实。 比如说

我自己也会先核实再传播。
从这种形式的出现 ，到慢慢

接受和利用好这个形式，肯定是
有一个过程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
可能都相对成熟多了。

以结果论公益

明星参与公益也常常会引
起炒作的质疑，尤其是一些明星
以参与公益的方式复出。 对此高
圆圆表示：“我觉得从结果上来
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够了。 ”

高圆圆：我自己过去还有点
纠结，当别人问到我明星做公益
是不是作秀 、炒作的时候 ，还有
点尴尬，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
种情绪了。 因为就我自己来说 ，
可能更认清我自己的目的了，而
同时整个大环境对这个事的接
受程度也更高了。

所谓的复出是不是利用了
公益 ， 要真的是去探究一个答
案，我觉得意义真的不大。 我觉
得从结果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就
够了。 谁也不能阻止别人去揣测
动机 ，但是作为公益本身 ，探究
一个所谓的究竟我觉得其实没
有什么特别积极的意义，反而不
如就是去看结果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