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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 2015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 � 本基金会代表机构（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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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文名称 唐仲英基金会

基金会外文名称 Cyrus Tang Foundation

基金会注册地 Las Vegas,USA

基金会注册机关 美国内华达州州务卿

基金会成立时间 1995-05-31

基金会驻在地 8960 Spanish Ridge Ave., Las Vegas, NV 89148, USA

代表机构名称 唐仲英基金会（美国）江苏办事处

登记证号

业务范围 主要在中国资助教育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设立时间

住 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 1300 号

邮政编码

网站名称

外基证字第 9504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072-9

2007-09-13 负责人姓名 孙幼帆

215200 联系电话 0512-63430081,13776129561

唐仲英基金会 网 址 www.tangfoundation.org.cn

项 目 数 额

本年度总收入 11,756,421.70
本年度总支出 85,667,177.3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85,531,802.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13,080.05
行政办公支出 284,051.71
公益事业支出占本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27.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16%

一、基金会基本信息

二、代表机构基本信息

三、公益活动情况
1．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公益项目情况

四、财务审计报告

五、登记管理机关意见： 民政部
2016 年 3 月 6 日

2015年，唐仲英基金会（中国）全年在中国捐赠人民币约 8500万元，历年累计在中国捐赠人民币超 8.5亿元。 12月，唐仲英先
生被授予“情动江苏?杰出国际友人”荣誉称号。

一、继续做好两个奖学金，致力于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
1、不断创新提高，做好两个奖学金项目。2015年，唐仲英基金会（中国）继续实施以德育为考核标准的“唐仲英德育奖学金”和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 唐仲英德育奖学金新获奖学生 630人，累计共有获奖学生 8786 人，其中在校获奖学生 2583 人，已毕业获
奖学生 6203人。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新获奖学生 7921人，累计共有 71183人次获奖。 基金会要求获奖学生组成爱心社团，吸收其
他同学参加，开展公益慈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增强青年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爱心的责任感，并且带动他们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
参加到公益活动中来，使两个奖学金成为青少年学生提高道德品质的第二课堂。

2015年基金会在奖学金方面的主要工作，一是经过调研考察，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全部中学设立唐仲英爱心奖学金。决定在张
家港市设奖以后，多次前往张家港进行工作辅导，指导当地学校开展宣传动员、获奖学生评选、选配爱心辅导员、组建爱心小分队
等各项工作，使设奖顺利进行。二是切实做好获奖学生评选工作。德育奖学金更多地从参加社团公益活动的志愿者中选拔获奖学
生，爱心奖学金坚持全班无记名投票产生，突出德育这个评选标准。 三是大学指导老师、中学爱心辅导员各自加强对爱心社团开
展公益活动的指导。使公益慈善活动有了较大的创新提高，参与的学生受到更好的道德教育，学校及社会对爱心社团的认可度进
一步提高。

2、加强德育奖学金毕业生工作，使爱心理念薪火相传。 随着唐仲英德育奖学金实施，越来越多的获奖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
为了让他们在毕业后继续坚持服务社会、奉献爱心，带动更多的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基金会切实加强毕业生的工作。 今年 10
月，唐仲英基金会毕业生联谊会在新落成的唐仲英基金会中心召开第三次年会，基金会对会议组织实施给予全力支持。会议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成功实现了新老交接。 会议期间唐仲英先生和基金会领导到场讲话，使会议取得了预定的成效。

二、唐仲英基金会中心落成使用
经过三年建设，唐仲英基金会中心正式落成使用。 唐仲英基金会中心的理念是“点滴爱心，成就美好”，与基金会“服务社会，

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宗旨一脉相承，表达了基金会董事长唐仲英先生长期资助中国的决心，是唐先生对中国慈善事
业的一个长期承诺。唐仲英基金会中心以太湖水、太湖石、银鱼、方竹四元素彰显上善若水、坚如磐石的公益信念和实实在在的爱
心行为，呈现“点滴爱心，成就美好”的理念。 中心分为展览区和功能区，具有展览、展示、培训、办公、公益活动等多项功能。

唐仲英基金会中心于 11月 26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 基金会执行总裁徐小春女士对基金会在中国 20 年发展进行回顾
和展望，她说：基金会将长期坚持在中国运行，将把过去已经做的作为依据，在政府未能顾及而又确实需要的领域给予援助，在高
校教育及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努力。

三、继续实施公益援助项目，争取更好的援助效应
2015年，基金会继续实施主要面对 21所高校的公益援助项目，通过更加规范的评选、更加深入的考察，使有限的援助取得更

好更大的成果。 一是对以往落实的援助项目继续给予资助。 对以往已经落实正在实施中的援助项目，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联系，
督促合作方按照预定计划抓好组织实施，在此基础上按进度及时拨付资助款项，从而使这些项目能够顺利实施。二是进一步落实
项目管理办法，遴选新的援助项目。 在去年经过申报、初评遴选出 72个项目的基础上，邀请 7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复评。 专家
组提出复评意见后，基金会派人前往申报学校进行实地调研，与各项目负责人逐个对接，听取项目负责人的思路和想法，提出意
见和建议。然后将考察结论提交基金会咨询委员会，由咨询委员会评定，初步确定 15个援助项目，援助金额近 7000万元。目前已
经对各入选项目给出反馈意见，要求对项目执行时间、预算等进行必要调整，并开始实施。 三是对下一步的援助方向进行调研和
探索。 通过多年观察，基金会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看高校，而高校最需要的是人才。 基金会综合考虑了高校的意见，决定 2016年在
10所高校中试点实施“仲英青年学者”项目，资助高校培养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提高高校教育科研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四、逐步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随着唐仲英基金会中心的运行，许多新的工作将有序展开，需要形成新的工作理念、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引进新的工作人员、

创造新的工作方法。 今年以来，基金会正在努力适应新的情况，做好新老人员之间的沟通融合，处理好与政府部门等外部方方面
面的关系，希望能够以平常心来开展这项高尚的工作，进一步把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做好。

� �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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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新华公益在线募捐服务平台上线
壹基金首批入驻

� � 新华网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谭玉平表示，平台将成为困难群众
的助力站

2016 年 11 月 19 日，由新华
网、新华社河北分社主办，壹基
金、新华网河北分公司、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新华善举基金等
联合协办的新华公益在线募捐
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暨新河
县精准扶贫壹基金温暖包发放
行动在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寻
寨小学举行。 活动当天，新华公
益在线募捐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运行。 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
分党组成员罗绮，新华社办公厅
办公室主任来江铭，新河县委书
记李群江， 新华网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谭玉平，壹基金秘书长
李劲等出席启动仪式。

新华网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谭玉平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作
为全国首批入驻的互联网募捐
平台，新华公益在线募捐服务平
台上线后，将充分发挥新华网的
权威优势和舆论引导作用，把平
台办成困难危急群众的助力站、
政府与民众的连心桥，为推动中
国“互联网+公益”事业的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新规要求，慈善组
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应

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
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 今
年 8 月份，新华公益在线募捐服
务平台入围首批 13 家互联网募
捐平台。

据介绍，新华公益在线募捐
服务平台是具有互联网传媒属
性的在线募捐平台，其搭建主要
由新华公益负责，灵析作为该平
台的技术合作方。 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
已在新华公益募捐平台上线了
部分募捐项目。 11 月 9 日，新华
公益在线募捐服务平台已完成
手机移动端和注册页面人性化
体验改造。 截止到 2016 年 11 月
18 日，新华公益在线募捐平台共
上线 232 个公益项目， 有 11630
人次参与捐款， 善款总额超过
1093679 元。

为了确保服务质量得到及
时有效的反馈，以及平台业务处
理等功能要求问题，新华公益申
请了平台企业客服号码 400-
026-0110，以满足用户对募捐平
台的响应速度的标准。

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
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
出了“精准扶贫”。 2015 年下半
年，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同意，新华社新增河北省
新河县为定点扶贫对象。 为了更
好地落实中央精准扶贫战略，解
决当地扶贫实际需求，新华网广
泛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联合中国
社会福利基金会、壹基金、爱心
衣橱等多家公益组织，在河北省
新河县开展精准温暖扶贫、精准
教育扶贫等系列扶贫行动，以解
决当地扶贫实际需求。

活动当天， 壹基金为河北省
邢台市新河县寻寨小学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的 385 名 6 至 12 岁的
儿童发放了温暖包， 帮助孩子们

温暖过冬。 这也标志着 2016年壹
基金温暖包发放行动正式启动。
今年冬天，壹基金计划在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发放
温暖包 71500个。据了解，温暖包
项目是壹基金针对受灾害影响儿
童和困境儿童的应急生活及心理
关怀需求特别设立的项目。 自
2011年发起至今， 壹基金已连续
6年在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发放温暖包，累计超过 31 万
名儿童受益，约 5000 家（次）社会
组织动员约 60000 人次志愿者参
与行动。 （皮磊）壹基金为邢台市新河县寻寨小学的学生们发放了“温暖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