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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奖励资助 人才引进 国际交流 专业培训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1117 号

2013-03-14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贵勤楼 319 室

8914092 互联网地址 lzuedf.lzu.edu.cn

王寒松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730000

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1,724,873.6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08,629.2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6,00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93%

� � 本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6,843,859.51 0.00 6,843,859.51

6,429,559.51 0.00 6,429,559.51

6,016,059.51 0.00 6,016,059.51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0.00 25,482,610.29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25,482,610.2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0.00 25,482,610.29

资产总计 0.00 25,482,610.2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25,482,610.2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25,135,230.28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347,380.0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63,624.46 6,843,859.51 7,207,483.97

其中：捐赠收入 0.00 6,843,859.51 6,843,859.51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6,244.45 1,708,629.23 1,724,873.68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1,708,629.23 1,708,629.23

（二）管理费用 16,000.00 0.00 16,000.00

（三）筹资费用 244.45 0.00 244.45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47,380.01 5,135,230.28 5,482,610.29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李炳毅

� � 近日，中国首所公益性免费
大学北京华夏管理学院举办了
主题为“华夏大家庭———大爱大
家行”的爱心捐赠活动。 活动现
场，华夏管理学院院长姜岚昕作
了“大爱天下”的演讲，同时举行
了“世华公益基金会圣贤教育基
金”和“华夏孝道基金”的成立仪
式。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山
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青
年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也赶来
现场，不仅演唱了她的两首代表
作《感恩》和《春天的芭蕾》，并在
现场为爱心大学捐赠了人民币
10 万元。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始建于
1994 年， 是教育部批准成立最
早的中外合作高等院校之一。
2011 年 11 月，在数百家知名企
业的共同支持下， 北京华夏管
理学院宣布实行免费教育，成
为中国第一所免费大学， 每年
致力于为近千名“特优、特困、
特长”的革命老区、贫困山区、
农民工子弟等提供免费上大学
的机会。 可以说首所免费大学
的创办是公益事业的一项创举,
也是对公益教育的全新开拓，
吸引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
注和爱心捐助。

常思思虽然是一位年轻的
歌者，但在各种公益慈善活动现
场却经常能看到她的身影，对于
此次捐助贫困学子的助学行动，
常思思表示， 作为一名歌唱演
员，这些年自己得到了社会给予

的各类荣誉很多， 这不仅是收
获，更是一种鞭策和责任，所以
有义务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在我看来，教育关乎
祖国的未来和这些孩子的命运，
尤其是上不起学但又品学兼优
的那些贫困学生，如果我能用自
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哪怕一个孩
子圆梦，那都是我的荣耀，更希
望社会各界的扶持能在孩子心
底种下传递爱心、互帮扶持的种
子； 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和谐社会、
公益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
力量。 让爱照亮每一个角落，让
我们一起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奉献正能量。 ”

据悉，常思思近年来不仅用
歌声传递快乐、服务观众，更通

过自己的亲身实践践行公益。
“2012 年中国公益事业形象大
使”、“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爱·助
成长’ 爱心大使”、“平安中国防
灾宣导系列公益活动宣传形象
大使”、“2013 最佳公益精神奖”
等诸多荣誉见证了常思思在公
益事业上的付出和收获。 而常思
思也认为自己只是抛砖引玉，希
望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发挥明星
效应，为贫困学子的大学梦贡献
力量。

活动最后，院长姜岚昕及家
人向学院捐赠图书，并承诺会定
期向免费大学做爱心捐赠，鼓励
同学们将“早睡早起读经典，晨
会目醒写日记， 尊师亲友做义
工”的好习惯坚持下去。

（王祺文）

常思思在现场为爱心大学捐赠

� � 6 月 12 日，腾讯网区域门
户、 腾讯公益携手国际钢琴家
郎朗在上海的城市地标———东
方明珠塔，共同启动 2014 腾讯
“城市力量”公益项目暨郎朗城
市音乐梦想巡演。

“城市力量”温暖城市

腾讯“城市力量”大型公益
项目由腾讯网 12 个区域门户
与腾讯公益联合推出， 聚焦城
市，整合腾讯一站式在线平台、
腾讯公益品牌和 12 个区域门
户的落地优势， 将网络平台的
传播力、互动性、影响力发挥到
慈善公益事业中， 产生垂直的
联动效应， 打造区域化公益全
平台， 号召更多的网友关注并
参与公益事业， 为需要的人送
去及时的关爱，彰显“城市的力
量”。 据悉，“城市力量”后续将
会推出更多公益活动， 汇聚爱
心，传递温暖。

目前，“城市力量” 已启动
“村小的世界杯”和“音乐教室”
两个活动， 爱心在全国广泛传
播和传递，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与支持。

此前启动的“村小的世界
杯”是“城市力量”项目的第一
个活动，由腾讯网 12 个区域门
户和腾讯公益共同发起的，由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执行，为
家乡孩子捐赠“快乐运动包”、
改善体育教学设施，用“城市力
量” 助跑农村。 该项目自 2014

年 5 月份启动后， 已有数万网
友参与和捐助。

“城市力量也是腾讯区域
门户本地化服务的一部分，我
们希望能够借助腾讯区域门户
的媒体影响力号召更多的人参
与公益事业， 让大众成为公益
的主角，传递社会责任，创造社
会价值， 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
社会化发展。”腾讯公司区域运
营部副总经理葛燄表示。

开启音乐梦想

此次“城市力量”项目发布的
一大亮点， 是郎朗携手腾讯网区
域门户、腾讯公益，共同开启音乐
梦想巡演，共建“音乐教室”。

此次，郎朗携手腾讯、助力
“城市力量”， 与腾讯网区域门
户、 腾讯公益共同推出城市音
乐梦想巡演和“音乐教室”公益
项目，计划在腾讯网 12 个区域
门户所在地分别举行一场钢琴
演奏会， 演奏会的部分门票收
入将投入此项目， 并计划每个
城市捐助两个音乐教室， 同时
号召当地企业和网友也积极参
与进来，为孩子们捐赠“快乐音
乐包”。 希望通过捐助音乐教
室、培训师资力量等方式，改善
贫苦山区学校的音乐环境、教
学环境。“希望大家关注并参与
到我们的公益活动中来， 让贫
困山区的孩子们也能享受音乐
的快乐，实现音乐梦想。 ”郎朗
说道。 （刘奇）

腾讯区域门户携手郎朗
开启“城市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