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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教育   ）基金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2013 ）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

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手签，不接受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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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登记证号 1037 
组 

织机构代码 
50002004-0 

宗旨 

弘扬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先生爱国爱校、捐资兴学的精神，动员海内外各团体和个

人捐资支持东北大学的发展建设，为把东北大学早日建成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做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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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成立时间 2006 年 03 月 16 日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基金会住所（能够

接收信件的通讯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3巷 11号 

秘书长 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姓名及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李鹤 024-83682080 13804030034 张博雯 024-83683080 13591664570 

电子邮箱地址 jjh@mail.neu.edu.cn 传真 024-23906593 

工作联系 QQ 号码 349187079 网址 www.chlef.org 

理事长 孙家学 邮政编码 110819 

理事数 17 监事数 
3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6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

的人数 

0 

负责人中

担任过省

部级及以

上领导职

务的人数 

 

 

0 

 

分支机构数 0 代表机构数 0 

专项基金数 43 
专职工作 

人员数 
3 

志愿者数 3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102500020040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 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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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1、本基金会于（2013）年（4）月（26）日召开（二）届（一）次理事会议 

会议地点：东北大学汉卿会堂 308 会议室 

会议议题：1、理事会换届； 

2、听取并审议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3、听取并审议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06-2012 年财务报告； 

4、听取并审议《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度工作计划》； 

6、听取并审议《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度收支预算案》； 

7、听取并审议《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章程》修正案； 

出席理事名单：孙家学、丁烈云、 杨  明、芦延华、李  鹤 

丁立新、王  辉、 王国仁、刘恒义、巩恩普、 

李洪军、张  皓、 周  崑、徐  峰、涂赣峰  

 

未出席理事名单：刘载望、吕松涛 

出席监事名单：王  剑、延进军、王德虎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 

1、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并通过《2006-2012 年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财务报告》； 

3、选举并确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4、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监事、副秘书长名单； 

5、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度工作计划》； 

6、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案》； 

7、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章程》修正案； 

 

备注： 

副秘书长王晓英、范文博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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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基金会于（2013）年（11）月（26）日召开（二）届（二）次理事会议 

会议地点：东北大学汉卿会堂 308 会议室 

会议议题：1、听取并审议 2013 年度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工作报告 

2、听取并审议 2013 年度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财务报告 

3、审议 2013 年度校级非定向基金使用计划报告 

4、审议 2013 年度配比奖励计划 

5、审议 2014 年度工作计划 

6、审议并通过副秘书长变更 

出席理事名单：孙家学、丁烈云、丁立新、王  辉 、涂赣峰 

刘恒义、巩恩普、李  鹤、杨  明 、芦延华、 

徐  峰、张  皓 

 

未出席理事名单：刘载望 、吕松涛 、王国仁 、李洪军 、周  崑 

 

出席监事名单：王 剑、延进军、王德虎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 

1、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并通过《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4 年度工作计划》； 

3、审议并通过《校级定向及非定向基金的使用方案》； 

4、通过副秘书长变更提案，副秘书长范文博变更为曲桂贤（东北大学计划财经处副处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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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在登记管理机关备

案时间（最近一届） 

本 年 度 出

席 理 事 会

会议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

会领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领取报酬事由 

1 孙家学 男 1955-12-20 理事长 2011-05-25 2 0.00 无 

2 丁烈云 男 1955-12-05 副理事长 2013-07-30 2 0.00 无 

3 杨  明 男 1962-10-26 副理事长 2013-07-30 2 0.00 无 

4 芦延华 男 1965-02-02 副理事长 2013-07-30 2 0.00 无 

5 丁立新 男 1963-06-06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6 王辉 男 1966-04-17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7 王国仁 男 1966-05-07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8 刘恒义 男 1958-03-25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9 刘载望 男 1972-03-11 副理事长 2013-07-30 2 0.00 无 

10 吕松涛 男 1965-07-08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1 巩恩普 男 1958-03-02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2 李鹤 男 1971-03-27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3 李洪军 男 1961-10-05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4 张皓 男 1975-09-16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5 周崑 男 1957-04-05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6 徐峰 男 1965-10-08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17 涂赣峰 男 1964-10-06 理事 2013-07-30 2 0.00 无 

（三）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在登记管理机关

备案时间（最近一

届） 

本年度列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金

会领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领取报酬事由 

1 王剑 男 1966-10-

05 

2013-07-30 2 自  2013-04-26 至 

2017-04-26 

0.00 无 

2 延 进

军 

男 1970-10-

12 

2013-07-30 2 自  2013-04-26 至 

2017-04-26 

0.00 无 

3 王 德

虎 

男 1971-10-

13 

2013-07-30 2 自  2013-04-26 至 

2017-04-26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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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李鹤 中共党员 1971-03-27 硕士 办公室主任 

胡娟 中共党员 1964-06-28 本科 办公室会计 

张博雯 中共党员 1983-11-01 本科 办公室秘书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五）党组织建设情况 

党员情况 

全体党员数 3 

理事、监事中党员数 0 

党员组织关系在本基金

会的人数 
3 

党组织建

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否 

□是（继续填写）   

已建立党组织类型 

□党委        □党组 

□党总支       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  □联合党支部 

□其他（注明类型） 

开展的党组织活动内容： 

“引领•提升•共进”“1+1”专项活动 

 

□否（继续填写） 

  □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但尚未建立 

□有党员但不符合党组织建立条件 

□无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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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办事机构、实体机构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0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0 个 

专项基金总数 
          43

个 

本年度新设 
    14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14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0个 

办事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备案手续的      0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0 个 

实体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0 个 

 

 

 

（不能完全填写的可复制本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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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活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59,112,888.50 0.00 59,112,888.5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58,723,636.04 0.00 58,723,636.0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365,435.00 0.00 3,365,435.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5,358,201.04 0.00 55,358,201.0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389,252.46 0.00 389,252.46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289,252.46 0.00 289,252.46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00,000.00 0.00 100,00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

益性目的赠与） 

0.00  0.00 

 

（二）非公募基金会支出完成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33,572,652.18 

本年度总支出 57,032,363.9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6,995,208.8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37,155.07 

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69.77% 

综合两年 100.52， 

综合三年 73.41%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07% 

综合两年 0.07% 

综合三年 0.1%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上年基金余额为上年末净资产。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度基金余

额”+上年“上年度基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出”合计与近三

年“上年度基金余额”合计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年“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出”合计比例，综合近三年同理。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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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

明具体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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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北京神州数码有

限公司 
3,000,000.00  支持工商管理学院发展建设 

江河源控股有限

公司 
12,000,000.00  支持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建设 

 上海绿谷生

命园医药有限公

司 

21,000,000.00  陈昌曙基金及支持东北大学生命与健康学院

发展、东北大学浑南新校区建设 

    

    

合计    

说明：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12

（五）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共开展了（   21）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建龙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1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支持国家教育事业，促进东北大学的发展建设，加强东北大学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面合作，北

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在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设立东北大学建龙基金。建龙集团每

年向张学良教育基金会提供人民币 80 万元，暂定从 2011-2013 连续提供 3 年。基金共用做东北大学建龙奖学

金、东北大学特聘教授、东北大学“建龙钢铁” 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建龙钢铁”大学生社团文化节、“建龙

大讲堂”活动组织及奖励费、资助及日常管理费等。 

 
 

2、 项目名称 ：资土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1,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0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由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发起，主要由其学院校友捐资设立本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学院发展建设。 

3、 项目名称 ：安利-东北大学彩虹项目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5,6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5,6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基金由安利公益基金会捐资设立，支持东北大学新疆支教团在当地开展教辅宣传活动。 

4、 项目名称 ：阳光文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3,05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3,05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0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项基金是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发起募集，主要面向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校友及社会广大爱心人士，所有捐赠款

项全部用于文法学院的发展建设，主要包括有设立奖助学金、支持学院软硬件发展建设等。 

5 项目名称 ：萱草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752.4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0,752.46                  元 

执行年度：自 2010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2010 年起，周崑先生发起设立了萱草基金，本项基金在“东北大学周鲸文奖学金”、 “东北大学周昆爱心助学

金”等项目基础上，以服务东北大学发展为目标，以社会慈善为主要方式积极开展活动。 

6 项目名称 ：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1 年至 2020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了纪念陈昌曙先生对中国技术哲学和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发扬他的学术传统

和治学精神，促进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同学会（以下简称“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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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向张学良教育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设立“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设立“技术哲学发展贡献

奖”、“技术哲学优秀教师奖励金”、“技术哲学优秀学术成果奖”、技术哲学科研项目资助金”、“技术哲学学术

交流金”、“技术哲学出版金”、“技术哲学奖学金”、“技术哲学助学金”、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设立专项资助项目，

并开展其他有助于促进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发展的相关活动。由于基金设立较晚，故各项评选于下一年度开展。 

7 项目名称 ：材冶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4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4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1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由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发展，由其学院校友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于 2011 年设立，基金全部用于支持材冶

学院发展建设。 

8 项目名称 ：万益大爱救助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缓解东北大学家庭困难学生突患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沈阳万益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捐资 10 万元设立“东北大学万益大爱救助基金”。基金接受东北大学师生、校友和其他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

企事业单位的捐赠。经基金会理事研究，决定先期捐助 2 万元用于资助罹患尿毒症的东北大学信息学院付斌同

学的治疗。 

9 项目名称 ：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基金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0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9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22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刘载望、富海霞校友夫妇共同捐资设立的。捐赠资金总计 50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1000 万元于江河学院正式成立前捐入张学良教育基金会，专项用于江河学院的基础建设；4000

万元从 2013 年起至 2022 年（其中，2012 年已捐入 200 万元），按年分次捐入张学良教育基金会，专项用于江

河学院的人才队伍建设及“东北大学刘大阶、方文玉奖学金”、“江河奖教金”开支。 

10 项目名称 ：大连校友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5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了支持母校的发展建设，藉东北大学 90 周年校庆之际，东北大学大连校友会发起并共同协议捐资 1000 万元

用于支持母校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大连校友会奖学金”的发放。 

11 项目名称 ：工商管理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325,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325,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项基金由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发起，由其校友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学院的发展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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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名称 ：东北大学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15,872.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15,872.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藉 2013 年东北大学 90 周年建校之际，由海内外校友共同捐资设立本项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浑南

新校区的建设。 

13 

 

项目名称 ：中北通磁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5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6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中北通磁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沈阳中北通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捐资设立，协议捐资 140 万元，2013-2016

年连续四年，每年捐资不低于 35 万元。本基金用于设立“中北通磁”奖学金、大学生赴企业开展生产实习、

社会实践及支持学校发展的相关活动。中北通磁奖学金是为了鼓励优秀的学生报考东北大学的过程装备与控制

工程专业、材料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吸引优秀人才，提高专业的知名度，尤其是吸引优秀贫困学生报

考东北大学而设立。每年奖励本科生 30 人、硕士生 14 人、博士生 5 人，其中本科生 3000 元/年、硕士生 5000

元/年，博士生 8000 元/年。 

14 项目名称 ：后勤发展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6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永久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项基金由东北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发起，由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后勤工作。 

15 项目名称 ：中天钢铁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6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了支持东北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向东北大学捐资 100 万元设立中天基金。该项基金

自 2013 年起，连续 4 年，每年使用 25 万用于设立“东北大学中天钢铁奖学金”、支持东北大学人才培养、科

研交流、学生创新活动以及双方开展的合作项目。其中，奖学金 10 万元，每年奖励 16 名东北大学在读优秀本

科生和研究生。 

16 项目名称 ：绿谷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8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绿谷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涛先生捐资设立。基金共计 2500 万元人民币。首期 2000 万元

捐赠资金专项用于东北大学浑南校区建设；其余 500 万元，从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捐赠 100 万元，在每年

9 月 1 日前汇入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用于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发展建设。 

17 项目名称 ：材冶学院师生外语能力培训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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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材冶学院发起，由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主要用于支持材冶学院开展系列相关活动以提升师生外语

应用能力。 

18 项目名称 ：中信锦州金属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0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4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基金由中信锦州金属有限公司捐资 50 万元设立，基金主用颁发中信锦州金属奖学金及学生创新活动等，每

年使用 25 万元，两年使用完毕。 

19 项目名称 ：奖助学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590,431.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590,431.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项目由各个奖助学金子项目共同构成，主要目的在奖励和资助东北大学在读优秀、困难学生，鼓励和支持他

们顺利完成学业。 

 项目名称 ： 张捷迁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865.29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本项基金是以东北大学杰出校友张捷迁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捐赠款主要来自于张捷迁校友及其亲属和东大校

友。本项基金为留本基金，其利息主要用于设立奖学金、奖教金等。 

 项目名称 ： 宁氏基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499.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3 年至 2013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300 字） 

为了支持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奖励勤奋学习、立志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学生。美籍华人、原东北大

学秘书长、代理校长宁恩承先生决定在东北大学设立“东北大学宁氏奖学金”。随后，宁恩承先生的子女宁氏

姐妹先后各捐资一万美元注入本项基金中，扩大基金本金，奖励更多的优秀学子。基金为留本基金，使用利息

设立宁氏奖学金。 

（不能完全填写的可复制本页填写）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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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行、

监督和评估

费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屋、购

买和维护固

定资产费用 

宣 传

推 广

费用 

其他费

用  
小计 

绿谷基金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江河建筑学

院发展基金 
12000000 13900000       13900000 

建龙基金 800000 800000      0 800000 

萱草基金 300752.46 380890.74       380890.74 

陈昌曙技术

哲学发展基

金 

1000000 200000      0 200000 

资土学院发

展基金 
81000 81000      0 81000 

阳光基金 403050 403050       403050 

材冶学院发

展基金 
140000 140000      0 140000 

大连校友会

基金 
1500000 600000       600000 

奖助学金 2590431 2590431       2590431 

合    计 38815233.46 39095371.74  0  0  0  0 0  0 
 

39095371.74 

说明： 

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包括 2年）。 

二、“项目直接成本”按照《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列支。 

 

（七）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

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

益总支出

比例 

用途 

绿谷基金 东北大学 20,000,000.00 35.09% 支持东北大学生命与健康学院发展建设 

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基金 东北大学 13,900,000.00 24.39% 支持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建设 

建龙基金 
东北大学 800,000.00 

1.4% 
颁发建龙奖学金、建龙特聘教授基金、支持建龙社团节及文化艺术

节相关活动、支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萱草基金 
东北大学 380,890.74 

0.67% 
颁发周崑爱心资助金、周鲸文奖学金、周鲸文数学奖、文法学院周

鲸文奖学金等 

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 东北大学 200,000.00 0.35% 支持科技哲学学科发展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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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土学院发展基金 东北大学 81,000.00 0.14% 支持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发展建设 

阳光基金 东北大学 403,050.00 0.7% 支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发展建设 

材冶学院发展基金 东北大学 140,000.00 0.25% 支持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发展建设 

大连校友会基金 
东北大学 600,000.00 

1.05% 
颁发大连校友会奖学金、设立东北大学研究生院发展基金和东北大

学艺术学院发展基金 

奖助学金 东北大学 2,590,431.00 4.54% 颁发各项命名奖助学金 

合    计  39,095,371.74 68.58%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八）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受托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报酬确定方式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额 

       

       

合  计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合  计   

 

（十）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东北大学 发起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上海绿谷生命园医药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抚顺新钢铁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与 

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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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0 0 0 0 

北京江河源控股

有限公司 

0 0 0 0 

上海绿谷生命园

医药有限公司 

0 0 0 0 

抚顺新钢铁有限

公司 

0 0 0 0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合    计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合    计     

 

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合     计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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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20000  20000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  计 20000 0 20000 0 0 0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张博雯 20000 100%   2013-03

-15 

学 生 困

难 资 助

金 

合 计 20000    —— ——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1-2 年       

合  计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 款

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1        

2        

3        

4        

5        

合 计       

 

（十三）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中信 CBMM 曹荫奖学金   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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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待定）  155000  155000 

合  计  205000  205000 

 

 

 

 

 

 

 

 

 

 

 

 

 

 

 

 

（十四）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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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一、基金会公益活动开展情况 

     截止到 12月 31 日，新增基金项目 14 个，落实捐赠到账资金 5911.29 万元。 

    全年公益支出 5699.52 万元，其中奖学金支出 236.03 万元，助学金支持 127.69 万元，奖教

金支出 79.76 万元，支持各类学生活动、创新活动、学科发展等专项基金支出 2265.5 万元，支持

东北大学浑南新校区建设等项目累计支出 2938.54 万元。 

二、基金会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1.完成理事会换届工作 

完善理事会组织结构，保障理事参会议事职能。4 月 26 日，根据国家民政部要求及《基金会管理

条例》的规定，召开了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理事会的人

员组成以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主，五位主要捐资人担任外部理事或监事，解决了上届理事

会难以召开会议的现实问题，理事会的议事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 

2.规范财务管理模式 

规范财务和资产管理模式，保证捐赠款物高效合理使用。2013 年，在东北大学计财处和资产处的

大力支持下，对基金会财务管理流程和资产管理方式重新进行了捋顺与规范，严格管控每项基金的

收入与支出，重点就基金支出管理、资产管理进行了规范调整，实现了基金会与学校财务、资产的

统一管理，提高了捐赠款物的使用效率。 

三、基金会日常工作情况 

1.调动各单位积极性，超额完成 2013 年筹资目标。制定了以重点校友企业、校董单位为主要筹资

对象的筹资方案；设计了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次、方式灵活的筹资项目，印制了《筹资手册》。 

2.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针对基金会工作计划、总结、理事会会议纪要、财务管理、捐赠协议、评

估、年检、配比申报、各专项基金等方面的文件材料分别建立档案，及时归档，为下一步实现电子

档案库、进行数据分析做好基础工作。 

3.2013 年，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还顺利通过民政部组织的年检和审计，继续获得国家财政部和税务

总局的税前扣除资格；完成了 2012 年基金会年报的编制工作；及时下发奖助学金分配名额，组织

部分奖助学金、奖教金的颁奖典礼。 

4.开通网上捐赠，及时发布捐赠信息。3 月 14 日，在网站上开通了网上捐赠平台，增加了小额捐

赠资金的来源。截止到目前，共接受网上捐赠 44 笔，捐赠金额 24,948.01 元；在校友总会网站、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网站上及时发布在线捐赠信息。 

（本页不能完全填写的可以复制本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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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0.00 0.00 

  货币资金 1 33,653,202.18 36,029,042.47   短期借款 61 0.00 205,00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0.00 0.00 

  应收款项 3 20,000.00 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100,550.00 0.00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5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33,673,202.18 36,529,042.47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100,550.00 205,000.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0.00 0.00     

  减：累计折旧 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100,550.00 205,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33,572,652.18 36,324,042.47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33,572,652.18 36,324,042.47 

  

        

资产总计 60 33,673,202.18 36,529,042.4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33,572,652.18 36,324,042.47 

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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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  入 

 

5,524,180.30 4,754,035.01 10,278,215

.31 

54,222,623.09 4,890,265.41 59,112,888.5

0 

其中：捐赠收入 
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46,898.50 196,354.03 243,252.53 37,155.07 633,710.62 670,865.69 

收入合计 

11 

5,571,078.80 4,950,389.04 10,521,467

.84 

54,259,778.16 5,523,976.03 59,783,754.1

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2,830,152.77 0.00 12,830,152

.77 

56,995,208.83 0.00 56,995,208.8

3 

（二）管理费用 21 11,398.50 0.00 11,398.50 37,155.07 0.00 37,155.07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12,841,551.27 0.00 12,841,551

.27 

57,032,363.90 0.00 57,032,363.9

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40 

7,270,472.47 -7,270,472.47 0.00 2,772,585.74 -2,772,585.7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0.00 -2,320,083.43 -2,320,083

.43 

0.00 2,751,390.29 

 

2,751,390.29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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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59,783,754.19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13 

59,783,754.1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56,995,208.83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37,155.07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75,550.00 

                          现金流出小计 23  57,407,913.9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375,840.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375,8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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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年检情况： 

年度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年检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年检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加”、“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

按规定申报”） 

 

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2A       ，有效期自   2008 年至 2013     年。 

 

税收优惠资格取得情况：（该内容设计为必须填写，如不填写不给通过） 

本基金会是否取得过税收优惠资格？  是  □否 

取得的优惠资格的类型（可多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其他______ 

取得以上税收优惠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 

 

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

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 2012 年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改进建议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根据《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就基金会相关信息于相关媒体公开。起草相关内部制度。 

 

 

六、年度审计意见（此栏只填写审计意见，请另附审计报告纸质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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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张学良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财务状况以及 2013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机构：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会计师：康继奎 陈艳萍                               

审计日期： 2014 年 3 月 10 日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024-82512829                       

 

七、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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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王剑：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基金的筹集、使用方面均

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章程》的要求和规定执行。 

意见：（必填，否则不过） 

签名： 

日期： 

 

 

监事延进军：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2013 年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开展活动。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王德虎： 

该工作报告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意见： 

签名： 

日期： 

 

 

 

 

 

 

八、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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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媒体上公布 2012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报 2013-06-30 

 

(二) 在媒体上公布 2012 年度工作报告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网站 2013-06-28 

2 中国社会组织网 2013-06-24 

 

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网站 2014-03-13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志愿者管

理条例（草案） 

 

 

(四)公布收入和支出明细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网站 2013-11-26 萱草基金三周年系列活动等 

2 东北大学校友总会网站 2013-11-26 萱草基金三周年系列活动等 

3 东北大学新闻网 2013-11-26 绿谷集团捐资 2500 万元设立东北大学“绿谷”基金等 

 

（五）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东北大学主页 2013-09-14 绿谷集团捐资 2500 万元设立东北大学“绿谷”基金 

东北大学新闻网 2013-12-11 建龙钢铁”杯东北大学第十一届“妙笔流声”诗歌散文大赛举行等 

东北大学新闻网 2013-04-28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议召开 

东北大学新闻网 2013-12-23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理事会二届二次会议举行 

 九、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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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负责人变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3-07-30 

□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二）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机构、代表机

构管理 

分支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长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

合同人数 
0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险 0 生育保险 0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30 

财务管理（此处填

写不下的，可另附

说明）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全

部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北大学支行 

人民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全

部账号） 

21001464601059123466 

外币开户银行及

账号（列出全部

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北大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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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开户银行及

账号（列出全部

账号） 

美元户：21014117100220100812 港币户：21013117100220101377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

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胡娟  有   □否 中级会计师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办法、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定 包含在什么制度中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和行政办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无 人事管理制度（草案） 

列支原则 有  □无 人事管理制度（草案） 

审批程序 有  □无 人事管理制度（草案）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无 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列支原则  有  □无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审批程序  有  □无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接受物资捐赠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 

审批程序  有  □无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试行） 

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三）涉外活动情况 

1．涉外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境 外 合 作

单位名称 

合 作 单 位

所 属 国 家

或地区 

项目经费来源（人民币元） 合作项目内容简介 

境外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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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方名称 中方经费来源 

      

      

      

      

      

 

3. 参加国际组织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文全称） 

国际组织名称

（英文全称） 

参加时间 批准部门 担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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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印鉴)                                 年  月  日 

 

 

 

 

 

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经办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