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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基础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3100000500019816T

最近一次取得税
收优惠资格年度

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是 2013-01-01 财政部、国税局、民政部 财税（2014) 36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是 2013-01-01 北京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京财税（2014) 967号

其他：

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弘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危济困，
共同富裕”的光彩精神，履行社会责任，致力光彩事业，促进扶贫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业务范围
资助国家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项目、资助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项.目、创业和促进就业项目、赈灾和灾后
重建项目；资助开展小微企业发展问题对策研宄、连片特困地区成因对策研究、非公经济企业参与社会公益
情况的研究等项目；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
成立时间 2005-06-14 原始基金数额 3, 050. 00 (万元）

是否认定为慈善
组织 是 认定时间 2016-10-10

是否取得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 是

--------------
取得证书时间 2017-03-27

微信公众号 ^光彩会)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1602

电子邮箱 guangcaijijin@sohu. com 传真 010-63325128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svww.gcjjh.org.cn

第1页

http://w\AM/.chi nanpo.qovcn/npowor k/forms/DrintForm.isD?Drint= multi &id=474189&instanceld=Nni1fin997innnr)nin.c；ftXnrnpini7atinnlH=ni ill^f〇rmT\r^=i«.fr»r ^ia

http://w/AM/.chi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秘书长 姓名 余敏安 固定电话 010-58336730

移动电话 13611164622 电子邮件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贾世光 固定电话 010-58336742

移动电话 13901096906 电子邮件 guangcaijsg@163. 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贾世光 固定电话 010-58336742

移动电话 13901096906 电子邮件
理事长 李路 理事数 19

监事数 2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

导职务的人数 1

负责人数（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5

负责人中现任国家工作人员的人
数 0

专项基金数 10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0 专职工作人员数 6

志愿者数 2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8-01-21 报告编号 神会内审【2018】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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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17 )年（3)月（30)日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7-03-30
会议地点 通讯会邮寄方式

会议议题 审议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6年工作报告、2016年财务报告、提出对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发展的意见和
建议

出席理事名单 李路、李新炎、李占通、南存辉、余敏安、丁佐宏、王伟、王^李彦群、陈丽、邱淦清、罗可大、@ 

志、韩庆、薛方全、王名、王华、王雅韬、徐建兵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胡林辉、王力涛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 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6年工作报告
2. 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6年财务报告

备注 无 丨
2、本基金会于（2017 )年（8)月（2)日召开（三）届（三）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7-08-02
会议地点 四川省凉山州

会议议题 审议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7年上半年工作报告、财务报告；讨论“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创新发展的初步
意见”

出席理事名单 李路、李新炎、李占通、南存辉、余敏安、丁佐宏、王伟、王振李彦群、陈丽、邱淦清、罗可大、0 

志、韩庆、薛方全、王名、王华、王雅韬、徐建兵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胡林辉、王力涛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 通过屮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7年上半年工作报告
2. 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6年上半年财务报告
3. 讨论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三届四次理事会议会期、会址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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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1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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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报酬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李路 男 1954-01-

11
理事长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是 是

2 李新炎 男 1951-11-

14
副理事长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3 李占通 男 1964-04-

20
副理事长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4 南存辉 男 1963-07-

09
副理事长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5 余敏安 男 1957-07-

17
秘书长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6 丁佐宏 男 1962-05-

15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7 王伟 男 1968-10-

28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卜12-06
0. 00 无 否

8 王, 男 1965-05-

14
理寒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9 李彦群 男 1970-06-

25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10 邱淦清 男 1961-07-

25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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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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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报酬事由

是否为党
攻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1 陈丽 女 1956-02-

25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12 罗可大 男 1958-05-

23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13 0志 男 1972-07-

01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卜12-06
0.00 无 否

14 韩庆 男 1953-03-

14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15 薛方全 男 1955-04-

19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16 王名 男 1959-01-

02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17 王华 女 1963-06-

26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18 王雅韬 女 1984-09-

20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00 无 否

19 徐建兵 男 1962-10-

28
理事 2017-02-

27
2

自2016-12-07

至2021-12-06
0. 00 无 否

自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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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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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5胡林辉 男 1967-10-01 中共党员 2017-02-27 2
自2016-12-07至

2021-12-06
0. 00 否

2 王力涛 男 1961-09-03 中共党员 2017-02-27 2
自2016-12-07至

2021-12-06
0. 00 否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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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7)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专职、 在基金会工作的，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余敏安 男 中共党员 1959-07-17 硕士研究生 秘书长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吴秀和 男 群众 1963-04-01 本科 项目总监 无
樊友英 女 中共党员 1981-05-07 本科 直传部主任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唐琴 女 群众 1973-12-01 本科 宣传部助理 无
郝洁 女 中共党员 1982-06-11 本科 财务部出纳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董玉蕊 女 群众 1967-10-02 专科 办公室助理 无
崔志勇 男 中共党员 1988-01-27 硕士研宄生 办公室主任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年工资为：101687. 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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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 

体机构管理、内设机构制度

证书印章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无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内设机构制度

有□无
n有■无
]有■无

有□无
法人证书保管、使 

用管理制度 ■有□

印章保管、使用管 

理制度

无

有□无

保管在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志愿者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有□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人数
失业
保险

工伤保险
养老保险 6 医疗保险
6 生育保险

奖惩制度 有□无 业务培训制度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无 志愿者数

有□无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无
资产管理制度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全 

部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天津 

上海道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全 

部帐号）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 

开户行）
外帀银行账号(列出全部 

帐号）

财政登记

有□无

0102014210003968, 02-110401040004332
A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行

600418030

有□无 税务登记 国税■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II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捐赠收据；□税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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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莉 会计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郝洁 出纳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是
□否
□是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1□无
其他管理制度 人事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项目管理办法、募捐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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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定 丨

支付标准 ■有□无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列支原则 ■有□无

审批程序 ■有□无
支付标准 ■有□无

项目相关运行成本 列支原则 ■有□无
审批程序 ■有□无

投资决策程序 ■有□无
分权与授权 ■有□无

资产管理和处置 隔离回避制度 ■有□无
最大投资额度 ■有□无

直接投资和委托投资的范围 _有□无
检查投资经营情况的方式和频率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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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党组织名称 眹合党支部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

基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6人

本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党组织书记 余敏安 秘书长

情 参与内部治理情况h事会□常务理事会□其它
况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余敏安 秘书长 13611164622
活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〇元/年 活动经费来源 党费结余
动
情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况 25次 5次 10次 18次

群团 是否建立工会 是 是否建立团组织 是 是否建立妇联 是
工作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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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G”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II是■否变更名称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II是■否变更住所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否变更业务范围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7-03-10

!□是■否变更原始基金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否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7-03-20

11是■否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否变更基金会类型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口否变更宗旨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7-03-10
P是□否修改章程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7-03-10
■是□否变更负责人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7-03-20
II是■否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U是■否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II是■否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否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己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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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10个 本年度新设 4个
本年度注销 3个

代表机构总数 D个 本年度新设 3个
本年度注销 ：)个

持有股权的实体总数 3个 本年度新设 3个
本年度注销 D个

内设机构总数 3个 本年度新设 3个
本年度注销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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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
序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1 西部光彩帮扶基金 2011-05-31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全国 

工商联
民营企业家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2 中华红丝带基金 2009-1卜30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红丝 

带基金会
民营企业家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3 西藏文化保护与传承 
专项基金 2007-03-23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雷菊 

芳
雷菊芳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4 光彩•民生西藏先心 
病儿童救治专项基金 2013-11-25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民生 

银行
民生银行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5 同心•光彩助学基金 2011-01-13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山东 

华乐集团
山东华乐集团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序号 是否成立专项基金管 
理机构

专项基金管理
机构人数

本年召开会议
次数 募集资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是
否符合基金会
的管理制度和

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B
名称

信息公开的 
媒体

1 是 5 1 定向捐赠 是
精准扶贫项目、村 
寨饮水工程项目、 
排洪渠道工程等项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网站、 
全国工商联网 

站

2 是 5 1 定向捐赠 是

红丝带健康包、凉 
山州艾滋病防治项 
目、受艾滋病影响 
儿童资助项目、新 
疆艾滋病防治项目 

等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网站、 
中华红丝带网 

站

3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贡布曼隆宇妥藏医 
学校扩建项目、新 
刻《扎塘四部医 
典》木刻母版等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网站

4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西藏儿童先心病救 
治项目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网站、 

光明网

5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资助贵州毕节贫困 
大学生奖助学金项 

目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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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网站、

光明网

5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资助贵州毕节贫困
大学生奖助学金项

百

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网站、
中国光彩事业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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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6
同心•光彩乐和

专项基金 2013-04-0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北京

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中国青 

少年发％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长户

7
光彩•三得公益

专项基金 2017-05-0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三得
盈佳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三得盈佳
互联网信
息服务有
限公司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8
汽车行业公益基

金 2017-07-20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全国

工商联汽车商会
民营企业

家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9
光彩•兴伟专项

基金
■

2017-08-03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贵；/、卜

兴伟集团
贵州兴伟

集团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10
光彩•大通健康

专项基金 2017-12-0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天津

大通集团
天津大通

集团 余敏安 基金会基本帐户

序号 是否成立专项
基金管理机构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人数 本年召开会议次数 募集资金

来源

资金的使
用是否符
合基金会
的管理制
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
目名称

信息公
开的媒

体

6 是 6 定向捐赠 是 关爱留守儿童项
巨

中国光
彩事业
促进会
网站、
中国光
彩事业
基金会

7 是 5 1 定向捐赠 是

精准扶贫、特色
教育、道德教
育、下一代教

育、关爱儿童及
孤寡老人、特殊
群体关怀、养老

等项目

中国光
彩事业
促进会
网站、
中国光
彩事业
基金会

8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汽车环保、就业
精准扶贫、救灾
等社会公益项目

中国光
彩事业
促进会
网站、
中国光
彩事业
基金会

- 扶贫和支持贫困

中国光
彩事业
促进会

hftn:/AAAAA«r,hinannn fl〇\/nn/nnn»Ary*k/fnrrnc/rkrintFnrm icnTnrinf= miilfi兄ionfl.iMn*l>1 〇r»o〇7*fnrwv^r»co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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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动态表格打印 

1 定向捐赠 是 地区发展等公益 

项目
网站、
中国光
彩事业
基金会

10 是 定向捐赠 是

帮扶特殊贫困群 
体和基础薄弱的 

医疗机构，改善 

群众健康状况， 
推动全民健康， 
助力健康精准扶 

贫等社会公益项
a

中国光
彩事业
促进会
网站、
中国光
彩事业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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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猶 12 动态表格打印

2、代表机构情况（己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账户（分别填'弓：基本账户、普通账户或无）
开户银行和账号

开户银行 帐号

(不能完全填写的可复制本页填写）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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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设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登记类型 被投资实体
注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基金会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投资资产
占基金会
总资产
的比例

与基金会
的关系 核算方法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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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内设机构
动态表格打印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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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是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1个，其中互联网募捐1个，异地募捐 1个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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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表、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162, 792, 918. 43 0. 00 162, 792,918. 43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162, 792,918.43 0.00 162, 792,918. 43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0 0. 00 0. 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25, 393, 757. 73 0. 00 125, 393, 757. 73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37, 399, 160. 70 0. 00 37, 399, 160. 7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 00 0. 00 0. 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0 0. 00 0. 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0 0. 00 0. 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现金 非现金
061 16, 700, 000. 00 0.00

民生光彩西藏先心病儿童救
治基金

041 10, 195, 000. 00 0.00 西部光彩帮扶基金
合计 138,215,168.18 0.00

(二）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162, 792,918.43 0.00 162, 792,918. 43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162, 792,918. 43 0. 00 162,792,918. 43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 00 0. 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62, 792,918.43 0. 00 162, 792, 918. 43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 00 0. 00 0. 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 00 〇.〇〇 •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 00 0.00

2017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I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是口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是口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72, 495,257. 73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23, 437, 261.73 丨

本年度总支出 97, 819, 546. 5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95, 558, 435. 39

管理费用 2,261, 111. 16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比例） 77. 41 % (综合三年65. 83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 31 %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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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现金 非现金
031 19, 307,168.18 0.00 中华红丝带基金
014 42, 000, 000. 00 0.00 捐赠基金会原始基金
067 28, 513, 000. 00 0. 00 2017年光彩行

029 21,500, 000. 00 0. 00 企业捐基金会开展公益事业
合计 138,215,168. 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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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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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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57,996.00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2016年光彩行” 16, 057, 996元，原因为按合同约定应在提交中期和验收报告后支付，尚未提交。
2."西藏和四省藏区幸福工程” 4, 000, 000元，原因为实施方未按照约定完成工作进度，按照协议暂缓拨付。 

“黔西南定点帮扶”项目资金3, 000, 000元，2017年实施。
4. “统战部对口支援江西广昌农村学校建设”项目资金1,〇〇〇,〇〇〇元，2017年实施。
5. “西部光彩帮扶基金”接受项目资金15,000,000元，用于定点帮扶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2017年实施。 
5.企业捐赠光彩基金会原始基金10, 000, 〇〇〇元，待增资。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0.00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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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20 )项公益慈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2013年光彩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3-04-09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 012, 91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人口妇女疾人口少数族裔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全国
=1北京市口天津市DM北省□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安徽省戊畜建省口江西省□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口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CJ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资助“西藏曲水县五保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建设，扩建五保人员集中供养宿舍9栋，新増床 

位140张，彻底解决曲水县五保人员集中供养问题，促进了民族融合。项目运行时间：2013 

年8月至2015年1月；资助“延安八一敬老院康复楼”建设，改善了延安老红军老八路养老 

康复条件。项目运行时间：2013年10月-2015年2月。资助“安徽金寨白塔畈镇安全饮水工 

程”建设，敷设管道226. 7米，该镇山茶花村、九树村、桥店村、半个店村、马窑村、白大 

村、楼冲村、东楼村、白大良种场等14个行政村286个村民组4. 2万人受益。年人均减少因 

饮水安全造成的疾病开支186元。项目运行时间：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
项目名称：2014年光彩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口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4-02-28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 670, 000. 00元
运作模式：圃资助□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dg女口残疾人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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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_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
]北京市口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CL1：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河南省口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〇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光彩事业信阳行”项目于2014年11月11日动工，2015年8月20日竣工，历时九个月，2015
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学校占地73. 29亩，规划总建筑面积26549平方米，设48个教学班， 
可容纳学生2400人，满足900名留守儿童全寄宿。“光彩事业南疆行”：1.和田地区农村天 

然气入户项目，在和田地区4个县市23033农户中实施天然气入户，每户1500元，光彩事业 
南疆行活动对该项目资助3000万元；2•喀什地区农村省柴节煤灶、太阳能灶建设项目，对 
喀什地区3万农户进行省柴节煤灶改造，对1万农户进行太阳能灶改造，每户1000元，光彩 

事业南疆行活动该项目资助1200万元；3.克州阿克陶县巴仁乡人畜饮水工程项目，打井、 
修管道，解决15个村、3. 2万人的饮水问题，光彩事业南疆行活动该项目资助1200万元；4. 
坷克苏地区柯坪县盖孜力乡巴格里村双语幼儿园项目，新建双语幼儿园1座，解决3个村共 

210名学龄前儿童学前教育问题。光彩事业南疆行活动该项目资助240万元；5.兵团基层连 
队“风光互补”路灯项目，为南疆4个师、200个连队，每个连队安装10盏太阳能风能路 
灯，共2000盏，每盏1万元，光彩事业南疆行活动该项目资助uoo万元。项目运行时间： 
2014年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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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15年光彩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口否 __^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5-10-12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B是口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 785, 611.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老人□妇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吉林省口黑龙江省dl：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D甘肃省口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口大连市
U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丨
“中国光彩事业黄冈（红安）老区行”活动中，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1820.5万元，为 

红安县建设123所标准化“光彩新农村卫生室”，主要用于改善红安县边远农村老百姓“就 

医难、就医远、就医贵”等问题，现己全部建成并己投入使用。每个卫生室平均每天接待 

20-30名患者前来就医。项目运行时间：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
项目名称：2016年光彩行 ’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口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6-06-06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 699, 882.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9, 541，206.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_女□残疾人口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体育口科学研宄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翻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口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CL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DM南省口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口贵州省■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甘肃省口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http://\AAAAA/.chinanpo.govcn/npoWDrk/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474191&instanceld=N01ia02271000001058&oraanizationld=null&formTvDe=1&fn 7/.^1

http:///AAAAA/.chinanpo.govcn/npoWDrk/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474191&instanceld=N01ia02271000001058&oraanizationld=null&formTvDe=1&fn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项目介绍：

:中国光彩事业庆阳行”期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资助金额2000. 594万元，用于支持南 

梁镇、紫坊乡、林镇乡、城壕镇、悦乐镇、乔河乡6个乡镇16个村中的982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实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技术培训3类5项公益项目（蔬菜产业项目、畜牧产 

业、红色旅游产业、人畜饮水项目、农民技术培训）。项目运行时间：2016年7月至2017宇 
12月。“中国光彩事业德宏行”在德宏州陇川县实施肉牛和桑蚕养殖等帮扶项目，帮助 

155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4721人精准脱贫。项目运行时间：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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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17年光彩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口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7-06-06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8, 513,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 302, 35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口老人dg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m：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nM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口贵州省口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Q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活动期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2851.3万元，为昭觉县和美 

姑县共48个村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配备生活必备设施“六件套”（钢制储物柜、钢制碗 

柜、钢制衣柜、钢制餐桌1张钢木结构椅子6把、32寸电视机1台、20管太阳能热水器1 
台），并与四川省委统战部共同打造一个民族示范村，以促进凉山地区精准脱贫，推动社 

会和谐发展。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
项目名称：西藏和四省藏区幸福工程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 00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儿童口老人■妇女□残疾人口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体育口科学研宄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口北京市口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Q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口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大连市 

u青岛市□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胃
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邀请国内权威医疗专家，组成光彩行动健康宣传志愿服务队，深
入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开展义诊咨询、临床带教、健康知识 

大讲堂等志愿服务，并在当地长期建立“光彩健康小屋”。西藏和四省藏区健康促进工 

程”致力于提高西藏和四省藏区项目县母婴健康素养和保健水平；提高西藏和四省藏区孕 

产妇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提高西藏和四省 
藏区基层卫生计生服务机构和人员的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提升了藏区群众健康意识。项目 

运行时间：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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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项目名称：西部光彩帮扶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 195,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 041，906. 00元
运作模式：口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人口妇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口全国
□北足市□天津市口^可北省口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口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Q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资助贵州织金县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精准扶贫项目、村寨饮水工程项目，带动一定数量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新疆乌什县“果蔬烘干房及种鸽养殖”项目；广西隆安县“排洪渠 

道工程”。有力地改善了当地民生，提高了贫困户收入。项目运行时间：2015年1月至2016 
年12月。
项目名称：中华红丝带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2015-01-01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口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 307, 168. 18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 672,525. 68元
运作模式：口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儿童■^人_女口残疾人■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國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11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〇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南省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cm•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厦门市口宁波市
http://\AAAAA/.chinanpo.govcn/npcAAADrl</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474191&instanceld=N011802271000001058&oraanizationld=null&formT\^)R=lAf 11/^1

http:///AAAAA/.chinanpo.govcn/npcAAADrl%3c/forms/printForm.jsp?print=multi&id=474191&instanceld=N011802271000001058&oraanizationld=null&formT/%5e)R=lAf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项目介绍：
2017年实施了援建永定县坎市镇彩金实验小学教学楼项目；红丝带健康包；凉山州艾滋病
防治项目；制订中华红丝带基金战略规划；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资助项目；世界艾滋病曰活 

动；天津121世界艾滋病日活动；新疆艾滋病防治项目。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1月至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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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西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 45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 400, 000. 00元
运作模式：口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人女口残疾人■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宄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DM北省□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黑龙江省〇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DM南省口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重庆市口四川省口贵州省口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Q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实施了 ：索朗欧珠藏医专家义诊活动药品资助；成都犀浦文化遗产修缮项目；贡布曼 

隆宇妥藏医学校扩建项目；甘肃榆中县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资助新刻《扎塘四部医典》 
项目等。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
项目名称：龄西南定点帮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 776, 322.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 518, 122.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人da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_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鼸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10

=1北京市□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OH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甘肃省口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__________
项目介绍: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多家民营企业充分发扬光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统一战线 

定点帮扶工作中来，拟与晴隆、望谟两县的2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结对帮扶及产业扶 
贫，结合企业实际，发挥自身优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共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贡 

献。项目运行时间：2016年至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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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光彩•民生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B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6, 70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 952, 113. 39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宄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口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口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口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甘肃省口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宁波市
项目介绍：
“光彩•民生银行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专项基金自2013年成立以来，先后对405名先心病 

儿童实施了免费手术，项目惠及西藏自治区的拉萨、阿里、日喀则、那曲4个地市的26个 

县。2017年共救治拉萨、日喀则、阿里等地100名患儿，其中，北京安贞医院救治患儿33 

人；北京华信医院救治患儿39人；成都华西医院救治患儿28名。接受治疗的患儿术后康复 
良好，己返回家乡。项目运行时间：2014至2018年12月。
项目名称：统战部对口支援江西广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 000. 00元 丨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46,522.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1儿童■老人da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12

服务地区：□境外口全国
口北京市□天津市戊可北省口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口^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河南省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r\ylfr\mnr' /r%ri*-*+Cr r- m n-M ormo*7<i r\co 〇 产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陕西省口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4年至2016年，光彩基金会发动民营企业家奉献爱心，共捐资1〇〇〇万元用于支援广昌县 

改扩建甘竹镇龙溪小学、甘竹镇洙溪小学、甘竹镇答田小学、甘竹镇坪上小学、赤水镇沈 

留小学、塘坊乡熊坊小学、塘坊乡张坊小学、头陂镇羡地小学、头陂镇塘下小学、赤水镇 

清潭小学等10所小学，总计新建校舍7492平方米、维修改造校舍4856平方米。目前10所农 

村小学己全部投入使用，覆盖人口2. 32万人，可满足学区内1335名学生的入学需求。项目 
按国家和江西省有关中小学建设标准，严格遵循国家现行学校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和 

建筑设计规范。项目运行时间：2016至2017年12月。2017年，出资24. 6522万元为广昌县甘 
竹镇敬老院配备老年人的衣物、护理床、音响等物资；为龙溪小学配备冰箱、吊扇、校 
服、图书文体用品等物资；为海联卫生室配备牵引床、磁振热治疗仪、电针治疗仪等物 

资；为高虎脑同心振兴小区安装户外LED全彩屏。项目己投入使用，受到了学生和当地群众 

的热烈欢迎。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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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同心光彩助学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883,446. 25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儿童口老人女□残疾人口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rl匕京市□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口^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口湖北省□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D甘肃省口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从2012年起以本金衍生的利息收入每年资助贵州毕节市贫困大学生1〇〇名完成大学教育。大 

学四年为每名大学生共资助6000元，其中第一年每名学生3000元，大学2-4年，每年每人
1000元。通过向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提供资助，进一步缓解贫困大学生家庭压力 

及受助大学生心理压力，帮助他们顺利入学完成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教育引导广 

大学生感恩党、感恩社会主义、感恩政府，反哺家乡、回报社会，为毕节试验区“强区升 

位跨越发展”积累人才、贡献力量。项目运行时间：长期。
项目名称：同心光彩乐和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 000, 〇〇〇.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 329, 883. 32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II儿童口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_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14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胡北省□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团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陕西省d甘肃省口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3年5月起，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联合发起并和重庆市光彩事 

业促进会合作实施“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项目，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核心、以“政 

府统筹、社会参与、社工服务”模式，在重庆市黔江区阿蓬江村、濯水村和小南海村，巫 

溪县羊桥村、大坪村、凉水村和思源村，酉阳县捕木村、花田村和小岗村等10个村试点实 

施。项目周期为三年（2013. 5-2016. 5)，项目总经费643. 8万元。项目在试点村取得了良 

好效果：试点村留守儿童呈现健康成长态势；乡村社会自治潜力得到发掘和激活；农村社 

工人才队伍得到培育和锻炼等。项目运行时间：2013年5月至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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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光彩•三得”公益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 00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95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人女□残疾人口少数族裔_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CL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口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D甘肃省口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用于帮扶支持：精准扶贫、特色教育、道德教育、下一代教育、关爱儿童及孤寡老人、特 

殊群体关怀、养老项目、人道救助、重大疾病预防与关爱、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区服 
务、互联网分享经济、电商扶贫、大学生创新创业、解决中小企业库存压力、个体创业和 
弱势群体等搭建互联网分享平台等公益慈善项目。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9月至2020年12 

月。
项目名称：汽车行业公益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S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52, 100. 00元 |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1，728. 00元
运作模式：口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口老人□妇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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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区：□境外□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口 

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翮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陕西省□甘肃省口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宁波市
项目介绍：
“汽车行业公益基金”用于汽车环保、就业精准扶贫、救灾等社会公益项目。2017年实施
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就业精准扶贫”培训项目，以“培训就业”的模式，实现精准就业扶 

贫。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7月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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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目名称：抗灾救灾捐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 20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 65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口老人□^女□残疾人□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类病种人 

群□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境□法律与公民权力口政策倡导■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志愿服务口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口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山东省口河南省口湖北省■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口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Q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7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许多赋有爱心的企业家通过我会捐赠1000万元，用于贵州省| 
纳雍县、湖南长沙市、江西省婺源县和修水县、辽宁省岫岩县等地灾后重建项目。项目运 
行时间：2017年至2018年12月。
项目名称：企业捐赠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 616,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 29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口所有人■儿童口老人口妇女□残疾人口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口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口体育口科学研究口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18

服务地区：口境外□全国
I北京市口天津市DM北省口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止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安徽省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DM南省口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口重庆市□四川省口贵州省口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D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红豆集团捐赠万安县新建一所含小学和幼儿园的综合性学校项目。上海复星集团、工商联 

商会、鑫恒铝业集团捐赠资金，设立奖助学金，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学习生活条件，鼓励贫 

困学生刻苦学习，礼貌待人，尊师重教；设立贫困地区教师奖励金，奖励在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中贡献突出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项目运行时间：2007年 
至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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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项目名称：福建宝龙新农村建设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 823, 558.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口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口老人D®女口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 

群口其他
服务领域：口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口体育□科学研宄口社会服务□生态环 

镜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其他
服务地区：口境外□全国
□北京市口天津市口河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黑龙江省口上海 

市口江苏省口浙江省□安徽省建省口江西省□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重庆市口四川省口贵州省□云南省口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Q甘肃省□青海省口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口大连市 

□青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
项目介绍：
福建宝龙集团捐“美丽乡村”福建安海镇溪边自然村建设，支持旧村69户贫困农户危房改 

造、修扩建道路等，已经完成项目前期规划、环境规划、建设规划。根据许健康先生意 
愿，首期捐赠2000万元，用于晋江市安海镇坝头村溪边自然村旧村改造。后期捐赠8000万 

元用于支持坝头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运行时间：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
项目名称：光彩基金会捐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口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口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1，500, 000. 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 660, 000. 00元
运作模式：■资助口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口儿童□^人OS女口残疾人口少数族裔类特殊人群口某类病种人 

群□^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口文化艺术□体育口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口生态环 
境口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导口灾害救助口扶贫及社区发展口志愿服务■公益事 

业发展口其他

19

20

服务地区：口境外口全国
出匕京市□天津市口河北省口山西省口内蒙古自治区口辽宁省口吉林省口黑龙江省Q1：海 

市口江苏省□浙江省口安徽省rti建省□江西省口山东省口河南省□湖北省口湖南省口 

广东省口广西壮族自治区口海南省口重庆市口四川省口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口 

陕西省O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口深圳市□大连市 

岛市口厦门市口宁波市



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项目介绍:
资助光彩事业公益项目宣传合作费用150万元、资助工商时报《光彩周刊》合作款100万
元、资助云南昭通贫困家庭危旧房改造项目一期款16万元。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至2018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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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2、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是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 

州），可以增加多个地点)
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5, 302, 350. 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000户11766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省凉山市美姑、昭觉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口健康扶贫口产业扶贫础设施■直接救助口志愿扶贫 

〕易地搬迁口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活动期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2851. 3万 

元，为昭觉县和美姑县共48个村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配备生活必备设 

施“六件套”（钢制储物柜、钢制碗柜、钢制衣柜、钢制餐桌1张钢木 
结构椅子6把、32寸电视机1台、20管太阳能热水器1台），并与四川省委 

统战部共同打造一个民族示范村，以促进凉山地区精准脱贫，推动社会 
和谐发展。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

项目名称： 光彩•民生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专项基金
项目支出： 人民币5, 952, 113. 39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00户100人

项目受益地点： 西藏省拉萨、日喀则市昂仁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口产业扶贫口基础设施口直接救助口志愿扶贫 

：]易地搬迁□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光彩•民生银行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专项基金自2013年成立以来， 
先后对405名先心病儿童实施了免费手术，项目惠及西藏自治区的拉萨、 
阿里、日喀则、那曲4个地市的26个县。2017年共救治拉萨、日喀则、阿 

里等地100名患儿，其中，北京安贞医院救治患儿33人；北京华信医院救 

治患儿39人；成都华西医院救治患儿28名。接受治疗的患儿术后康复良 

好。项目运行时间：2014至2018年12月。
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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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mi
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南疆行太阳能路灯项目
项目
支出 人民币15, 720, 000• 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〇户〇人

项目
受益
地点 新疆省喀什、库尔勒、阿克苏、和田市兵团一师、二师、三师、十四师县

项目
类别 ]教育扶贫口健康扶贫口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口直接救助口志愿扶贫口易地搬迀口 

其他

项目
内容
简

述：

中国光彩事业“南疆行”活动于2014年8月12日在新疆喀什市成功举办，基金会组织企
业家向兵团南疆四个师捐赠1200万元现金，主要用于兵团团场文化广场LED显示屏及连 

队太阳能路灯建设项目。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师、三师、十四师共修建led 
显示屏25块，太阳能路灯108盏，双语教学设备一套。项目的实施对中央制定的兵团向 

南发展部署，聚焦新疆总目标，发挥兵团特殊作用，开展好文化引领、兵地融合、提 
高学习国语水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项目
名称 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人畜饮水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
支出 人民币888, 000_ 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8546户34710人

项目
受益
地点 新疆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市阿克陶县

项目
类别 口教育扶贫口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口直接救助口志愿扶贫口易地搬迁口' 

其他

项目
内容
简

述：

为了解决人畜安全饮水及无水区农田灌溉问题，解决农民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在巴仁
乡15个行政村117个村民小组中进行人畜饮水管道工程建设65公里，在水资源匮乏的村 

组修建机井8眼及相关配套设施、入户工程、设计、监理等，共投入资金788. 8万元。
项目实施后，解决了全乡8546户34710人和62000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问题，直接降低因 
喝不上卫生水造成的人员和牲畜的发病率、死亡率，为农牧民的生活用水安全和农牧 

业发展用水提供可靠保障。
第20页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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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3、2018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8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是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 州），可以增加多个地点)

1 \ 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怒江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 20,000,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000 户
10000 人

云南省
项目地点： 怒江市

国家级贫困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口健康扶贫□产业扶贫础设施■直接救助□志愿扶贫 

=1易地搬迁□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公益项目

2、 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 20,000,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000 户
11766 人

四川省
项目地点： 凉山州市

昭觉、美姑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口健康扶贫口产业扶贫础设施□直接救助Q志愿扶贫 

：!易地搬迁■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活动期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2851. 3万 

元，为昭觉县和美姑县共48个村3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配备生活必备设 

施“六件套”（钢制储物柜、钢制碗柜、钢制衣柜、钢制餐桌1张钢木 
结构椅子6把、32寸电视机1台、20管太阳能热水器1台），并与四川省委 

统战部共同打造一个民族示范村，以促进凉山地区精准脱贫，推动社会 
和谐发展。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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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4、涉外活动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本年度参加
共计参加0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国际会议情况 0次 3次 〇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0个，本单位共计0人次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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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4、涉外活动情况 (1)、参加国际会议和出访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无此情况
本年度参加

国际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0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0次 3次 〇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0个，本单位共计0人次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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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动态表格打印

无此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负贵人 外派工作人员人数

...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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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万元） 实施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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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无此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说明：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17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谐 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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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5) 2017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无此情况

1.2017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如：组织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开展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施重要的人文社 

会交往项目，组织或者参与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或者参与重要的国际行动，开展有影响的对外扶贫救援，参与制定国际 

行业规则，在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或者与其建立正式工作关系，建立海外机构，依法发起或者 

参与发起成立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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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玩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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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冃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
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
员报酬、志愿者补贴

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计、评估

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2016年光彩行 3, 699, 882. 00 9, 541, 206. 00 0.00 0. 00 0. 00 0. 00 9, 541, 206. 00

2017年光彩行 28,513, 000. 00 5, 302, 350. 00 0.00 0. 00 0. 00 0. 00 5, 302, 350. 00

光彩•民生西
藏先心病儿童
救治专项基金

16, 700, 000. 00 5,952, 113.39 0.00 0. 00 0.00 0. 00 5, 952, 113. 39

西部光彩帮扶
基金 10,195, 000. 00 10, 982,440. 00 0. 00 0.00 0. 00 0. 00 10, 982,440. 00

中华红丝带基
金 19,307, 168. 18 12, 672, 525. 68 0.00 0. 00 0. 00 0. 00 12, 672,525.68

2015年光彩行 0. 00 5, 785,611.00 0.00 0. 00 0.00 0. 00 5, 785, 611. 00

2013年光彩行 0. 00 6,012,910. 00 0. 00 0. 00 0. 00 0.00 6,012,910. 00

抗灾救灾捐款 2, 200, 000. 00 8, 650, 00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8, 650, 000. 〇〇

合 计 80,615, 050. 18 64, 899,156. 07 0.00 0.00 0.00 0. 00 64, 899, 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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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
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

例
用途

2016年光彩
行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工商业联合
会、甘肃省华池县人民政府 9, 501,664.00 9.94% 公益帮扶项目、华池县公益帮扶项目二期

2017年光彩
行 四川省凉山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5, 280, 000. 00 5. 53% 用于贫困群体改善生活设施 “六件套”

2015年光彩

行 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政府 5, 485,611.00 5. 74% 光彩新农村卫生室建设项目
2013年光彩

行 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政府 6, 000, 000. 00 6. 28% 在乡困难烈属遗属危房改造项目

抗灾救灾捐
款

毕节市委统战部、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婺源县工商联、长沙市工商业联合会、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8, 650, 000. 00 9.05%

毕节纳雍县山体崩塌灾后重建、岫岩县水
灾灾后重建、婺源县水灾灾后重建、长少

市水灾灾后重建、修水县水灾灾
民生光彩西
藏先心病儿

童救治
北京安贞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华信医院 1, 105, 061.53 1.16% 西藏先心病患儿治疗费、食宿行费用

西部光彩帮
扶基金 织金县人民政府 9, 860, 000. 00 10. 32%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

中华红丝带
基金

伊犁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龙岩市永定
区慈善总会、凉山州工商联、昭觉县人民政

府
6, 568, 980. 00 6. 87%

实施艾滋病防治项目、捐建“彩金实验小
学教学楼”项目、捐建万达爱心学校

%
%
%
%
%
%
%
%
%
%
%
%

合计 52, 451,316. 5： 5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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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是
2017年度共开展了0项慈善信托，涉及0领域，金额总计〇元

序号 慈善信托名称 信托财务余额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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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是否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委托

期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
夂回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上海
道支行 * 有 7,000, 000. 00 3年 固定 0. 00 0. 00

合计 7, 000, 000. 00 0.00 0. 00
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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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资收益
动态表格打印

单位：人民市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

1、无投资收益 0 0

2、

....

4,

5^

6、

1、

8,

9,

10、

11、

12、
r

】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7 丨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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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基金会的关联方
动态表格打印

单位： 人民币元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中央统战部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
光彩会理事、基金会理事、民营企业家 主要捐赠人

地方人民政府、统战部、工商联、光彩会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
“老、少、边、穷”及“三区三州等贫困群众、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投资的被投资方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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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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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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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窗5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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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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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
光彩事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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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

> 4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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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动态表格打印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額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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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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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动态表格打印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中华全国工商业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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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 - II'.

-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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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动态表格打印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 龄 账面佘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34250 0 34250 38000 0 38000

卜2年 22234 0 22234 0 0 0

2-3年

3年以上 0 0 0 2234 0 2234

合计 56484 0 56484 40234 0 4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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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佘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

中海水站、燃气站、北汽福
1 斯特公司 21234 37. 59% 6234 15. 49%

2015-02-

27
水桶、燃气罐、机要车押金

西藏先心病患儿
2

'入
34250 60. 64% 0 0

2016-03-

28

民生光彩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
患儿机票

3 综合部 1000 1.77% 2000 4.97%
2017-11-

30
食堂周转金

4 中华红丝带基金 0 0 32000 79. 53%
2017-12-

29
调研差旅费

合计 56484 402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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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动态表格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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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1134 0 1134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0 0 0 1134 0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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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新气象__ 
*宾馆 0 0 1134 100%

2017-10-

31
民生•光彩西藏先心病儿童救治患儿住宿

费预付款

合计 0 113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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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十三）应付款项 :v>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泛海公益基金会“西藏和四省藏区幸福工程”项目经费 900000 0 900000 0

职工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 76419. 24 175507.3S 246486. 25 5440. 38

港币利息 0. 35 0 0 0.35

中华红丝带基金待注册资金 20027095. 89 0 27095. 89 20000000

职工早午餐自付款 1394 2766 3640 520

职工早餐费用 0 1155.4 0 1155.4

合计 21004909. 48 179428. 79 1177222. 14 20007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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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预收账款
动态表格打印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i十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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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工作总结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主要工作
-)围绕基金会创新发展，积极开展调研走访 

从2017年新年伊始，有计划地开展了调研走访各位理事和部分民营企业家，共同探讨基金会创新发展的新举措，扩大基金会规 

漠的新方法。一年来，先后赴北京、上海等11省（市）调研，详细了解当地光彩事业的进展情况，现己完成对基金会理事的走 
访，还走访拜会了27位光彩会理事及优秀企业家代表，接触了 15家企业基金会，共同探讨和交流了基金会运作的经验，基金会 

的发展也得到了理事们的大力支持。主动服务企业，建立“蜂巢式”专项基金发展模式。主动对接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和企业 

家，积极建立专项基金。
(二） 积极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与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工商联一起于2017年5月5日在贵州省织金县、6月29日在甘肃省和政县、9月2日在江西赣州召开了全 

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片区座谈会，11月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召开了全国“万企帮万村”扶贫车间座谈会。继续推进黑今 
西南州“村企结对帮扶”项目和广昌县的对口帮扶项目。全年共4次赴贵州省龄西南州晴隆县、望谟县、江西省广昌县调研，了 

解当地贫困群众的需求，积极对接理事企业开展帮扶，考察督导公益帮扶项目落地情况，协调当地抓好公益项目的落实=基金 
会援建广昌县10所小学己经全部落成，于2017年11月对广昌县所有实施中的公益项目进行了检查督导，并对己完成的公益项目 

进行验收。
(三） 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均出现自然灾害，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同志关于抗洪救灾工作的指示精神，
组织慈善捐赠共1000万元，用于贵州省纳雍县、湖南长沙市、江西省婺源县和修水县、辽宁省岫岩县等地灾后重建项目，在审 

核资料完善手续后及时拨付款项，现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
(四） 扎实推进公益项目实施，确保项目实效

一是做好公益项目的督导、验收和资料收集工作。安排工作人员并邀请部分捐赠企业和媒体记者前往安徽金寨、江西吉安、江 

西赣州、甘肃庆阳、云南德宏、湖北红安等地督查和验收基金会资助的公益项目，向有关捐赠企业分送了项目验收报告，组织 
媒体对项目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金寨县白塔畈镇农村自来水管网建设项目的完成，一次性解决了整个镇的饮水问题。红安 
县123所农村卫生室项目的完成，切实改变了当地老百姓“就医难、就医远、就医贵”的问题，实现小病不用出村就可以治疗口 

二是稳步推进项目落地。对正在实施的公益项目坚持专人负责，全程跟进，有效保证了项目顺利开展。结合企业捐赠实际，及 
时调整江西省瑞金市在乡烈士遗属危旧房改造项目资金，并将尾款全部拨付到位，确保项目实施；光彩&#8226;民生银行西藏 

儿童先心病救治项目历时4个月的救治工作全部结束，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华信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共接收8批100名患儿接受救 

治，实现全年预定目标。
三是积极参与“中国光彩事业凉山行”活动。在“凉山行”活动中，各位理事积极献策出力，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实施生 
活设施“六件套”项目。目前，该项目实际资助金额2051.3万元，第一期资金528万元已经拨付，项目实施有序推进。
(五） 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工作标准

一是及时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关于统一战线、非公有制经济和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统战部机关 

党委关于“两学一做”的要求，积极参加和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主题党日等活动，不断增强党员意识，提高思想认识。
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抓规范入手，严格公益项目的管理和资金使用的审批手续，严格经费审批制度，拟制经费使用计 

划，建立更为完善的项目经费审批流程。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不断规范公益项目的运作程序，严格按照程序、制度稳步推 

进，并且对公益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认真分析，反复推敲，保证项目的落地能够惠及贫困群众。根据《慈善法》的要求，结合 
《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了6项现有工作制度，拟提交本届基金会理事会议审议。

三是开发基金会公益项目管理平台。为适应《慈善法》对基金会提出的新要求，使公益项目的运作和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 

化，委托专业公司开发了公益项目管理平台系统，经过反复沟通、修改，目前该系统己经完成测试，正式进入运行。
四是全面做好信息公开和项目推广宣传工作。积极落实民政部有关要求，每季度对实施超过三个月的公益项目进行信息公开，



对完结的项目全面公示，提升了基金会的公信力。在原有系统媒体和机关新闻报送的基础上，加大互联网和掌媒的宣传力度， 
积极推动多方合作，扩大光彩事业社会影响力和爱心企业的社会影响。坚持做到对信息认真审査，执行严格的新闻发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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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报告

编制单位：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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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261,665, 955. 25 328, 962, 919. 46 短期借款 31 ).00 )•00

短期投资 1 0. 00 3.00 应付款项 32 n, 004, 909. 48；10, 007, 116. 13

应收款项 3 56, 484. 00 ^0, 234. 00 应付工资 53 0. 00 )•00

预付账款 1 0. 00 1, 134. 00 应交税金 55 243. 05 5, 205. 56

存货 3 0.00 3. 00 预收账款 66 100 )•00

待摊费用 0.00 100 预提费用 71 〕•00 〕.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投资 15 0.00 3. 00 预计负债 72 3. 00 1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0 0. 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100 3. 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261,722, 439. 25 329, 004, 287. 46 其他流动负债 78 〇•〇〇 3.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21,014, 152. 53 20,013, 32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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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负偾合计 90 0.00 0. 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535, 094. 85 610, 178. 97

减：累计折旧 32 259, 667. 97 335, 494. 27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275, 426. 88 274, 684. 70 受托代理负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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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4, 152. 53 20, 013, 321. 6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0 0. 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275, 426. 88 274, 684. 7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0 230, 700. 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49, 653, 760. 66 49, 685, 392. 49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91,329, 952. 94 259,810, 957. 98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240, 983, 713. 60 309, 496, 350. 47

资产总计 60 261,997, 866. 12 329, 509, 672. ie>负偾和净资产总计 120 261,997,866. 13 329, 509, 67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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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中国光彩G 止基金会 2017年J复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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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其中：措赠收入 1 0.00 169, 536, 031.69 169, 536, 031. 69 0.00 162, 792, 918. 43 162, 792,91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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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59, 226. 04 0.00 2, 959, 226. 04 3, 539, 264. 99 0. 00 3, 539, 264. 99

收入合if 11 2, 959, 226. 04 169, 536, 031. 69 172, 495, 257. 73 3, 539, 264. 99 162, 792, 918. 43 166, 332,183. 4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76, 293, 223.41 0. 00 176, 293, 223.41 1,246, 522.00 94,311,913. 39 95,558, 435, 39
'x二）t理费用 21 2, 257, 664. 22 0. 00 2, 257, 664. 22 2, 261, 111. 16 0.00 2, 261,111. 16

\三）筹资费用 24 0. 00 0. 00 0. 00 0.00 0. 00 0. 00

(四）其他费用 28 5, 586. 55 0.00 5, 586. 55 0. 00 0. 00 0.00

费用合计 35 178, 556, 474. 18 0. 00 178, 556, 474. 18 3, 507, 633. 16 94,311,913. 39 37, 819, 546. 5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40 175,417, 322. 66 -175,417, 322. 66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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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79, 925. 48 -5, 881，290. 97 -6, 061,216. 45 31,631.83 68,431,005. 04 68,512, 63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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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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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792,918. 43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 553, 550. 15

现金流入小计 13 L65, 346, 468. 58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L4 35, 558, 435. 3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331，242. 72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L6 391, 925. 68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脱，116.46

现金流出小计 23 97, 743, 720. 2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B7, 602, 74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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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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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305, 7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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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05, 784. 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05, 784. 1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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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296, 96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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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14 年 2015年 2016 年
检查结论 合格 合格 2016年12月31日前认定为慈善组织，不参加2016年度检查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6年度改进建议书 ■是□否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6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H是□否

(二）评估情况：
u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己过□
2、已通过评估，评估等级为4A ,有效期自2013 年至2018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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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6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否
如选“是”，清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枚到改进建议书后，针对旭化成永环保评比问题，我会决定不再组织此类活动，并当面向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征求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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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公开基本信息
1、公开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是□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jjhzc/index. html

2016-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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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监事的基本情况■是口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zzjg/index. html 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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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下设的秘书处组成部门、专项基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 
或者主要职能□是■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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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重要关联方■是□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动态表格打印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guangcai.org.cn/publicfiles/businc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3/46160.html

2016-11-

19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ralfiles/cspgp/tongg/201703/46161. html

i—
2016-U-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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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开联系人、联系方式、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或者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 
□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index.html
2013-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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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开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是口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刊载媒体名称、刊载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glbf/index. html

2018-01-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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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7、公开领取薪酬最高前五位人员的职务和薪酬口是■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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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开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公务招待费用、公务差旅费用标准 
口是■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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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2016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如选“是”，填写下表

是口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组织网

http://www. chinanpo. gov. cn/viewbgs. html
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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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2016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如选“是；

动态表格打印
是口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组织网 2017-04-12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2017-04-03

3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201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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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四）公开募捐信息（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 
1、公开募捐方案■是口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guangcai.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nilfiles/gcjjli/s3233/201706/46449.lrtml

2017-06-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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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募捐取得的款物等收入情况■是口否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TOv.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tongg/201801/47344. html

2017-08-

09

2.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Mv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As3236/201708/46858. html
2017-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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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己经使用的募得款物的用途■是口否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g_uangcai.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6/46450.html

2017-06-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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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尚未使用的募捐款物的使用计划■是口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1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v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clq/201704/46279. html
2017-04-

24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vww. cspgp.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07/46640. html

2017-07-

18

3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es/cspgp/zdlxdq/201710/47058. html

2017-10-

25

4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丨iafiles/cspgp/yaowen/2018(U/47355. html

2018-01-

31

5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A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4/46278. html

2017-04-

24

6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r/A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7/46642. html

2017-07-

18

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A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10/47064. html

2017-10-

25

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A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803/47451. html

2018-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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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开公益慈善项目信息1、公开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是□否 
如选“是’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1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cspgp.org.en/publ:icfiles/business/htnilfiles/cspgp/zdlxdq/201704/46279.html

2017-04-

24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cspgp.org.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07/46640.html

2017-07-

18

3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10/47058. html

2017-10-

25

4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 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803/47450. html
2018-01-

31

5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4/46278. html
2017-04-

24

6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ejjh/s3233/201707/46642. html

2017-07-

18

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10/47064. html

2017-10-

25

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i/A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ejjh/s3233/201803/47451. html

2018-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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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公益慈善项目收入、支出情况■是口否 
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cspgp.org.cn/publicfileis/busincss/htmlfiles/cspgp/zcaxdq/201704/46279.html

2017-04-

24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v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07/46640.  html

2017-07-

18

3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 icfiles/business/hLfnlfiles/cspgp/zdlxdq/201710/47058. html

2017-10-

25

4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m/publicf’ij_es/busincss/htmifiles/cspgp/zdlxdq/201803/47450. htmi

2018-01-

3丄

5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4/46278.html

2017-04-

24

6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7/46642. html

2017-07-

18

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10/47064. html

2017-10-

25

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803/47451. html

2018-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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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开公益慈善项目剩余财产处理情况■是□否 未公开原因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04/46279. html

2017-04-
24

2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07/46640. html

2017-07-

18

3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710/47058. html

2017-10-

25

4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网站

http://www. cspgp.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spgp/zdlxdq/201803/47450. html

2018-01-

31

5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4/46278. html

2017-04-

24

6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v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7/46642. html

2017-07-

18

7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www.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7]0/47064. html

2017-10-

25

8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网站

httpr/Am^. guangcai. org. 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cjjh/s3233/201803/47451. html

2018-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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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六）公开慈善信托信息□是■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开展慈善信托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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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七)公开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活动情况口是■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重大资产变动 
信托如选“是”，填写下表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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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12 动态表格打印

、(八2公f重大g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口是■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女a
选“是’’，填写下表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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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开关联交易情况口是■否 未公开原因其他原因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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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意见

监事姓名： 胡林辉

意见：

同意

签名：

日期： 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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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姓名： 王力涛

意见：

同意

签名：

曰期： 2018-03-12

第69页插页



2018/3/12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动态表格打印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査意见：

经办人:

(印鉴） 年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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