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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教育研讨会在京召开
探索推动农村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模式

2017 年 8 月 2 日至 3 日，北
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立德未来基金会”）与中
国教育学会联合举办以“创新促
进农村教育发展”为主题的乡村
教育研讨会，旨在聚集推动中国
教育发展的各相关方共同探讨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教育均衡
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
长刘利民，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中组部原副部
长刘泽彭，国务院参事、国家汉
办原主任许琳，中国教育学会常
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原副司长杨念鲁，农村教
育领域研究专家邬志辉教授、秦
玉友教授，以及美丽中国支教项
目（以下简称“美丽中国”）合作
区县教育部门主管领导和部分
校长等 100 多位嘉宾出席了本
次研讨会。 与会嘉宾在研讨会上
分享了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现状、
农村小规模学校管理、公益教育
机构开展的创新模式探索等经
验与看法，表达了对农村教育未
来发展之路的期许。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
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在致
辞中提到，国家在推动农村教育
发展方面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2016 年我国义务教育
普及率达到 99.9%， 这在中国教
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

是，中国基础教育仍面临着东西
部教育发展差距大、城乡教育发
展不均衡、教师队伍建设任务紧
迫等问题。 优质教师资源的稀缺
是农村基础教育长期面临的挑
战，美丽中国项目以创新性模式
持续为农村地区输送优质师资
队伍，成为推动国家教育改革的
重要补充力量，为农村教育均衡
发展提供助力。

“推动中国农村教育均衡发
展，需要整合社会各界教育领域
相关资源，形成合力。 作为专业
的公益教育机构， 美丽中国以

‘两年轮换制’ 的创新模式长期
致力于支持乡村教育，项目所属
的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
会也将坚持创新，不断摸索解决
农村教育问题、 培养青年领导
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教育
发展模式，为推动中国农村教育
均衡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让更
多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孩
子获得同等优质教育的机会。 ”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刘泽彭表示。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
副司长杨念鲁在发言中谈道：
“2016 年我了解到美丽中国这个
项目，被这群年轻人为实现教育
公平所作的努力所打动。 他们心
怀教育理想，有着一个共同的信
念：让所有的中国孩子，无论出

身如何，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
育。 中国教育学会已经和美丽中
国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将从教
育专业性的角度，对美丽中国进
行长期支持，让我们的志愿者老
师们能够教好书，在教育专业性
上得到长足的发展。 ”

本次研讨会上，还有来自地
区教育局部门领导和校长们分
享了美丽中国项目带给乡村教
学工作的改变。 广西百色市教育
局副局长梁富文谈道，美丽中国
高度切合国家精准扶贫、扶贫先
扶智、 治穷先治愚的方针政策，
2016 年向百色地区输送 28 位项
目老师。 他们引入创新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方法，显著提升了当地
教育教学水平，完善了校园文化

建设， 开拓了学生们的眼界；同
时， 在艰苦条件下的教学磨练，
也让项目老师们更真切的了解
中国最基层教育发展现状，在解
决各种困难的过程中实现自我
成长。

美丽中国为当地学校带来
的不仅是优秀的教师， 更有对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的思考。
云南省腾冲市界头镇中心校校
长熊国朝在主题分享中提到，美
丽中国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在孩
子身上，当地教师也在逐渐尝试
美丽中国的创新性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
质能力的培养。 这样的持续合
作，必将对当地教育发展带来积
极的推动。

为更有针对性地改善边远
地区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为学
生提供优质教育，本次研讨会还
聚集了科学教育评测机构来共
同探讨。 第三方专业教育评测机
构北京译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介绍了如何借助现代教育测量
与互联网数字科技为美丽中国
南涧二中初中 7 年级师生进行
的综合评测，其中包括对教师专
业素质的评估分析，对学生在师
生关系、学习动机、学业负担、学
业成绩等方面的特点评测。 这种
教育评价体系的引入也是推动
农村教育发展的创新尝试，体现
了基于教育大数据的教育评价
如何更科学地为教学管理给予
指导。 （高文兴）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以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及行业推动为主要公益方向，并兼顾救灾帮困等公益慈善领域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老牛基金会 老牛基金会 531500006673153930

2004 年 12 月 业务主管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敕勒川大街东方君座 F 座 22 层

0471-3250166 互联网地址 www.lnfund.org

雷永胜 原始基金数额 2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邮政编码 01001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973,726,657.29

本年度总支出 174,471,037.1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67,943,512.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300,819.41

行政办公支出 5,226,705.18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5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74%

� � 本会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指导下， 积极规范地开展各项
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截至 2016年底，本会累积与156家机构与组织开展了198个公益慈善项目，遍布中国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尼泊尔、非洲等部分地区，公益支出达11.4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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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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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990,450.91 815,644,425.42 流动负债 332,164.89 107,023.52

其中：货币资金 1,410,949,551.57 806,468,966.3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06,000,000.00 686,939,249.62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133,645.16 42,292,455.57 负债合计 332,164.89 107,023.52

信托受益权 50,934,726.11 50,934,726.11 净资产合计 1,973,726,657.29 1,595,703,833.2

资产总计 1,974,058,822.18 1,595,810,856.7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974,058,822.18 1,595,810,8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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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726,657.29 1,595,703,833.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9,755,744.77 0.00 49,755,744.77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43,174,589.16 0.00 43,174,589.16

二、本年费用 174,471,037.19 0.00 174,471,037.1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67,943,512.60 0.00 167,943,512.60

（二）管理费用 6,527,524.59 0.00 6,527,5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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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15,292.42 0.00 -124,715,292.42

投资收益 6,581,155.61 0.00 6,581,155.6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六、年检结论：合格。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2017 年 8 月 3 日五、监事：杨育红

老牛基金会 2016年度信息公布报告书

� �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
长刘利民致辞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泽彭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