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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和美团圆：让留守儿童和父母在城市团聚

� � 本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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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天合公益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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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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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5,112.09 33,286,750.36 流动负债 670,000.00 -4,243.59

其中：货币资金 25,112.09 165,634.5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20,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71,719.00 0.00 负债合计 670,000.00 -4,243.59

净资产合计 54,136,831.09 53,290,993.95

资产总计 54,806,831.09 53,286,750.3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4,806,831.09 53,286,7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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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6,831.09 53,290,993.9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056,881.41 0.00 4,056,881.41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902,718.55 0.00 4,902,718.55

（一）业务活动成本 4,564,992.00 0.00 4,564,992.00

（二）管理费用 323,421.79 0.00 323,421.7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4,304.76 0.00 14,30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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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837.14 0.00 -845,837.14

投资收益 1,466,380.25 0.00 1,466,380.2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东审鼎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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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4,136,831.09

本年度总支出 4,902,718.5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564,992.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01,313.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
合近三年比例） 8.43% 综合两年 8.22% 综合三年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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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综合两年 4.33% 综合三年 2.95%

行政办公支出 122,108.79

其他支出 0.00

住 所

联系电话

海淀区学院南路 12 号，京师科技大厦 A 座 519

01068080892 邮政编码 100082

基金会名称 天合公益基金会 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学术交流 理念传播 国际合作 教育培训 展览展示 咨询服务

原始基金数额 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章新胜

互联网地址 www.ecofoundationglobal.org 成立时间 2012-04-17

单位：人民币（元）

“下雨了，晚上要洗头发了。 ”
“可以让妈妈帮你洗。 ”
“我自己洗。 ”
“你自己会洗？ ”
“我自己会洗，就是洗得不

太干净，有泡沫。 ”
“这回可以让妈妈帮你洗了。 ”
这段对话里说自己会洗头

的孩子，是来自广西河池福龙乡
三年级的蓝蓝同学，她的父母在
广州等地工作，平时和爷爷奶奶
住在一起。

像蓝蓝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全
国有 697万。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他们在生活上往往比其他孩子更
加独立， 但这种独立是以孤独为
代价的，让人忍不住心里一疼。

“我们在实施留守儿童项目
的时候发现，孩子们和父母平时
的联系比较少，他们最大的愿望
是让爸妈多陪他们一下。 ”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的焦晓伟表示。

对于分隔多地的留守儿童
和他们的父母来说，要实现这一
点并不容易———即使是过年这
一团聚的日子，有些家长也没法
回家。

为了让留守儿童可以与父
母团聚，美团酒店、美团门票、美
团公益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共同发起“和美团圆爱不留守”
活动。

2 月 15 日至 18 日， 来自山
东、广西和江西农村的留守儿童
被接到父母工作的上海和广州，

和家人“住在一起，玩在一起”，
一起认识城市，一起体验有趣而
丰富的游学项目。

链接资源
让孩子与父母共聚

“妈妈，快看，那是熊猫，真
的比书上的照片还可爱。 ”

“爸爸，快看，那只海牛浮上
来了！ ”

2月 15日， 在广州长隆野生
动物世界、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都响起了孩子们兴奋的喊叫声。

2 月 16 日，在广州的孩子们
和父母一起乘坐广州观光巴士
游览了广州市区；在上海的孩子
们则和父母一起同游了复旦等
大学校园。

据美团酒店的吴抒朋介绍，
这其中很多项目都是相关企业
免费提供的，孩子们和父母住的
酒店也是酒店方提供的公益价。

“作为生活服务平台，我们有
很多酒店、景点的资源，我们就去
和他们谈，他们都很积极，有些原
本没有安排的， 知道活动以后也
一定要加入。 ”吴抒朋表示。

实际上， 目前很多企业在履
行社会责任方面都会愿意做一些
事情， 但这些资源很难对接到需
求方， 也不可能单个开放给某个
留守儿童家庭， 需要更多像美团
这样的企业作为枢纽主动去履行
社会责任，将资源链接起来。

开发课程
让孩子理解父母认识城市

除了“住在一起， 玩在一
起”， 美团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还为活动专门设计了《我和公共
设施》的课程。

在广州，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自己乘坐地铁和公交学习使用
交通设施；在白云山公园边徒步边
寻找公共设施；在城市规划馆了解
广州的变迁与城市规划……

在上海，孩子们参观了外滩
建筑群、上海博物馆、金属玩具
博物馆，金桥公园了解了公共场
所对公共设施的基本需求……

在实地参观的同时上，老师
们还为孩子们上了城市历史和
公共设施课。

在此基础上，孩子们还分组
为自己的家乡设计了公共设施。
有的孩子设计了可以自动驾驶
的救护车，“这样就可以自动给
生病的爷爷奶奶看病送药了。 ”
有的孩子为家乡设计了有着大
草坪的公园……

他们喜欢城市，但也爱自己
的家乡，在这里，他们认识了城
市，理解了父母，实现了和解。

“我们设计这样的课程，正
是希望让孩子们了解城市的功
能，学习使用公共产品，帮助孩
子建立责任担当———公共产品
使服务公众的，没有公共情怀就

没有好的公共产品。 ”课程设计
者徐鹏表示。

发起筹款
长期关注留守儿童身心健康

2 月 19 日，在老师和项目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孩子们结束了
在城市的行程，返回家乡，迎接
新的学期的到来。

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但对留
守儿童的关爱并没有结束。

此前，1 月 27 日， 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在美团公益上专门发
起了“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募捐
项目。 活动上线 3 天，共有超过
22 万美团爱心网友献出爱心，累
计筹集善款超过 50 万。

这些善款将用于在留守儿
童集中的学校， 援建未来教室、

校医室， 通过硬件项目为抓手，
开展线上与线下的素质、 健康、
应急救护等，同时依据实际需求
组织免费体检、 志愿者助教活
动，利用假期时间组织父母打工
城市的游学活动等。

美团酒店还按照 1：3 的比
例进行配捐，以支持留守儿童与
父母团聚。

美团公益相关负责人表示，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美团公益将与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一道，推进项目
后续落实执行，并及时向捐赠人
进行项目反馈。 此外，美团公益
也将继续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
发挥公益平台作用，让更多社会
力量通过美团平台参与到公益
慈善事业，推动社会问题的有效
解决，让生活更美好。 （王勇）

孩子们和父母一起游览广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