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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组织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l社会信用代码 531000005000198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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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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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小微企业发展问题对策研究，开展连片特困地区成因对策研究，开展非公经济企业参与社会公益 
情况的研究等项目。

业务主管单位 1074

成立时间 2005-06-14 原始基金（开办资金）（万元） 3050.00

是否是慈善组织 是 认定（登记）为慈善组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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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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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6121336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cspgp.org.cn

秘书长
姓名 余敏安 固定电话 010-58336730

移动电话 13611164622 电子邮箱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贾世光 固定电话 010-58336742

移动电话 13901096906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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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guangcaijsg@163.com

理事长（法定代表人> 李路 理事数 22

监事数 3 负责人数(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5

专职工作人员数 14 举办刊物情况 内部发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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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28 报告编号 神会内审【2020】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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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理事会SfflS况
本年度共召开（2 )次理事会

1、本组织于（2019 )年（03 )月（06 )日召开（3 )届（6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9-03-06
备义地点 通汛会邮寄方式

雜议题

1. 审议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8年财务报告
2. 审议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实物捐赠管理办法》
3. 审议《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修订稿）》
4. 审议通过新设立的专项基金
5. 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1)成立监事会
⑵增设基金会副秘书长

6. 填写基金会荆介表
7. 提出对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8. 其他事项

出席理事名单
李路、南存辉、李占通、李新炎、余敏安、丁佐宏、王伟、王振滔、李彦群、邱淦清、陈丽、罗可大、阎志、韩 
庆、薛方全、王华、王雅韬、王名、黄克宙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王力涛、胡林辉、王建峰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义决议

1.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8年财务报告
2•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实物捐赠管理办法》
3. 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
4. 通过新设立的专项基金
5. 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成立监事会
(2 )增设基金会副秘书长

6•其他事项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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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组织于（2019 )年（07 )月（02 )日召开（3 )届（7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9-07-02
义地点 甘肃省临夏州

义议题
1. 审议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9年上半年工作报告、1-5月财务报告
2. 审议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章程（修订案）以及相关制度
3. 表决通过有关人##项
4. 理事交流发言
5. 领#i井话

出席理事名单
李路、南存辉、李占通、余敏安、丁佐宏、王振滔、李彦群、邱淦清、罗可大、阎志、韩庆、薛方全、王雅韬、王 
名、边海燕、李健、陈贝贝、部博

未出席理事名单
李新炎，王伟，陈丽，王华

出席篮事名单
鞠喜林、张甫

未出席监事名单
王建峰

/ •

义决议

1.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2019年上半年工作报告、1-5月财务报告
2•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章程（修订案）以及相关制度
3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4•其他事项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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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政治酿 理事会职 
努

在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时 
间{蟁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 
组织领取的 
报酬和补贴 
(人民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 
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 
退（离）休 
干部

退
(离}

体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李路 男 1954-01-11 中共党员 理擧长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是 是

2 输炎 男 1951-11-14 群众 副理事长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3 李占通 男 1964-04-20 中共党员 副理事长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4 南存辉 男 1963-07-09 群众 副理事长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5 余安敏 男 1959-07-17 中共党员 秘书长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6 丁肢 男 1962-05-15 无党派人士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7 王伟 男 1968-10-28 群众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8 王振滔 男 1965-05-14 群众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9 李彦群 男 1970-06-25 民主党派成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0 邱淦清 男 1961-07-25 群众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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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政治酿
理事
会职
努

在登记筐理 
机关备案时 
间(饅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民 
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 
业单舰 
(离）休賴

退（离） 
休刊隈 
否办理备 
案雜

11 陈丽 女 1956-02-25 无党派人士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2 罗可大 男 1958-05-23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3 阎志 男 1972-07-01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4 韩庆 男 1953-03-14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5 薛方全 男 1955-04-19 群众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6 王华 女 1963-06-26 中共党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7 王雅韬 女 1984-09-20 共青团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8 王名 男 1959-01-02 民主党派成员 理事 2017-02-27
2016-12-07

2021-12-06
0 无 否 否

19 边海燕 女 1973-06-07 群众 理事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20 邹博 男 1968-02-25 群众 理事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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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政治酿
理事
会职
努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民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蓽 
业单腿 
(离}休干部

退（离）
休千部畏 
否办理备 
案手续

21 李健 男 1966-02-16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22 陈贝贝 女 1982-02-01 中共党员 理事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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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曰期 政治面貌
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最 
近一届）

任期起ii：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织 
领取的报酬和补 
贴(人民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星否为铷机 
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退（离）休
-T-rtrOT*nP

退（离>
休雜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 王建峰 男 1974-12-27 中共党员 2019-05-06
2019-03-20

2024-03-19
0 无 否 否

2 鞠喜林 男 1957-05-14 中共党员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3 张甫 男 1984-08-18 群众 2019-07-08
2019-07-02

2024-07-01
0 无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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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M)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努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S称
余敏安 男 1959-07-17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 秘书长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牛建国 男 1965-07-13 中共党员 博士研究生 副秘书长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陈浩 男 1975-05-20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 副秘书长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王建峰 男 1974-12-27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 監事长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贾世光 男 1972-06-26 中共党员 本科 宣传部负责人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武静怡 女 1993-01-31 共青团员 本科 办公室助理 无

张硕 女 1992-08-14 共青团员 本科 财务部出纳 无

唐琴 女 1973-12-01 群众 本科 宣織 无

崔志勇 男 1988-01-27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 项目部负责人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蔡文思 男 1984-10-17 群众 本科 办公室负责人 无

张琪 女 1984-01-18 中共党员 本科 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王苗 女 1996-04-25 共青团员 本科 项目部 无

李达 男 1989-06-09 群众 本科 项目部 无

郝洁 女 1982-06-11 中共党员 本科 财务部负责人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

专职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485.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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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o无

专项基金、分支（代表） 
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机 
构管理、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〇有@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无
内设机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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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调用 
合同人数 9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失业
保险 9 养老保险 9 医疗保险 9

工伤保险 9 生育保险 9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无
志愿者ffii 志愿者麵制度 ®有.无 志愿者数 17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麵制度 ®有_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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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 
行北京西直门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长椿街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洌出全部帐号） 0102014210003986,02-110401040004332,610978995 , 630757323 f 
630506130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正义路支行

外币银行账号冽出全部帐号） 600418030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B登记 ]未gi己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B捐赠收据'丨税务发票B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郝洁 财务部会计 ®有 无 助理会计师
张硕 出纳 ®有」无 助理会计师

(有〇无
c有〇无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无

其他顏制度
人事制度、项目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办法、募捐管理办法、实物捐_麵办法、薪酬制度、内设輸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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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本情
况

党组织名称 光彩中心党支部 党组织类型 联合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7 人

党纖书记
姓名 在本组织中所任职务

余敏安 基金会秘书长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〇理事会〇常务理事会〇办公会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本®R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余敏安 秘书长 13611164622

活动情
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 
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6283.50 元/ 年 活动经费来 

源 上级组织划拨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12 次 13 次 48 次 5 次

群团工
作

是否建立工会 是 是否建立团组织 是 是否建立妇 
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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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盥己、备案事顷办理情况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〇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〇未办理
L’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o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I已办理 C正办理 J未办理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r正办理 ::)未办理

〇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末办理
〇是 ④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0未办理
L-:是 ®否 变更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〇是 ®否 变更宗旨 〇已办理 C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9-08-01
r、:是 ®否 变更负责人 f、:„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八）专项基金、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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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分支（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4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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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

序号 专坂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负责人身份证号 
(护照号码〉 使用帐户性质

1 中华红丝带专项基 
金 2009-11-30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 

会、红丝带基金
民营企业家 余敏安 1101041959071717

13 基金会基本账户

序号

是否
成立
专项
基金
管理
机构

专麒金筐 
理机构人数

本年S开会 
议次数 募集资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 
邊否符合本 
组织的管理 
制度和雜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 信患公开的媒体

1 是 10 38 定向捐赠 是

"一切为了孩子•中华红丝带基金 
凉山关爱工程"：中华红丝带基金 
奶粉营养资助、凉山娃夏令营' 
红丝带母婴平安包、红丝带健康 
包、山圃fi汾儿童资助项目。

中国光彩事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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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宣传部 贾世光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1602

2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项目部 崔志勇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夕卜大街305号8区2号楼 

1602

3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办公室 蔡文思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夕卜大街305号8区2号楼 

1602

4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财务35 郝洁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夕卜大街305号8区2号楼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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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负贵人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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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繩金 合计

―、本年度捐赠收入 411006679.74 13516058.00 424522737.74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411006679.74 13516058.00 4245227377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411006679.74 13516058 424522737.7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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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基金 237000000 0 乡村振兴
中国光彩事业怒江行 30000000 0 扶贫

合计 337657730.00 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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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06679/74 13516058.00 42452273774

(—)来自境内的捐赠 41100667974 13516058.00 4245227377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1100667974 13516058 424522737.74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00

2019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是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否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是 |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304887946.34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304887946.34

本年度总支出 360292003.8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56954069.39

管理费用 3337934.49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的比例） 117.0S % (综合三年 166.36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0.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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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8_赠额 用途现金 非现金
责州织金"五个一" 47697730 0 织金扶贫
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 22960000 0 扶贫

/y

合计 337657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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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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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20)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56954069.39)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中华隨带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17123701.99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5967338.15 元
运作模式：〇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D所有人0)1童[]老人〇妇女□残疾人匚]少数族商□某类特殊人群〇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擁
域：

教育®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体育〇科学研究〇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C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医发展〇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〇全国[]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〇山西省〇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上海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江苏省匚丨浙江省 安徽省
海南省□重庆市

福建省 
四川省□

江西省匚]山东省〇河南省
贵州省□云南省匚）西藏自治区

□吉林省〇黑龙江省 
湖北省〇湖南省D广东省 
1陕西省匚丨甘肃省[□青海省

新疆匚丨深圳市□大连市〇青岛市C3厦门市匚丨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中华红丝带专项基金为配合政府预防控制艾滋病宣传倡导工作，支持艾滋病高流行地区防艾工作，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致孤儿童和;'阳性妈妈•”群体而设立„ 
2019年，实施"一切为了孩子•中华红丝带基金凉山关爱工程'主要针对凉山州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及阳性妈妈群体，在母婴阻断、科学喂养、营养补助、生 
活救助、教育帮扶，及基层防艾宣传等方面开展工作。其中，中华红丝带基金奶粉营养资助，为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普格县、金阳县、越西县、布拖县、 
美姑县、冕宁县、德昌县、甘洛县、雷波县、喜德县、宁南县、木里县等地的艾滋病感染母亲所诞下的健康婴JUf供共计20000罐（ 900g/罐）婴幼儿奶粉， 
使凉山州存在的婴幼儿人工喂养的奶粉缺口问题得以缓解儿童的安全健康得以保障，当地艾滋病母婴传播率达到下降至4?4以下的目标，•凉山娃夏令营活 
动，在北京、赝门、深圳三地进行，来自凉山普格中学、普格民族中学、万达融创红丝带爱心学校的共251名学生感受到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温暖 
和关爱；红丝带母婴平安包，与凉山州卫健委联合筹资采购10000个"母婴平安包"向凉山州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已婚待产家庭免费赠送，配合地方艾滋病母婴 
传播干预宣传工作，使当地住院分娩率得以明显提高4红丝带健康包项目，通过免费赠与共计10000个红丝带健康礼包的形式，在外来务工者群体、高校学 
生、麗:点偏远贫困地区基层群众中开展深入、系统的安全麵及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引导用工单位:1:视外来务工者的安全健康，提高他们健康安全意识。 
儿童资助项目，与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凉山州教育基金会合作，为山西临汾的31名艾滋病感染儿麗和凉山州普格县红丝带栋梁班102名受艾滋病影响的贫 
困儿童进行帮扶，带去来自社会的关爱，解决实际困难，减轻他们生活上的压力，鼓励其勇于面对困难，靈新树立起对生活与学习的信心。号召社会力量， 
关注艾滋病感染j L童.和受艾滋病影响的贫困儿童。
项目运行时间：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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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星乡村医生精准扶贫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 是®否
本年度是否赚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 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45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4183806.18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B儿童 O老A a妇女〇残疾人r少数族裔〇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 疗卫生 〇文化艺术〇体育二科学研究 C社会服务r; 生态环境 C法律与公民权力
m 〇政策倡导O灾害救助G 扶贫及社区发展〇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舰展 〇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D河北省O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匚)黑龙江省上海市 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B海南省B重庆市B四川省■责州省B云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〇新疆「:]深圳市□大连市[r青岛市：;厦□市

广东省:西藏自治区〇陕西省〇甘肃省[]青海省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7年12月，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与复星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由复星集团按照每年450万，三年累计捐资1350 
万设立此项基金，围绕守护、赋能与激励村医三大核心内容，致力于服务中国农村ISO万乡村医生群体，通过实施"一个村医保障工程（专业培训.保睑赠 
送）、一N曼病签约管理奖励包、一批贫困大病患者求救助、一批优秀乡村医生推选、一批智慧卫生室建设"的'•五个一"工程为抓手的全方位立体帮扶，为贫 
困地区培养并留住合格乡村医生，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可及性，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率，助力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〇19年实施了"一 

(n培ijii+保险贈g)、；!&'：]梦mta、一批贫困大病患者求救助、一批优秀乡村医生—批智慧卫生室建设。并与团中央"西部大学 
生志愿者计划"合作，招募40名具有医药和公共卫生背*的毕业生补充到乡村医生项目a其中"五个一"工程为项目县村医赠送了28 , 852份意外和重疾保险，
意外险实现项目县乡村医生全覆盖；组织了74场线下培训，受训村医12,069人，线上培训平台参训村医1, 889人次：在28个县发放了共计577.2万元的慢病 
签约Sffig励基金，对327名考取乡村全科賊助理医师资格证的乡村医紐行3000元从的激励，奖励金额为981000元；与中国大病社会救助平台合作，通 
过驻点队员和乡村医生已救助122例大病患者；奖励了40名"暖心乡村医生"和'•暖心乡镇卫生院院长"；完成了296间村智慧卫生室升级改造，捐赠相关设备、 
药品600余万元。
项目运行时间：2018年到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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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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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198169819.57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儿童□老人[ IS妇女匚丨残疾人□少数族裔〇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科学研究G社会服务G生_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m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0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夕卜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D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深圳市

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 山西省 
安徽省O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〇贵州省 云南省C1西藏自治区 
大连市D青岛市D厦门市□宁波市

辽宁省[]吉林省 
湖北省

；]黑龙江省 
湖南省B广东省 

陕西省〇甘肃省n青海省
项目介绍：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设立"総.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棚兴基金"，计划3年内捐赠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用于以福建省寿宁县为起点， 
逐步覆盖"三区三州'开展乡村振兴公益项目，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该专项基金实施了资助福建省寿宁县东区中学建设项目、支持 
中央统战部定点扶贫五县教育发展项目、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金厢镇乡村振兴项目、广东省河源市东源g仙坑村客家文化样板项目、支持百色"深圳小镇“公 
共配套项目、科技助力寿宁葡萄产觸色升级发展项目、支持昭通市靖安和卯家湾易地扶贫艇安置点幼儿园项目、支持广东仁化县平甫村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项目、支持青海省大通县精准扶贫与共同缔造帮扶頭目等，
项目运行时间：2018年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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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均摇扶贫济困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八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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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12385112.5 元
运作模式：®资助0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匚）所有人CD儿童匚丨老人[ 〕妇女匚丨残疾人□少数族裔〇某类特殊人群匚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〇医疗M 文化艺术二）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黒龙江省境夕卜 全国〇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 
〇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〇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D责州省O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5_省O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陕西省D甘肃省D青海省
项目介绍：

2018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和上海均瑶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光彩•均瑶扶贫济困公益项目'该项目由上海均瑶集团每年捐赠2〇〇〇万元，5年内捐赠1亿 
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均瑶集团选定或光彩会推荐的帮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扶贫幵发、基础建设等公益慈善项目。2019年实施了中央芭蕾舞团 
人才培养项目、"光彩盲协"甘肃临®丨信人按摩培训项目."光彩助教"广西百色市教师培训项目、均瑶育人奖一迪庆州光彩事业促进会教育扶贫项目、资助 
限川县贫困大学生帮扶计划项目、中国肢残人协会"站立计划"救助项目、望谟县洛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板栗经费项目等，
项目运行时间：2018年起至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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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龙湖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C.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M134358.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271079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C3儿童[：]老人（ I]妇女口 残疾人匚:少数族裔匚)某类特殊人群n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教育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〇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上海市

全国O北京市G]天津市 
江苏省B浙江省匚安徽省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I辽宁省〇吉林省〇黑龙江省 
□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D广东省

陕西省B甘肃省□青海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〇重庆市D四川省〇贵州省D云南省[3西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〇新疆C]深圳市匚大连市匚丨青岛市匚丨厦门市CI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8年，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与龙湖集团及其董事长吴亚军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光彩•龙湖教育扶贫公益项目'计划由龙湖集团和吴亚军个人每年共捐赠 
3000万，10年内累计捐贈3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我国教育事业等公益慈善项目或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选定推荐的相关公益项目。2019年，实施了"西湖大 
学教育捐赠经费"项目'"中国企业家博物馆-亚布力论坛永久会址n的设计项@、"成都新都区大丰舗慈善关爱援助专项基金"项目、巫溪县天元乡助残脱贫攻 
坚项目、"龙湖•新1001夜农村留守儿童睡前故事I页目'“龙湖班"学生助学和师资培训项目、东润公益基金会新疆助学项目等。
项目运行时间：2018年起至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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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珍贝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3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8389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〇儿童□老人[1妇女匚丨残疾人□頻族商□某类■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月艮务领〇教肓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④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境外 全国〇北京市 天津市〇河北省
浙江省上海市 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〇新疆

山西省 
江西省安徽省 福建省 

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 云南省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市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山东省□河南省 

)西藏自治区
吉林省

湖北省
陕西省

黑龙江省
湖南省 广东省
甘肃省B青海省宁波市

项目介绍：
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囯光彩事业基金会设立"光彩.珍贝基金"，计划5年内捐赠1500万元，每年捐赠300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扶贫开发等公益慈善项目。2019年，该基金实施了墨玉县夏普克村配备电视机项目、淦清助学项目、"北京市东城区阳光路公益活动服务中心特殊 
教育教师培训"项目、东城区宝华里拆迁困难群众救助项目、宣化塞北文武学校建设资金项目'爨谦县吉尼赛乡麦曲村培训及礎|置设备项目、天坛街道商会为 
千户家庭送温暖项目等.
项目运行时间：自2019年至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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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美丽"健康教育培训•'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1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3586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G混合
服务嫡：〇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D残疾人D少数族商〇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教育〇医疗卫生c文化艺术。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生额境 c法律与公民权力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G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1□全国 

上海市□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京市 
浙江省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辽宁省
河南省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i石雨省 □西藏自治区〇
匕]新_ L 深圳市丨 大连市 青岛市 丨厦门市[I宁波市

]吉林省□黑龙江省 
湖北省G湖南省D广东省 陕西省B甘肃省□青海省

项目介绍：
2008年9月（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与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展"光彩•美丽公益项目'主要实施技能培训、支持贫困家庭子女从事美容 
化妆行业的创业以及救灾等公益项目，计划按三年制中专学历教育培训150人，按短期培训9期，每期100人，累计1050人•其中，"容大"大健康教育培训项 
目招收的第一期106名学员，2019年9月17日在甘肃省坏县职专培训基地正式开班，深圳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环县统战 
部、环县人社局、环县职专校等单位参加了开班典礼；完成环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三年制中专学历教育美容美体专业2019年秋季招生55九2019年11月22 
日，第一期培训班培训任务圆满结束，102名培训学员通过结业考试，获得培训合格证-并陆续通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获取亚健康调理师资格证书。 
54名培训学员与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及容大公司下厲1〇家分公司签订了就业协议并于近期内走上实习就业岗位 。
项目运行时间：2019年7月至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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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爱心守护一光彩.民生西藏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治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___•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1 (5)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1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2583800.51 元
运作模式：®资助 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O儿童□老人r 妇女匚i残疾人[::]少数族商□某类特殊人群〇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科学研究c社会服务〇生窃^境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蛾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C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夕卜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〇四川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〇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江西省 山东省.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1广东省

贵州省〇 S南省D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G甘肃省〇青海省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中国総事业基金会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新一期合怍协议，民生银行计划从2019年趣2023年，5年捐赠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在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儿童先心病救治工作。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分为_客〇-18岁先心病患者救治、医护培训、科研、医疗知识普及四部分。2〇19年 
10月和12月，分别组织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华信医院专家赴西藏拉萨市、昌都市' 四川凉山州开展确筛工作，芫成筛杳546人.确诊19〇人救 
治99人。同时，依托新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在南疆地区幵展筛查，共确筛患儿312人，救治90人。
项目运行时间：2019年8月-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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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波司登"万企帮万村,准扶贫行动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0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1047076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5193040 元

运作模式：®资助D运作O混合
服务对象 B所有人 儿童匚::老人「:妇女[]残疾人匚: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
域：

教育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O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〇志愿服务O公益事业发展O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〇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B新疆

内蒙古自治区 
山东省

辽宁省
可南省

山西省
安徽省 福建省〇江西省 

重庆市H四川省D责州省B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吉林省□黑龙江省 
湖北省D湖南省G)广东省 !陕西省〇甘肃省〇青海省

项目介绍：
波司登公益基金会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连续3年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责州织金县尚未脱贫的建挡立卡贫困人口，每年捐赠价值500万元的羽绒 
服10000件。截止2019年底，已完成向临夏、怒江、广西、青海、新疆、江西、贵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群众捐赠价值1,047.08万元的羽绒服26,525件。
项目运行时间：自2018年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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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光彩事业怒江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C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3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39880241.14 元
运作模式：0资助 ，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 □儿童□老人（I '敝〇 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教育0 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O体育 。科学研究 ' 社会服务。生态环境 c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IE:
;境外：」全国；.....

上海市 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r 
浙江省□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责州省〇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iri« ;禾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履门市 宁波市

吉林省匚]黑龙江省 
湖北省G湖南省□广东省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10
项目介绍：

2018年"中国光彩事ik怒江行"期间，组织企业家进行公益_|。其中，现金捐赠9545万元，8000万元用于怒江州易地扶贫撥迁"新时代新生活"公益项目， 
1545万元用于产业帮扶基金。怒江州易地扶贫搬II ••新时代新生活"公益项目，主要用于为怒江州泸水市、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的2504妒易地撥迁群众 
配备所需的床'衣柜、餐桌椅（一桌四椅）、沙发、茶几等物品，每户在上述5件设施中结合需要选择不超过4件，且每户总价值不超过人民帀300C^ 
2019年共向11664户完成家具配发11664套。产业帮扶基金，201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怒江州中小微企业培训班，培训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和合作社理事长共计 
33人，通过理论培训和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促进企业发展，从而推动怒江州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顼目运行时间：2018年至2020年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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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2296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70S5396.5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儿童〇老人[]妇女〇 残疾人□少数族裔〇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O教育O医疗卫生O文化艺术G体育 〇科学研究〇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a；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其他
服务地区：
〇境夕卜□全国〇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 13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匚]甜省□黑龙江省

11

□上海市□江苏省 
〇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浙江省 
海南省L 
新疆

安徽省□福建省 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I]湖南省□广东省
重庆市

深圳市
酬丨省C3赍州省□云南省C3西藏自治区□陕西省O甘肃省G青海省

大连市 青岛市D厦门市G3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9年"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期间，广大民营企棚赠2742.422万元用于帮助地处"三区三州〃的甘肃窗临夏州发展教育事业、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公益 
事业发展，助力准脱贫攻坚战，共实施7个公益项目。其中和政县甘门沟学校元菜坪小学教师周转房项目建设工程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东乡县东山小 
学综合教学楼及附属工程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正在墙体砌筑和装饰装修阶段；东乡县董岭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周转宿舍建设项目，现已完成图纸设计工 
作；康乐县冯马家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f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左家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正在进行实施方案设计阶段； 
民生银彳孩助临夏州20台急救车配备项目，已完成对东乡县5辆、积石山县5辆、永靖县2辆、临夏市2辆、康乐县2辆、临夏县4辆，共计20辆捐赠救护车辆 
的发放，•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旧教学楼综合楼、配套设施、室外维修及教学条件改造项目，已完成招标工作。
顼目运行时间：2019年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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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责州织金"五个一"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〇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4769773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42008182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B所有人□儿童。老人[ 丨妇女C1 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C.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4：;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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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夕卜 全国 北京市 
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画

天津市[u河北省 
□安徽省□福建省 

)重庆市□四川省D责州省 
深圳市匚）大连市匚]青岛市

山西省 
江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匚丨辽宁省匚丨吉林省□黑龙江省
山东省□河南省 

云南省C]西藏自治区 
贗门市□宁波市

湖北省 
]陕西省

湖南省 
]甘肃省

广东省
青海省

项目介绍：
为帮助责州织金县解决贫困户住房难、用水难、生产难问题，2018年12月，全国工商联在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期间，面向执委和机关干部职工开展〃定点扶 
贫我参与1舌动，认捐资金共计53134885元，在贵州织金县实施"一口水窖、一#危房改造、一棵皂角苗、一头牛、一头猪"一"五个一"项目。其中，小7欠 
窖建设颂目今入帮扶资金1557.4525万元，建设小水窖1876口，惠及21个乡镇（街道）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876户7992人；危房改造项目投入帮扶资金 
2220.165万元，实施危改•'三改"（改厨、改厕、改圈）679套，惠及4个乡镇（街道）建档立卡贫困户679户2935人；皂角铸种植项目投入1113.1192万元，种 
植皂角19826亩.惠及S个乡镇建档立卡贫困户847户2971人；肉牛和生猪养殖项目投入帮扶资金3.%万元，采购肉牛5头、生猪46头，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28户112人4
项目运行时间：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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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黔西南定点帮扶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〇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862086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B所有人□儿童□老人L：]妇女□ 浅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口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〇医疗胜。文化艺术〇体育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④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科学研究〇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志愿服务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全国□北京市□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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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区：
□境外[
□上海市D江苏省口浙江省D安徽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C3海南省[3重庆市r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〇深圳市

吉林省□黑龙江省
湖南省匚广东省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〇河南省□湖北省 
]四川省〇责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匚]青海省 
大连市〇青岛市〇厦门市〇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6年，多家民营企业为充分发扬光彩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主动履行社会贵任，积极参与到统一战线定点帮扶工作中，并结合企业实际，发挥自身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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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打贏脱贫攻坚战做出贡献。2019年，实施了晴隆县大厂镇六规田村蔬菜种植项 
目：望谟县打岩村野蜂养殖项目；望漠县麻山镇卡法村中蜂养殖项目；望谟县乐元镇板降村食用菌种植项目；富通集团捐贈桑郎镇兴合村花椒种植、林下养 
鸡项目。除富通集团捐赠桑郎镇兴合村花椒种植.林下养鸡项目外，其麵目均已结项。
项目运行时间：2016年11月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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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抗洪救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〇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900000 元
运腿式：®资助〇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〇老人[]妇女□ 残疾人□少雖裔B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c: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酵硏究：. .)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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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区：
□境外□全国 
□上海市CJ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京市匚|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 
□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B江西省 
海南省□重庆市〇四川省〇贵州省[ 
新疆□深圳市C3大连市匚青岛市

内蒙古自治区D辽宁省 
山东省□河南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
广东省湖北省B湖南省 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C3甘肃省〇青海省 

厦门市O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7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光彩理事企业家向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1020万元，用于贵州省纳雍县、湖南长沙市、江西省婺源县和修水县、辽宁窗岫 
岩县等地受灾群众救助' 安置及恢复生产生活项目。
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至2019年12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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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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262679.1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4814246.84 元

运作模式：④资助〇运作C.混合
服务对象：〇所有人□儿童□老人C]妇女□ 残疾人厂;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C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月艮擁〇教育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 〇政策倡导®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服务地区：
匚境外□全国 

上海市（.:::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京市[]天津市
浙江省□安徽省 

海南省□重庆市
15 宁夏回族自治区〇新疆 深圳市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 
匚:福建省□江西省D山东省[3河南省 
]四川省O责州省O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大连市ID青岛市□厦门市O宁波市

]吉林省口黑龙江省 
湖北省C3湖南省匚:广东省 

:)陕西省□甘肃省C]青海省

项目介绍：
西部光彩帮扶基金是全国工商联扶贫工作委员会为配合《中国衣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的实施，在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发起设立的。2019年继续 
对西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帮扶。其中，完成援建新疆建设兵团太阳能光伏户用系统资助尾款64万拨付，项目直接覆盖新疆建设兵团8个师、14个团 
场、600户少数民族家庭共1M0人、2个边境哨所、4个农场和牧场，解决距师部最远达600公里的站点用电问题，改善了边防连队干部职工的生产生活条 
件，有力的促进了新豳边境地区的稳定，项目运行时间：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2019年资助云南省玉龙县30万元，用于帮助白格堰塞湖泄洪洪灾民营 
企业、玉龙县玉合种养殖场灾后重建，•资助50万元帮助云南迪庆受金沙江塌塞湖洪灾企业、商会、员工和民众抗洪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资助贵州织金 
县10万元，舂节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资助"万企帮万村"农业产业扶贫论坛136 , 584.84元，•资助智慧村医健康扶贫研讨会85 , 347元，•资助贵州识金县教育 
精准扶贫学生资助项目款3 , 000 . 000元；资助"万企®万村"表彰5Z315元，项目运行时间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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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央统战部定点帮扶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C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c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6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3200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丨所有人□儿童G老人[: ;妇女□ 残疾人D少数族裔口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O教育iD医疗卫生G:文化艺术O体育 〇科学研究〇社会服务O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C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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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上海市 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浙江省

]海南省 
1新疆

□安徽省 
::重庆市 
深圳市I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福建省〇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四川省〇责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大连市 青岛市 贗门市 宁波市

吉林省□黑龙江省 
湖瞎□湖南省□广东省 
陕西省□甘肃省□胄海省

项目介绍： — ^
20^8年，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开展•中央统战部定点帮扶公益顼目'总资金规模为1500万元，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国 
光彩事业基金会历年来结余的部分工作经费；二是历年来实施项目过程中结余的项目管理费，三是光彩基金会部分资金收佐用于支持的公益项目限于中央 
统战部定点帮扶的赍州省晴隆县'望谟县' 赫簞县、三麵、甘肃积石山县以及对口支援的江西广昌县。其中，2019年8月至12月完成毕节统战干部综合能 力提升培训；并实施赫章县金银田、金银山幼儿园设施配备顼目，赫章县儿童福利院、平山县二小捐赠项目4 
项目运行时间：2018年至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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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捐资助学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919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10820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〇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 〇老人□妇女□ 残疾人□少数族裔〇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教育〇医疗卫生 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酵研究（)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其他
服务地区：
O境外□全国[J北京市□天津市 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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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CI1山西省
上海市[I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13江西省□山东省C3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C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〇海南省G]重庆市〇四川省〇责州省〇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匚]新疆〇深圳市匚]大连市〇青岛市匚]屬门市〇宁波市

项目介绍：
通过"光彩■复星教育奖励基金' 1‘同心•光彩助学基金"和光彩中心党支部党员捐助资金，向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_是供资助，缓解贫困学生家庭经济及受助 
大学生心理压力，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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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光彩.复星教育奖励基金"资助88万元，对海南省海南中学、海南国兴中学、海南师范大学附厲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文昌 
中学、昌江中学、嘉积中学、万宁中学440名学生，每人资助2000元，项目运行时间：2009至2022年；“毕节■同心助学基金•'资助25万元，对贵州毕书市的 
200名大学生，每人资助1000元，并资助毕节团市委项目经费5万元，项目运行时间：2011年至2020年；光彩中心党支部捐助1.2万元，对江西广昌县3名、 
四川凉山州眧觉县9名贫困/j痒生每人每年资助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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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G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〇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200000 元
运雜式：®资助〇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O老人[： :丨妇女□ 残疾人匚:少数族裔B某类親人群D 某类病种人群[1其他
服务领®教育〇医疗卫生〇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鮮研究： '.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志愿服务 〇公益事业发展。其他

项目名称：2014年中国光彩事业行

服务地区：
境外□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D海南省（Z)重庆市r

河北省〇山西省 
〇福建省□江西省 
四川省C3责州省

辽宁省

18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匚〗深圳市〇大连市C3青岛市

内蒙古自治区
山东省D河南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厦门市□宁波市

吉林省黑龙江省 
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陕西省C甘肃省 青海省

项目介绍：
2014年中国光彩事业信阳行〃活动期间，中和珍贝有限公司计划每年捐赠20万，5年内捐赠人民币100万元，用于河南新县教育扶贫，按年资助家庭贫困而 
品学兼优的学生。其中10万元资助新县高中学生20人，每人5000元；10万元资助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50人，每人2000元。
项目运行时间：2014年-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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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2015中国光彩事业红安行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〇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〇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1000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C混合
服务对象：BS所有人C]儿童L.老人L〕妇女U 浅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匚 某类病种人群1□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〇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 
域：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G扶贫及社区发展

。科学研究
〇志愿服务

〇社会服务O生态环境
®公益事业发展〇其他

〇法律与公民权力

19

服务地区：
□境夕卜□全国 
□上海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北京市□天津市
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

海南省□重庆市 
編匾匚]深圳市i

内蒙古自治区 
山东省：

辽宁省匚；吉林省□黑龙江省
河南省B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

河北省□山西省 
□福建省□江西省 
四川省G]责州省O云南省[□西藏自治K [3陕西省□甘肃省匚丨青海省 

大连市G青岛市□厦门市O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5年,中国光彩事业红安行"活动期间，4家民营企此向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资金40万元，统筹用于红安县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分别实施二程 
镇田店村苕粉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太平桥谢家寨村豆丝加工基地建设项目。2019年拨付项目尾款10万元，并结项。
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6月-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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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光彩基金会捐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〇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〇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4014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29436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〇混合
服务对象：B所有人□儿童□老人[ 1妇女□ 残疾人。少数族裔D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〇教育c医疗卫生c文化艺术〇体育 〇酵研究（ 、社会服务〇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 〇政策倡导〇灾害救助〇扶贫及社区发展 C志愿服务 O公益事业发展®其他

境外 全国 
上海市〇江苏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北京市[]天津市〇河北省 
浙江省

重庆市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山东省 河南省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安徽省 福建省D江西省
四川省D责州省D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大连市G青岛市[：]厦门市[：)宁波市

吉林省
湖北省
陕西省

]黑龙江省 湖南省□广东省 
i甘肃省[1青海省

项目介绍：
为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建设、改善贫困家庭生活设拖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对云南昭通市北闹镇和江苏太仓市沙溪村河北盐 
山县大卢村'贵州安顺市断桥镇'江西瑞金市九堡镇'云南福贡两所学校实施帮扶，树立光彩事业良好社会形象。其中，2017年始资助40万元，为昭通市 
昭阳区北闸镇和江苏太仓市沙溪村困难家庭改善生活设施，已结项；2018年资助200万元，为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常庄乡村内道路硬化、墙壁粉刷和4个村 
内獅整治改造，已麵；2018年资助100万元，为责州安顺断桥镇戈尧村产业机耕道硬舰目，项目正在实施；2019年资助2〇万元，为江市重建遭 
受暴雨的九堡镇圩水管网工程：2019年资助10万元，支持云南福贡县架科底中心校和亚左洛完小一期建设；2019年资助中华工商时报1〇〇万元。
项目运行时间：2017年12月-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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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备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个，异地募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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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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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是 否
本年度开展了（ 10 )项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光彩复星乡村医生精准扶贫
项目支出： 人民币350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2760 户 107350 人

云南省 迪庆州市 德钦县
项目受益地点：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甘肃省临麗州积石山 

县、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四川省金阳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B健康扶贫匚）产业扶贫 翻设施 救助匚:志愿扶贫。易地艇□其他

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具体开展"五个一“工程内容包括：一个村医保障工程（专业培训+保险贈送）'一个慢病签约管理奖励包（2019年替 换为"龙门梦想i十划"）、一批贫困大病患者求救助、一批优秀乡村医生推选、一批智慧卫生室建设•项目为"五个一"工程制定了标准的执行 
手册，将此作为"标准动作:在全囷60个项目县进行快速推广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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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爱心守护一光彩•民生银行西藏先^病儿童救治
项目支出： 人民币1000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89 户189 人

西藏自治区省 昌都市 左贡县
项目受益地点: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规县、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州轮台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阿瓦 

提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瞎什莎车县、四川雀凉山州德昌县、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甘肃省 
临夏州广河县、甘肃爾临夏州临夏......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O健康扶贫C3产业扶贫dStlii设施匚1直接救助C3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由民生银行五年内捐资不少于5000万设立基金，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先心病救治工作，计划5年共救治800名患儿。实施内容主 
要包括先心病救治'培训、科研、医疗知识普及四部分。2019年10月和12月，分别组织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华信医院专家赴 
西藏拉萨市.昌都市' 四川凉山州开展确筛工作，完成筛査546人，确诊190人，救治99人。同时，依托新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新疆南 
疆地区开展筛查，共确筛患儿312人，救治90人。总计在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华信医院、茵都儿研所、华西医院、新疆第三人民医院共完成 
9枇次患儿189人的救治工作„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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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捐资助学
项目支出： 人民币12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2 户12 人

项目受益地点： 江西省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昆

抚州市 广昌县

项目类别： D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〇基础设施匚]■救助□志愿扶贫〇易地■〇其他
光彩中心党支部党员捐款。资助江西广昌县3名贫困家庭小学生，四川昭觉县9名贫困家庭轉生每人每年1〇〇〇元完成学业•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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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波笥登"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项目支出： 人民币2125829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4113 户 4113 人

项目受益地点 新漏维吾尔自治区省 阿克苏地区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区、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

乌什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〇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地艇□其他
波司登公益基金会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向南疆地区贫困农牧民捐赠价值2072192元的羽绒服4012件，向凉山贫困群众捐赠价值S3637元 
的羽绒服1〇1件#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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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青海囊谦县吉尼赛乡麦曲村培训及购置设备
人民币5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80 户18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青海省 玉树州市 囊谦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0健康扶贫〇产业扶贫□基础设施C]直接救助C3志愿扶贫 易地搬迁D其他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光彩•珍贝基金"计划2019年至2021年资助玉树州工商业联合会10万元人民帀，用于组织60名当地贫困户参加缝制纪念 
品技能培训，120名贫困户农牧民学习制作民族用品.藏香等纪念品，并购买翻'制作设备'修建厂房等.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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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新疆Mi县夏普克村配备电视机
项目支出： 人民币789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〇〇 户100 人

项目受益地点：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省 和田市 墨玉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C3基础设施O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地搬迁C3其他
2019年5月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光彩•珍贝基金"资助78900元，为墨玉县夏普克村100户贫困家庭每户添置一台电视机。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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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怒江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 3643320S14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1664 户 44189 人

项目受益地点： 云南省省怒江州市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云南省怒江州丨卢水县、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
贡山县

项目翻：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〇产业扶贫□基础设施〇直接救助C3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2018年冲国光彩事业怒江行'‘期间，组织企业家进行公益捐赠，捐赠资金9545万元，其中8000万元用于怒江州易地扶贫艇"新时代新生 
活••公益琐目，1S45万元用于产业帮扶基金。
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新时代新生活"公益项目，主要用于为怒江州泸水市、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的25040户易地搬迁群众配备所需的 
床、衣柜、餐桌椅（一桌四椅）、沙发、茶几等物品，每户在上述5件设施中结合需要选择不超过4件，且每户总价值不超过人民甩3000 
元# 2019年共向11664户完成家具配发11664套。
产业帮扶基金，2019年在浙江杭州举办怒江州中小微企业培训班，培训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和合作社理事长共计33人，通过理论培训和现场 
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学员综合素质，促进企业发展，从而推动怒江州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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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5600000 元，受益建裆立卡贫困户2985 户 13773 人

项目受益地点：
甘肃省 临夏州市

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
和政县

项目类别： O教育扶贫O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直接救助匚!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2019年冲国鄉事业临夏行"期间，广大民营企业捐赠2742.422万元用于地处"三区三州'啲甘肃省临夏州发展教育事业'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促进公益事此发展，助力准脱贫攻坚战，计划从2019年至2020年共实施7个公益项目，其中:和政县甘门沟学校元菜坪小学教师周转房 
项目建设工程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东乡县东山小学综合教学楼及附属工程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正在墙体砌筑和装饰装修阶段，•东 
乡县董岭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周转宿舍建设项目，现已完成图纸设计工作，•康乐县冯马家小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已完成项目招标工作.•积 
石山县胡林家乡左家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正在进行实施方案设计阶段；民生银行资助临夏州2〇台急救车配备项目，已完 
成对东乡县5辆、积石山县5辆、永靖县2辆、临夏市2辆、康乐县2辆、临夏县4辆，共计20辆捐赠救护车辆的发放；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旧 
教学楼综合楼、配套设施'室外维修及教学条件改造项目，已完成招标工作。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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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一切为了孩子关爱凉山工程K
项目支出 人民币 17123701.99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83 户583 人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昭觉县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四川雀凉山州雷波县、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
项目类别： O教育扶贫〇健康扶贫匚]产业扶贫□基础设施〇直接救助□志愿扶贫匚]易地搬迁I□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切为了孩子•中华红丝带基金凉山关爱工程"，主要针对凉山州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及;阳腿妈"群体，在母婴阻断、科学喂养、营.养补 
助、生活救助、教育帮扶，及基层防艾宣传等方面开展工作.其中，中华红丝带基金奶粉营养资助，为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普格县、金 
阳县'越西县、布拖县、美姑县、®宁县'德昌县' 甘洛县、雷波县、喜德县、宁南县.木里县等地的艾滋病感染母亲所诞下的健康婴儿 
提供共计20000罐（900g/罐）婴幼儿奶粉，使凉山州存在的婴幼儿人工喂养的奶粉缺口问题得以缓解，儿童的安全健康得以保障，当地艾 
滋病母婴传播率降至4%以下的目标；凉山娃夏令营活动，在北京、贗门、深圳三地举办，来自凉山普格中学、普格民族中学、万达融创红 
丝'带爱心学校的共251名学生感受到来自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爱红丝带母婴平安包，与凉山州卫健委联合筹资采购10000个 
，婴平安包"向凉山州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已婚待产家庭免费赠送，S3合地方艾滋病母婴传播干预宣传工作，使当地住院分晚率得以明显提 
高•红丝带健康包项目，通过免费赠与共计10000个红丝带健康礼包的形式，在外来务工者群体.高校学生、重点偏远贫困地区基层群众中 
开展深入、系统的安全健康及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引导用工单位重视外来务工者的安全健康，提高他们健康安全意识•儿童资助项目，
与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凉山州教育基金会合作，为山西I®汾的31名艾滋病感染儿童和凉山州普格县红丝带栋梁班1〇2名受艾滋病影响的贫 
困儿童进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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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云南迪^1.1.03"金沙遐塞湖抗洪救灾捐助
项目支出： 人民币50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〇 户〇 人

项目受益地点：
云南省 迪庆市 德钦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〇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2018年11月13日#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泄流，云南迪庆州境内多处道路被淹没、多座桥梁冲毁。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从‘•西部光彩帮扶基金" 
中拨付50万元予以资助，帮助地处u三区三州"深度贫困的迪庆受灾企业、商会、员工和民众抗洪救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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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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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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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项目名称： 光彩复星乡村医生精准扶贫
项目支出 人民币350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0000 户 100000 人

云南省 怒江州市 德钦县
项目地点： 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 

县、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四川省凉山州壤塘县、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B健康扶贫□产雌贫 基础设施 救助D志愿扶贫□易地搬迁 其他

乡村医生精准扶贫项目具体开展"五个一•'工程，内容包括：一^村医保障工程（专业培训+保险贈送）、一t慢病签约管理奖励包、一批贫 
困大病患者求救助、一批优秀乡村医生推选、一批智慧卫生室建设。项目为"五个一"工程制定了标准的执行手册，将此作为"标准动作"继续 
在60个项目县进行快速推广，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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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爱心守护一光彩•民生银行西藏儿童先心病救助
项目支出 人民币10000000 元，受益建裆立卡贫困户260 户260 人

项目地点：
西藏自治区省 林芝市 巴宜区县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昼.、四川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D健康扶贫D产业扶贫D基础设施□直接救助C)志愿扶贫D易地D其他

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先心病救治工作，计划5年共救治800名患儿。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先心病救治、培训、科研、医疗知识 
普及四部分。其中，20鱗预计救治180人，培训80名基层医疗人员，将分别赴拉萨市部分区县及林芝市'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甘肃甘 
南藏族自治州开展确筛工作。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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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项目支出： 人民币500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〇 户0 人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

甘肃省 临夏州市 积石山县
•>0<雀XX市^:襲.

B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D基础设施[:;直接救助匚志愿扶贫C1易地搬迁D其他
资助积石山县城东区/J咩建设项目500万元，在积石山县城东区小学内新建教学楼、宿舍、食堂、室外工程等，总建筑面积6250平方米，建 
成后可容纳学生1500人。 ”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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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波司登"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项目支出： 人民币5000000 元，: §立卡贫困户10000 户 10000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县

西藏自治区
项目类别： 匚I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出设施B直接救助□志愿扶贫O易地匿□其他

波司登公益基金会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拟向西藏自治区捐赠羽绒服600CH牛；向四川省凉山州捐赠4000件。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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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怒江州精准扶贫
项目支出 人民币3954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1200 户 54565 人

项目地点： 云南省 怒江州市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云南省怒江州兰坪■

裼贡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D产业扶贫[]基础设施。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1«^ □其他
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新时代新生活••公益项目，主要用于为怒江州泸水市'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的25040户易地搬迁群众配备所需的 

衣柜、餐桌椅（一桌四椅）、沙发、茶几等物品，每户在上述S件设施中结合需要选择不超过4件，且每户总价值不超过人民芾3000 元•撝赠家具实现易地扶贫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后，将剩余资金用于为泸水市、福贡县' 兰坪县1120妒配备电视机攻 
产业帮扶方面，在浙江杭州举办中小微企业经营^者培训班，在怒江举办小微企业和农村致富带头人精准扶贫培训班，提升当地中小微 
企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带动能力.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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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2182422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29奶 户 13773 人

项目地点： 甘肃省 临翼州市
甘索省临夏州东乡县、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

和政县

项目类別： O教育扶贫Q健康扶贫O产业扶贫D基础设施C]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地搬迁S3其他
2019年冲国光彩事业临夏行"期间，广大民营企业捐赠2742.422万元用于在临麗州开展公益项目，2020年将继续执行和政县甘门沟学校元 
菜坪小学教师周转房、东乡县东山/j哮综合教学楼及附属工程、东乡县蕭岭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周转宿舍建设'康乐县冯马家小学教学楼 
建设、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左家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旧教学楼综合楼、配套设施、室外维修及教学条 
件改造麵目。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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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科学喂养及奶粉营养资助
项目支出： 人民币4845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230 户230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普格县

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四川省凉山州喜德县、四川省凉山州甘洛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O健康扶贫〇产业扶贫□基础设施B直接救助[]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对凉山州喜德县、普格县、甘洛县、金阳县的230名阳性产妇新生儿进行为期15天的产后新生J114学喂养指导^规范喂养方法，提高新生儿 
成活率，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几氧并提供20000罐营养奶粉支落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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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艾防员培训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8736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800 户 1800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普格县

XX 省 xxmxxg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B健康扶贫[]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救助匚）志愿扶贫□易地紐□其他
开展凉山州艾防员培训工作，对艾防员进行7次总计700人次的关于艾滋病预防、筛查、治疗和指导等方法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工作《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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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凉山州红丝带栋梁及奖学金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34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102 户102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普格县

XX省XX市XX爵

项目类别： O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〇直接救助〇志愿扶贫[:]易地搬迁□其他
与凉山州教育基金会合作，对凉山州普格昆红丝带栋梁班102名受艾滋病影晌的贫困儿童进行帮扶，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选定合适学校设 
立奖学金，鼓励其努力学习。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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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红丝带卫浴设施改造项目（物资捐赠）
项目支出： 人民币0 元，受益建裆立卡贫困户3000 户 3000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
凉山州市 昭觉县

项目类别： O教育扶贫B健康扶贫[]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救助□志愿扶贫[3易地搬迁B其他
为万达融创红丝带爱心学校、乡镇卫生院等机构提供卫生间、浴室的设施设备配套改造工作。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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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万达融剑红丝带爱心学_建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1150000 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W00 户 1400 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州市 昭觉县

找省XX南XXI

项目类别： D教育扶贫匚；健康扶贫[]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匚丨直接救助匚志愿扶贫匚]易地搬迁〇其他
万达融创红丝带爱心学校是由万达集团、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通过中华红丝带基金各捐赠1250万元、昭觉昼.委县政府配套资金4000万元 
共同建立的，以彝族民族传统文化为办学特色的，一所集/jx#'初中为一体的九年一贯制学校。2〇2〇年将逬行尾款拨付，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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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捐资助学
项目支出： 人民币12000 元， g立卡贫困户12 户12 人

项目地点：
江西省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
抚州市 广昌县

项目类别： D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直接救助□志愿扶贫CD易地搬迁□其他
由光彩中心党支部党员捐助》资助江西广昌县3名小学生、四川昭觉县9名贫困d#生完成学业。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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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帀元

顷目名称 收入

支出
雖或委托其他 
麵资助给麵 

人的款物

为揋供慈善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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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筐理慈善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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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万科精准扶贫与乡 
村振兴基金 237000000 197869819.57 0 0 0 300000 198169819.57

责州织金..五个一" 47697730 41998500 0 0 9682 0 42008182.00

中国光彩事Ik怒江行 30000000 39597750 0 0 282491.14 0 3988024114

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 22960000 6898000 0 0 157396.5 0 7055396.50

微.龙湖教育基金 14134358.6 27107900 0 0 0 0 27107900.00

合计 351792088.60 313471969.57 0.00 0.00 449569,64 300000.00 3142215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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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顷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本组织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基金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35000000 9.81% 万科专项基金-河源帮扶项 

目尾款
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基金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30000000 8.4% 万科专项基金-汕尾帮扶项 

目尾款
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基金 百色市慈善总会 30000000 8.4% 万科专项基金-百色小镇异 

地搬迁项目
光彩.万科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基金 百色市慈善总会 20000000 5.6% 万科专项基金百色"深圳小 

镇"项目

责州织金"五f 织金县国库支付中心 
(四）全国工商联精准扶 

贫资金专户
41998500 11.77% 全联织金县公募扶贫项目

%

%

%

%

%

rait 156998500.00 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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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慈善组织(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2019年度共参与单慈善信托。其中，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 
1、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的慈善信托

单慈善信托，作为委托人设立 单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鷀信托名称 慈善信托目的 委托人 共同受托人(如有> 腔察人（如有） 2019年总支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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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慈善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的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
慈善信托名 

称
慈義倍托目 

的
截至2019年底慈善信托 
实际到账总金额（元）

2019年慈善信托实 
际到账金额（元}

2019年本慈善组识委托慈善 
信托资金到账金额（元）

其他委托人 
(如有）

受托人（如有多个受 
托人，均需要列出>

监察人（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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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组织的关系
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 
中心 ;:发起人；主要捐贈人L1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L.j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〇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j发起人：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U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B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识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D发起人D主要捐贈人〇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I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个人D其他与本组纟R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厂丨发起人；主要捐贈人匚丨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i......i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U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_投资的被投资方U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纟R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D发起人□主要捐贈人D理事主要来涯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i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i」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i!发起人：主要《赠人r;理事主要来源单位丨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识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i i发起人：i主要捐赠人匸i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识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i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丨理事主要来源单位丨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坦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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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本组织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揋供劳努 本组织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努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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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箅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扨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计

其他应收款：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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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箅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扨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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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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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棚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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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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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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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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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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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努会计报告

编制单位：

(一）资产负债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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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金：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08686505.51 265799266.31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199800000 241000000 应付款项 62 20079554.44 20123518.72

应收款项 3 31263652.55 45018.49 应付工资 63 0 0

预付账款 4 0 32730 較税金 65 25060.29 22217.72

存货 8 0 6323018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 
权投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 74 0 0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439750158.06 513200032.80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20104614.73 20145736.4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镄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667873 716130.6

减：累计折旧 32 390438.18 454656.7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277434.82 261473.9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20104614.73 20145736.44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277434.82 261473.9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184560 138420 净资产：

马f限定1往净资产 101 48165689.88 52978205.55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獅资产 105 371941848.27 440475984.71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420107538.15 493454190.26

资产总计 60 440212152.88 513599926.7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440212152.88 5135999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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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二）业努活动表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Sit

-、收入
其中：捐蹓收入 1 0 297381080.89 297381080.89 0 424522737.74 424522737.74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努收入 3 0 0 0.00 0 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1228500 0 1228500.00 0 6694553.44 6694553.44

其他收入 9 6278365.45 0 6278365.45 0 2421364.81 2421364.81
收入合计 11 7506865.45 297381080.89 304887946.34 0.00 433638655.99 433638655.99
二、费用

(-)业努活动成本 12 5000000 185557639.92 190557639.92 0 356954069.39 356954069.39

(二）管理费用 21 3719118.74 0 3719118.74 0 3337934.49 3337934.49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00 0 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00 0 0 0.00
费用合计 35 8719118.74 185557639.92 194276758.66 0.00 360292003.88 360292003.8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彳f限定性资产 40 0 0 0.00 355988601.： -355988601.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列） 45 -1212253.29 111823440.97 110611187.68 4812515.67 68534136.44 733466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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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努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璗：

接受捐贈收到的现金 1 424522737.7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努收到的现金 3 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雌活动有关的现金 8 500675662.53

现金流入小计 13 925198400.2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56954069.3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390140.21

购买商品、接受服努支付的现金 16 1509581.07

支付的其他与业努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243878144.64

现金流出小计 23 60373193531

业努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簠净额 24 321466464.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388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6694553.44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145494553.4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48257.6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8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2298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409848257.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蜃净额 44 -264353704.1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簠：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鬣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57112760.8

第29页



(四）应收账款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帀元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髓

一年以
内 31255352.55 0 31255352.55 10000 0 10000

1-2年 6000 0 6000 26718.49 0 26718.49

2-3年 2300 0 2300 7000 0 7000

3年以上 0 0 0 1300 0 1300

合计 31263652.55 0.00 31263652.55 45018.49 0.00 45018.49

2、应收款项客户.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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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应收臟总额的 
比例（％ )

合计 31263652.55 100.00 45018.49 100.00 ~ -
1 押金、个人借款 33152.55 0.1 33018.49 73.34 2015-12-31 押金
2 食堂周转金 2000 0.01 2000 4.45 2017-12-31 周转金

3 应收本金 30000000 95.96 0 0 2018-12-31
因元旦假期延期 
至2019年1月2日 
结算

4 应收利息 1228500 3.93 0 0 2018-12-31 同上
5 红丝带备用金 0 0 10000 22.21 2019-12-31 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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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酿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籠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一年以
内 0 0 0 32730 0 3273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计 0.00 0.00 0.00 32730.00 0.00 32730.00

预付账款客户：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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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预付輙总额的 

比例（％ )
合计 0.00 0.00 32730.00 100.00 ~ -

1 北京傲威环亚家 
具有限公司 0 0 32730 100 2019-12-25 家具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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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账款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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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窖户名称
银行退汇：红丝带捐 
伊犁P牛宰 0 113220 0 113220 红丝带专项基金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 
公司汇款 0 0.01 0 0.01 财付通
织金公募项目验证费 1.18 0 0 1.18 腾讯
网银在线（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 
金

1680 0 0 1680 网银在线（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港币利息 54.58 3.34 54.58 3.B4 无
董玉蕊11月公积金及 
社保 1508.97 0 1508.97 0 蘯藤
职工-预付工作午餐自 
付款 520 0 454 66 食堂
中华红丝带专项基金 20000000 0 0 20000000 民政部
住房公积金 71544 170918 242462 0 公积金中心
社保三险 4245.71 82451.02 78148.54 8548.19 社保中心

合计 20079554.44 36659237 322628.09 2012351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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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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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名称

ait 0.00 0.00 0.00 0.00 --

第33页



五、接受监督譲的情况
(-)年检年报情況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8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否
如选"是"，请洋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出的间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二)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iS
2、已通过评估，评估等级为 4A 有效期：自2019 年到2024 年

(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贈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19-05-21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 公告（2019 ) 69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掊 是 2019-04-09 北京市財政局、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税务局 京财税（2019 ) 611号

其他

(四}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否
如选"是〃，请运写下表：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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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市元

序号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1 中国农业银行天津上海道支行委 

贷业务 7000000 0 0

2 民生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全权委 
托理财业务 98800000 5230032.89 104030032.89

3 民生银行西直门支行保腾理财产 
品 30000000 1274000 31274000

4 民生银行长椿街支行增增日上理 
财产品 10000000 190520.55 10190520.55

5 民生银行长椿街支行增增日上理 
财产品 20000000 0 0

7 民生银行奥运村支行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 0 0

8 民生银行正义路支行结构性存款 40000000 0 0

9 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如意人生理 
财产品 10000000 0 0

10 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如意人生理 
财产品 20000000 0 0

11 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如意人生理 
财产品 10000000 0 0

12 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如意人生理 
财产品 310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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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序号 实体名称 设立时间 法定代
表人

工商登记类 
型

被投资
实体注
臟金

认缴注
臓金

本组织
出资额

持股比
例

投资资产占 
本组织总资 

产比例
与本组织的 

关系 核算方法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塯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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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受臟构 受托人是否具有资质在中圜境内从事 
投资管理业努 魏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 

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 

额

合计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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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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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蒲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 
④是〇否

《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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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姓名 王建峰

意见 喊.z在4
签名
曰期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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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

ss

本会召瓶事餘酿作出决動酿聰合《神人麵_法》雜瓶雜臟
定.餓脚碰撕擁告%工娜告咖{中醜練业基鈴实物捐赠麵^法》、《中酿掷业基金

会3S程（修i7S)等内容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均合法^ 
酿紙 …一'

B期 ----------------------- ------------------------------------



监事姓名 张甫

意见

奸 ir. n、.签名
20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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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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