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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登记证号 1037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接受捐赠、维护权益、管理使用、国际合作、信息交流、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2006 年 3 月 16 日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法定代表人 熊晓梅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住　　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巷 11 号 邮政编码 110819

联系电话 024-83683080 网址 www.chl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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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13,126,017.38 1,100,000.00 14,226,017.38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2,700,250.44 1,100,000.00 13,800,250.4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24,373.55 0.00 524,373.55

2. 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44,685,607.56

本年度总支出 9,094,029.9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009,224.8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39,841.0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0.16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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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5,607.56 50,895,706.94 流动负债 35,190.00 150,000.00

其中：货币资金 44,685,607.56 50,815,706.94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35,190.00 150,00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44,690,417.56 50,745,706.94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44,690,417.56 50,745,706.94

资产总计 44,725,607.56 50,895,706.9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4,725,607.56 50,895,706.94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7,270,000.62 7,879,318.72 15,149,319.34

其中：捐赠收入 7,025,938.66 7,200,078.72 14,226,017.3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9,094,029.96 0.00 9,094,029.96

（一）业务活动成本 9,009,224.89 0.00 9,009,224.89

（二）管理费用 39,841.07 0.00 39,841.07

（三）筹资费用 4,964.00 0.00 4,964.00

（四）其他费用 40,000.00 0.00 40,00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824,029.34 -1,824,029.3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0.00 6,055,289.38 6,055,289.38

四、审计机构

审计机构：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

监事：王德虎  王 剑  延进军

六、年检结论

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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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登记证号 1060

业务范围 开展助学、助老、助残等社会救助活动，扶贫帮困、灾害救助等社会公益事业

成立时间 2009 年 3 月 12 日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法定代表人 李汝革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住　　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8 号国网外联部 邮政编码 100031

联系电话 网址 www.csr.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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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16,570,000.00 0.00 16,570,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6,570,000.00 0.00 16,57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2. 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47,468,518.70

本年度总支出 18,823,081.9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8,37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32,377.2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2.46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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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8,518.70 5,918,016.78 流动负债 0.00 47,959.25

其中：货币资金 27,468,518.70 5,918,016.78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20,000,000.00 146,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47,959.2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7,920,912.30 28,012,447.9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19,547,606.40 123,857,609.60

净资产合计 147,468,518.70 151,870,057.53

资产总计 147,468,518.70 151,918,016.7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47,468,518.70 151,918,016.7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4,980,607.15 18,461,535.63 23,442,142.78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6,570,000.00 16,57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4,726,221.70 1,891,535.63 6,617,757.33

二、本年费用 19,040,603.95 0.00 19,040,603.95

（一）业务活动成本 18,587,522.02 0.00 18,587,522.02

（二）管理费用 132,377.26 0.00 132,377.26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320,704.67 0.00 320,704.67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8,370,000.00 -18,370,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310,003.20 91,535.63 4,401,538.83

四、审计机构

审计机构：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五、监事

监事：万志军  辛绪武

六、年检结论

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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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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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怀柔区紧紧围绕养老服务让老年人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目标，积极构建“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从实处抓

起，从细节落地，怀柔养老服务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

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统筹协调，搭建老龄工作格局

老龄工作机构组织建设全面加强。为适应人口老

龄化新形势下推进养老服务工作新任务的需要，充分发

挥区老龄委议事协调职能，区政府重新修订成员单位职

责，建立由主管副区长任主任，区民政局局长和区卫生计

生委主任任老龄委常务副主任，区财政局、区人保局、区

老干部局局长任副主任的工作机制；新增区住建委、国土

分局等 22 家单位为区老龄委成员单位，成员单位增至 42

个。同时，将区老龄办由正科级单位升格为副处级单位，

调整增加老龄办工作职能。

养老服务工作顶层设计不断加强。经区政府常务

会议多次研究，审议通过《怀柔区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怀柔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

分解台账，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任务、工作标准和完成期限。

将养老工作纳入区“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发布《怀

柔区“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自 2015 年起，将

养老服务工作纳入区政府绩效考评项目，每年结合实际修

改完善养老服务工作考评细则，有针对性地对各部门、镇

乡、街道落实养老服务工作任务情况进行考核。

紧盯居家，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初具规模

在区级层面，重点建设区域养老资源整合、养老信息

综合平台、养老行业监管指导、养老服务示范引导四大职

能为一体的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采取“政府主导 + 专业运营”的方式，由政府无偿提供场

地，建成后由专业养老服务企业运营。在乡镇、街道层面，

今年共计投入资金 860 万元，支持建设 5 家养老照料中

心，全区养老照料中心总数已达到 9 家。今年投入资金

180 万元，支持养老照料中心开展了 27 项辐射居家养老

服务项目，切实满足区域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在社区、

村层面，2016 年底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通过《怀柔区城乡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规划（2017 年 -2020 年）》，今年将

建设首批 25 个养老服务驿站，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今年以来，该区为 2.9 万名 65 岁 -79 周岁老年人换

发养老助残卡；上半年为 8600 余名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发

放养老补贴、高龄津贴、医疗补助共计 754.21 余万元；投

入资金 281 万元，为 605 户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进行无

障碍设施改造、配备康复辅助器具；为 371 户独居老人家

庭安装了紧急医疗救援呼叫器和烟感报警器；为 1558 名

高龄、失智老人配备防走失手环；投入资金 42 万元，为 1.4

万名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上半年

20 名老人共获得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 7.3 万元。

出台《北京市怀柔区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社会福

利机构补助实施细则》，对入住社会福利机构的城乡特困

人员、低保低收入家庭的失能和高龄老人、残疾人等困境

家庭服务对象，在市级补助的基础上给予区级配套补助，

每月补助金额达 800 元 -2200 元。目前，已有 14 名老人

享受入住补贴政策。

今年，该区委托第三方机构完成 2894 名经济困难的

失能和高龄老人能力评估，全面掌握老年人家庭结构、收

入状况、生活自理状况等基本信息，为下一步制定失能老

人护理补贴政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加强引导，养老服务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相继将专业养老服务组织引入怀柔养老服务市场，

提供日间照料、助洁助浴等服务。通过引入爱侬养老服务

公司，启动农村养老驿站建设运营工作。

实行电子化审批登记服务，引导申请服务机构通过

网络注册登记为养老服务商，为从事养老服务的市场主体提供便利的市场准

入服务，推动行业发展。截至目前，已发展 952 家北京通养老（助残）服务单

位，涵盖购物、用餐等多个领域。

通过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无偿为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提供办公场所，为

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发展搭建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壮

大。近几年，该区相继培育出区老年协会、敬老志愿者协会、天馨社工事务所

等为老服务社会组织。今年，投入资金 217 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两个

街道和怀柔镇 3500 户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安装“一键通”呼叫器，依托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配送、紧急救助等服务。

对 20 多名养老机构、养老照料中心的管理人员进行专题培训，着力提升

养老机构、养老照料中心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举办养老护理员培训班，采

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机构养老护理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目前，

已有 70 名取得护理员资格证书，持证上岗率达 90%。 

让梦想在蓝天下飞翔
——重庆福彩 2017 年公益助学活动综述

汪会琴  李小多  彭冬梅

今 年，重 庆 市 福 彩 中 心 重 点 开 展 了

四项“福彩助学”系列活动，包括福彩助

学·爱心圆梦、福彩有爱·授人以渔、福彩

助学·爱心直通车和公益福彩·幸福校园。

福彩助学·爱心圆梦

为帮助更多贫困孩子圆大学梦， 重庆

福彩今年启用 120 万元公益金，联合部分

区县民政局合作开展“福彩助学·爱心圆

梦——资助城乡低保等特殊困难家庭优秀

大学新生活动”，帮助 300 名特困家庭的大

学新生圆梦大学。

今年，重庆福彩坚持“倾斜贫困、突出

重点”的原则，在过去 11 年连续开展福彩

助学公益活动的基础上，重点在綦江区、城

口县、巫山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共 4

个区县为 300 名特困家庭大学新生每人发

放 4000 元资助金。今年在重庆福彩的统

一组织下，通过联合各区县民政局精心组

织实施，按照统一的资助对象及标准，通过

广泛宣传发动，自愿申报，集中评审，信息

公示，资助金集中发放等流程，目前资助金

已发放到位。

8 月 15 日，重庆“福彩助学 · 爱心圆梦”

慈善助学捐赠活动首站走进巫山。经过组

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评审，100 名自愿申请

的大学生，最终每人获赠 5000 元慈善助学

金。活动现场，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还

为巫峡敬老院资助建设资金 20 万元。

8 月 23 日，城口县“助力精准脱贫·福

彩助学圆梦”活动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特

困家庭大学新生资助金发放仪式举行，93

名贫困大学新生获得资助。本次资助活动

由城口县民政局联合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开展，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新生进

行资助。据了解，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已经连续 10 余年支持城口县开展“福

彩助学·爱心圆梦”活动。先后出资 300

余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000 余名，自 2010

年以来，还采取援建城口中学图书馆、捐赠

环卫工人工作服等公益活动，对城口县进

行福彩公益金资助。 

福彩有爱·授人以渔

4 月 21 日，2017 年 “福彩有爱·授人

以渔” 公益助匠活动沟通协调会召开。活

动组委会从 32 所申报院校中精心挑选出，

包括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旅游职

业学院、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等在内的 10 所院校，对贫

困学生进行资助。“公益助匠”专项助学

金为 200 万元，千名“未来工匠”获得每人

2000 元的助学金。

2017 年 是“福 彩 有 爱· 授 人 以 渔”

公益助匠活动开展的第三年。2015 年和

2016 年，活动共筹集了 300 万元福彩公益

金，为重庆市 16 个区县、20 所高中职院校

的 2000 名优秀贫困生送去了温暖。2017

年，重庆福彩再度筹集了 200 万元资助金，

通过‘助人自助’和‘扶智扶贫’的方式，

传递爱心、传承工匠精神。

5 月 16 日，助匠活动走进秀山职教中

心，该校的 100 名优秀贫困学生每人获得

了 2000 元的资助金。6 月 13 日，助匠活

动走进重庆知行卫生学校，该校 100 名优

秀贫困学子每人获得了 2000 元的福彩专

项资助金。6 月 15 日，助匠活动走进重庆

旅游职业学院，向该校的 100 名优秀贫困

学子送去了每人 2000 元的专项公益金。6

月 30 日，助匠活动走进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为该校 100 名优秀贫困学生发放了

每人 2000 元的资助金。

福彩助学·爱心直通车

6 月 12 日，“2017 福彩助学·爱心直

通车”——重庆福彩资助特困家庭在校大

学生“2 小时公益”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活

动启动仪式在重庆福彩大厦举行。成功

“应聘”的 98 名在校贫困大学生正式“上

岗”。他们按照就近原则，分别进入南岸、

渝北、九龙坡等地的中福在线销售厅勤工

俭学，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取生活费。

此项活动联合在渝高校及重庆市慈

善总会、重庆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专业

机构，针对在渝全日制高校的特困家庭在

校大学生进行资助，帮助特困家庭的在校

大学生走向社会，利用无课日、节假日，到

公益岗位上进行“2 小时公益”社会实践

勤工俭学志愿服务。此项活动今年资助

在校大学生 200 余名，按照每人每小时 30

元、每月不超过 1000 元的标准进行资助，

使用专项公益金 170 万元。               

“福彩助学·爱心直通车”——“2 小

时公益”倡导“自助”的公益理念，在帮助大

学生在校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中福在

线销售厅作为实习基地，为重庆市贫困家庭

大学生提供长效实习机会，让他们通过勤工

俭学磨炼意志，锻炼自己。自 2011 年起，已

经为在渝高校的特困家庭的在校大学生提

供了 4631 人次的勤工俭学社会实践机会，

累计发放资助金达 398.53 万元。

公益福彩·幸福校园

今年，重庆福彩举办“公益福彩·幸

福校园”系列活动，重点针对贫困区县的山

区、库区（中）小学校和国家鼓励发展的高

（中）职院校，进行爱心书屋（爱心图书馆）、

爱心操场、爱心道路、爱心食堂、留守儿童

关爱中心（留守儿童关爱之家、留守儿童亲

情聊天室）等长效使用的设施设备建设。

6 月 21 日，重 庆 福 彩 资 助“公 益 福

彩·幸福校园”项目启动暨执行备忘录签

字仪式在重庆市福彩中心举行。重庆市福

彩中心将投入专项公益金 135 万元资助 7

所学校。自 2006 年起，重庆市福彩中心已

连续开展福彩助学活动 11 年，活动已发展

成为“市民期待、媒体关注、政府支持”的

公益品牌项目。  

8 月 10 日，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4 块“硅 PU 篮球场”竣工验收。该项目由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公益福彩·幸

福校园”工程项目资助 20 万元，在改善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为广大学子提

供了更好的锻炼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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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山东省乳山市民政部门结合自身实

际，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扎实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助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使未成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健全孤残儿童保障机制。自 2009 年实行孤儿保障制

度以来，该市不断提高孤儿保障水平，由每人每月 600 元提

高到 720 元。目前，全市共保障孤儿 30 名，年发放保障资金

近 30 万元。2011 年 5 月，该市启动爱心助孤“六个一”工程，

即为每一名孤儿确定一名社会妈妈、一名心理辅导老师、一

位家庭医生、一所就业指导机构、制定一套成才发展支持计

划、为成年孤儿提供一套住所。此外，市民政局还每年定期

召开“情暖孤儿”座谈会，了解孤儿生活、学习情况，并向他

们发放慰问金及慰问品。2015 年，该市通过整合现有资源，

在市老年人养护中心内设立了孤残、弃婴救助站。救助站

内设医务室、医疗康复室等，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现有工

作人员 4 人，给予孤残儿童、流浪乞讨等特殊群体更多的社

会尊严、更好的生活保障、更高的幸福指数。目前，救助站

共安置弃婴 2 人，“三无”人员 6 人。

建立困境儿童保障制度。该市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

活保障制度，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为困境儿童发放基本

生活费。困境儿童保障对象是指在出生、发育和成长中遇

到特殊困难境遇或失去父母照顾的未满 18 周岁的儿童。

主要包括父母同时具有重残、重病、服刑、被强制戒毒或被

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等任一情形的事实上无人抚养

儿童；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有上款情形之一的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经济困难

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儿童；经诊断身体重残、患有大病或罕

见病需长期治疗的贫困家庭儿童。目前，全市共保障困境

儿童 64 名，年发放保障金近 40 多万元。

开展留守儿童普查工作。自 2016 年起，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留守儿童信息采集工作。在工作中，实行“一把手

责任制”，全市各镇（街道）严格按照省级视频会议规定的对

象、内容、步骤和要求，逐村逐户把留守儿童情况摸清楚，做

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实行留守儿童动态监测报告制度。通

过对全市摸底上报的留守儿童认真筛选，将符合条件的 112

名儿童信息全部采集录入山东省民政厅“金民工程”管理系

统，为后续采取针对性帮扶打下了坚实基础。（黄 涛  李昌胜） 

淄博市临淄区：“党建+公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孙 宁

7 月 26 日，山东省淄博市临

淄区首届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创投

大赛决赛落下帷幕，北大医疗鲁中

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主任苏永涛

发起的“抚平你的创伤”项目获奖。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门诊

坐诊，一位中年妇女流着眼泪对

我说‘大夫您能不能到家里给我

母亲看看，她得了褥疮，家里只有

我一个人，我抬不到医院来’。我

利用午休时间到她家看了看，老

人盖着三床被子，后背大面积压

疮，恶臭难忍。看到这一幕，我的

心很痛。”苏永涛便以科室力量成

立创面修复中心志愿者服务队，

利用闲暇时间，到失能老人家中

义诊，后来服务对象逐渐扩展到

车祸残疾人等各类卧床患者，社

会影响力逐渐扩大。

“以前我们做这件事属于个

人行为，后在民政部门引导下，注

册成立了公益组织，成了‘正规

军’。”谈到团队的发展，苏永涛感

慨颇深。

据临淄区民政局局长王云明

介绍，2017 年，临淄区经民政部门

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发展到 450

家。然而，从总体来看，全区社会

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跑阶段，面

临缺人才、缺扶持、缺指导、缺经

验、缺交流、缺创新的“六缺”困

境，基于此，临淄区先后建成辛店

街道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稷下文

化创客中心、雪宫社会创新发展

中心、淄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

心，对社会组织开展孵化服务，提

升其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孵化基地让我们公益组织

有 了‘家’，以 前 只 靠 自 己 太 难

了。”临淄义工协会会长陈宝明回

顾自己的公益之路满是辛酸。义

工协会成立之初，基本靠陈宝明

投钱贴补活动，每年 5 万元，前后

投了 5 年。“临淄义工有 3000 多

名义工提供志愿服务，但成员有

时 间 参 与，没 时 间 就 不 参 与，并

不固定。”2016 年 7 月，辛店街道

发布公告，招募社会公益组织入

驻孵化基地，通过购买服务、公益

招投标形式，向公益组织购买服

务，陈宝明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

书 ,“我们专门成立了固定的社工

组，有 了 政 府 订 单 后，社 工 的 薪

水、志愿者的交通餐食补贴，都有

一定的保证，更能保证公益服务

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孵化”能让公益走得更远，

创投则是在锤炼社会组织服务能

力，扩大影响力，让社会组织在公

益之路上跑得更快。王云明介绍，

公益创投重在“创”，政府只规定

了服务的领域和对象，社会组织

通过市场调研发现需求，设计的公

益创投项目更接地气，能更好地

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在此次

大赛中，临淄区共征集到公益创投

项目 36 个，涉及社区党建、扶贫助

困、助老帮残、社区公益服务等领

域。大赛设立奖金约 62 万元，其

中，区财政列支 32 万元，区“两新”

组织党建经费中列支 30 万元。

“党建牵手公益，在孵化社会

组织的同时，同期孵化党组织，一

体培育，引领正确的发展方向。”

临淄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伟

说。临淄区为每一个社会组织都

配备一名党建联系指导员，对其

党建工作进行协助管理和动态指

导，实现“社会组织发展到哪里，

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党的工作

和 党 组 织 活 动 就 开 展 到 哪 里”。

创投大赛规定社会组织必须先成

立党支部才可以参赛，从大赛启

动以来，全区新成立社会组织党

组织 9 家，以项目带动社会组织

党组织建设同步发展、同步成熟。

目前，临淄区社会组织已单

独建立党组织 98 个，通过联合组

建方式建立党组织 39 个，党组织

覆盖面提升到 89.3%。该区为社

会组织选派 126 名党建工作指导

员，党的工作覆盖面达 100%。

任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