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扶牧民解困，暖心公益
认购”， 由内蒙古在京的众多明
星参与的“寻找心中的牧场”大
型公益慈善认购、 认养活动，
2016 年 1 月 26 日在北京内蒙
古大厦举行。本次活动还联手内
蒙古政府相关机构、内蒙地区的
企业及内蒙在京的企业家一起
参与爱心奉献，帮助遭遇困难的
牧民渡过难关。

受多重因素影响，内蒙古部
分地区的羊肉价格整体呈下降
趋势，甚至在冬季理应迎来的消
费旺季， 却出现市场低迷的现
象，活体羊收购价格降价幅度超
过 30%。从 2015 年国庆节之后，
由于干旱， 牧草的价格不断上

涨，羊肉价格却一直下滑，这无
疑让内蒙古部分地区的牧民们
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本次活动借
助公益慈善和媒体的宣传，把内
蒙古原生态的绿色羊肉推广出
去，帮助部分面临困境的牧民解
决了当下的销售问题。

现场牧民以及来自内蒙古政
府主管农牧业的专家讲述了内蒙
古纯天然羊肉养殖、生产背后的故
事，使内蒙古原生态纯天然羊肉得
到更多人了解。 当天的活动，内蒙
籍各界明星纷纷响应， 吉祥三宝、
乌兰图雅、李德戈景、杭盖乐队等
都到场助力献艺暖心行动。

通过嘉宾认购、认养不但能
够买到今年的放心羊肉，还能提

前从牧民手中预定明年的活羊，
通过这种方式鼓励那些遭遇困
难的牧民的养殖热情。

本次公益活动中，“中国特
产京东内蒙古馆”受邀担任本次
活动的落地公益志愿者。该馆利
用电子商务模式帮助牧民打通
销售新渠道。 通过互联网+的手
段即时完成，并由他们全程实现

“认购下单及未来的检验、 检疫
和免费配送”， 全面负责落实嘉
宾认购、 认养的销售善后工作。
同时，“京东内蒙古馆”也开通了
公益直购活动，网友可以在京东
内蒙古馆直接预订那些遭遇困
难牧民的羔羊，贡献一份爱心。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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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00,489,152.44

本年度总支出 53,552,179.72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2,152,311.7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0,000.00

行政办公支出 120,852.1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6.0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32%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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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74,255.21 0.00 61,174,255.21

61,174,255.21 0.00 61,174,255.21

32,000.00 0.00 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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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9,152.44 73,196,247.36 流动负债 0.00 5,120.00

其中：货币资金 47,229,152.44 58,196,247.3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5,120.00

净资产合计 200,489,152.44 223,191,127.36

资产总计 200,489,152.44 223,196,247.3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0,489,152.44 223,196,247.3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8,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0,489,152.44 215,191,127.3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5,079,899.43 61,174,255.21 76,254,154.64

其中：捐赠收入 0.00 61,174,255.21 61,174,255.21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53,552,179.72 0.00 53,552,179.72

（一）业务活动成本 52,152,311.71 0.00 52,152,311.71

（二）管理费用 1,399,185.41 0.00 1,399,185.41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682.60 0.00 682.6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53,174,255.21 -53,174,255.21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4,701,974.92 8,000,000.00 22,701,974.92

投资收益 15,000,000.00 0.00 15,000,00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上杭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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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清华携手盖茨基金会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2016 年 1 月 22 日， 清华大

学校长邱勇在瑞士达沃斯与比
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
席比尔·盖茨先生会谈， 就双方
在北京联合成立“全球健康药物
研发中心(北京)”达成共识，并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 这也将是该类
研发中心首次在中国落地。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北
京 ） (GHDDI, Global Health
Drug Discovery Institute) 旨在建
立一个高效运营、 功能完善、拥
有杰出医药研究和转化能力的
全球公共卫生和医药创新机构。
中心成立后，将针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
病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研发各方
面的优势，开展国际药物研发合
作，进一步完善、强化早期药物
研发的实效体系, 成为连接全球
药物先期研发前沿机构与下游
临床开发单位的枢纽。

邱勇表示， 清华大学从上个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生命科学
和基础医学学科， 迄今为止已经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
清华于去年 12 月 25 日成立了药
学院， 并在十三五规划中将药学
作为一个新的重点发展领域。 此
次与盖茨基金会合作成立全球健
康药物研发中心是清华大学推动
药物研发的一项重大举措。 邱勇
强调， 清华将在发展药学学科的
同时，充分发挥化学、化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材料科学等相关
学科的优势， 全面提升清华大学
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科研能力，推
动中国的医药研发体系改革，为
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和医药

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盖茨表示：“中国不仅已在

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同时也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
来应对严峻的世界贫困人口的
健康挑战。 这也是比尔及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的一贯使命。 基
金会对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北京） 未来在全球医药研发领
域驱动创新的潜能充满期待，并
希望通过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共
同推进解决全球医疗健康最迫
切的问题。 ”

作为共同的创始合作伙伴，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将为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北
京）” 提供前期项目研发资金支
持和中心发展运行指导，而清华
大学将在多方面支持该中心，包
括领军科学家团队、科研运营管
理、起始项目、设备和其他资源
等。 中心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将
不断开放进取，吸引更多的国内

外优秀合作伙伴。
据悉，“全球健康药物研发

中心（北京）”将建设成为公益性
的国际合作和研究平台，用其突
出的转化医学能力，结合创新的
商业模式，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原动力，将最新研究发现与
药物生产环节联系起来，通过药
物研究应对全球卫生和人类健
康的挑战。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一直致力于推进全球健康和发
展领域的创新，致力于应对包括
结核病、疟疾、艾滋病等在内的
影响全球最贫困人口的卫生和
健康难题，拥有与世界顶尖医学
研究院、国际组织和药物生产商
的丰富合作经验，并已建立起有
效的全球卫生医药研究体系。 全
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在北京的

建立，也是基金会与中国的又一
次重要合作。

丁胜表示，清华药学院将与
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助力全球健
康药物研发中心（北京）的发展。
中心契合药学院的发展战略，在
技术创新和医药转化等方面可
形成良好互动，共同推进共有的
宏伟愿景：不断提升创新药物研
发，为改变全球健康状况，造福
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

双方在“全球健康药物研发
中心（北京）”的创新合作将进一
步提升清华相关学科的发展水
平，推动中国药物研发体系的改
革与发展，为提升全球卫生研发
技术能力和人类疾病治疗作出
贡献。 （高文兴）

内蒙牧区羊肉滞销 众星助力公益认购

� �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共同见证
合作备忘录的正式签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