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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基金会（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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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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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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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2,698.97 144,603,323.56 流动负债 3,551,560.24 475,445.48

其中：货币资金 3,079,625.91 11,370,567.2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3,486.00 53,153.55 负债合计 3,551,560.24 475,445.48

净资产合计 164,874,624.73 244,181,031.63

资产总计 168,426,184.97 244,656,477.1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68,426,184.97 244,656,477.1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53,542,011.90 125,003,539.7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1,332,612.83 119,177,491.9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0,063,521.50 110,240,515.25 120,304,036.75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10,240,515.25 110,240,515.2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060,142.42 38,778,987.43 40,839,129.85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38,778,987.43 38,778,987.43

（二）管理费用 1,740,456.36 0.00 1,740,456.36

（三）筹资费用 319,661.30 0.00 319,661.30

（四）其他费用 24.76 0.00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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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3,379.08 71,461,527.82 79,464,906.90

投资收益 10,018,124.95 0.00 10,018,124.9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12 月 27 日五、监事：徐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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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40,515.25 0.00 110,240,515.25

106,881,655.27 0.00 106,881,655.27

8,966,005.03 0.00 8,966,005.03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64,874,624.73

本年度总支出 40,839,129.8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8,778,987.4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23.52% 综合两年 17.07% 综合三年 14.8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4.01% 综合两年 3.57 % 综合三年 2.87 %

其他支出 421,952.8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41,674.43

行政办公支出 496,515.13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 19 号甲中国科学院大学办公楼 229 房间

邮政编码 100049

基金会名称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支持学科建设 ，教学与科研设施 ；资助教学研究 、科学与技术研究及专著出版 、人才引进 ；资助优秀教师及学生出国交流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奖励
教职工和学生 ，资助贫困学生 ；资助学生活动 ;按照捐赠者意愿 ；支持与国科大教育事业及公益事业 ；承办课题研究 、培训及其他专项活动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董军社

互联网地址 http://www.ucasef.cn 成立时间 2009-11-23

“创意公益官”为环保支招
“前期调研、分类指南、微信

公号、自动回复，这是‘校园垃圾
分类助手’的主要特点。同时引入

‘社团承包制’模式，解决大学生
垃圾分类过程中的‘怎么分、为什
么分、分得如何以及分类动力’问
题。 ”厦门大学 FY团队胸有成竹
的回答引得评委频频点头。

这 是 2018 年 3 月 23 日
2017-2018 年度“垃圾投进趣·全
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 的现场，
随着最终评分的给出，厦门大学
FY 团队在全国 10 支入围队伍
中夺得全国冠军。

近年来，环保话题热度持续
攀高。 作为勇于创新、敢于实践
的社会中坚力量，大学生群体正
通过环保公益行动感染更多社
会公众，以创新、可持续的方式
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效
推动大众从“有环保意识”到“日
常践行环保”。 眼下，一群大学生
在这个名为“垃圾投进趣”的公
益项目中作出了最新探索。

关注社区环境

2014 年起，由箭牌基金会携
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的

“垃圾投进趣”项目，以“垃圾投进
桶、世界大不同”为理念，号召大
学生用行动支持环保， 致力倡导

“包好不乱丢”的文明意识，培育

妥善处理垃圾的负责任公民行
为，营造更绿色更洁净的社区。

3 月 23 日下午， 来自全国
各地的 10 支大学生队伍在北京
参加了 2017-2018 年度“垃圾投
进趣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决
赛。

大赛号召青年学子们关注
学校或周边社区的环境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并在 1 个月的时间
内进行实践， 最终评估项目效
果， 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一展风
采。 这样的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大
赛，给予参赛选手们将方案落地
的时间和资金支持，能够使他们
天马行空的创意接受复杂现实
的考验，从而对环保、对公益有
更深的思考和理解。

大赛评委之一的玛氏中国
传播总监郑丹丹表示：“活动有
两大创新亮点，社区实践和创新
意识。 一是我们鼓励参赛者勇于
在实践中发现社区问题，设计一
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真正自
我修正和思考公益的有效性；二
是通过大学生们的创意实践影
响更多的社区居民。 ”

大赛举办 3 年以来，全国已
吸引了来自 100 多所高校的
4000 多名学生参与，他们用极具
创意的方案合力宣传“包好不乱
丢”文明理念，影响了逾 50 万青
年学子及社区居民。

创意带动参与

在日益进步的社会，单次、单
向的传统公益活动已不能满足社
会公众对公益项目的期望， 通过
创意来公益，从而影响公众参与，
已成为当前公众的有效模式。

“创意能推动一种新的公益
模式，让公众参与进来。 我们的
活动方案都是向公众征集的，盒
子也是跟老师一起设计的，一起
发现和解决问题。 而传统的公益
是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但这样花
再多钱也不一定能带来长期的
效果。 ”有队员表示。

在这个背景下，10 强选手方
案兼具创意和落地可行性。

厦门大学 FY 团队提出高校
学生公寓垃圾分类的“厦大模
式”，引入“社团承包制”的模式，
着力于解决大学生垃圾分类过
程中的“怎么分、为什么分、分得
如何以及分类动力”问题，旨于
提高大学生垃圾分类的情感、认
知、行为以及理论认同，促进垃
圾分类的可持续开展。

中国石油大学再生纸缘团
队关注废弃纸制品的回收再生
产，从大学校园出发，和各高校
校园青年志愿者协会合作，利用
“互联网+回收”的模式，实现线
上交互线下回收。

浙江工业大学环保 CEO 团
队着力于快递垃圾的回收利用，
设计“快递盒存取、填充物回收、
包装胶带统一回收”一体式回收
站，建立“随存随提”的回收模
式，使废弃的快递盒、包装填充
物能够马上进入循环利用。

公益商业结合

1891 年，美国箭牌糖果有限
公司成立，是全球最大的口香糖
生产及销售商。

口香糖给人们带来咀嚼的
快乐外，其残渣胶基不可降解也
带来种种环保问题。 如何满足消
费者享受乐趣的同时将环境影
响降至最低？ 从此，箭牌在中国
开启了环保教育的诸多尝试。

“门槛不能太高，这有助于
参与者更多，创意也会更多。 ”玛
氏中国传播总监郑丹丹说。

2017-2018年度“垃圾投进趣
全国青年公益实践大赛”共计吸引
到 1408支团队报名参赛， 共收集
928份方案。 大赛鼓励学生运用商
业与创意思维亲身参与公益实践，
号召身边更多人承诺做到“包好不
乱丢”， 培育妥善处理垃圾的负责
任公民行为，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共建更洁净的绿色校园和社区。

“希望明年在总决赛的时候
引入投资方，让投资真正落地，提
供平台让大家的点子真正落地，
并具有可持续性。 能走长远的公
益项目一定具有商业价值， 期望
在第五届看到公益与商业的结
合。 ”郑丹丹表示。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