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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建中国小候鸟基金
搭建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全国性公益平台

2016 年 11 月 24 日，百胜中
国肯德基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以下简称“儿基会”） 捐赠 350
万元，双方共同启动专为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提供关爱的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肯德基中国小候
鸟专项基金（以下简称“肯德基
中国小候鸟基金”）。

“肯德基中国小候鸟基金”
将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阅读、艺
术、体育等多种形式对“小候鸟”
给予关爱。 成立第一年内，基金
计划为全国 1000 个儿基会“儿
童快乐家园”和妇联各地儿童之
家捐建肯德基“小候鸟”图书角；
同时充分利用肯德基在全国

1000 个城市 5000 家餐厅网络开
展的儿童故事会，特别开设针对
“小候鸟” 的专场活动； 并于寒
假、 六一等时段开展冬令营、阅
读季等丰富的活动，预计基金成
立首年内将惠及约 60 万“小候
鸟”儿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表示，全国约有 902 万
农村留守儿童，“肯德基中国小
候鸟基金”将倡导广大家长提升
陪伴意识和能力， 通过亲子阅
读、家庭体育运动、共同劳动等
一系列活动，和孩子共享这段美
好童年时光。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作为一

家致力于促进儿童全面成长的国
家级公益基金会， 在全国妇联的
指导下， 一直积极探索关爱服务
留守流动儿童的有效模式， 先后
推出了“儿童快乐家园”、“Hello
小孩”、“爱心书箱”等系列公益项
目，通过这些公益项目，为农村留
守儿童提供学习生活、亲情关爱、
安全保护、 心理健康等多种关爱
服务活动，并取得积极成效。

肯德基中国 CEO 屈翠容
(Joey Wat) 表示：“过去两年间，肯
德基已经在超过 10个城市开展了
一系列关爱小候鸟的活动， 现在，
希望通过肯德基中国小候鸟基金
建立起一个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城
市流动儿童的全国性公益平台，致
力于以阅读、艺术、体育等多种形
式对小候鸟人群给予情感呵护和
心灵关怀，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成
长环境及身心发展。 ”

据屈翠容介绍，肯德基进入
中国近 30 年，重点面向儿童、青
少年及社区三大目标群体开展
一系列公益实践，包括改善贫困
地区儿童营养的“捐一元”项目、
助力残障青年就业和发展的“天
使餐厅”、 帮助贫困大学生群体
求学的“曙光基金”等。

肯德基中国小候鸟基金启动
仪式的舞台上， 还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小候鸟读书会”。 著名
演员梅婷和董子健变身故事讲
师， 与深受孩子们欢迎的肯德基

吉祥物奇奇共同登场， 他们坐到
孩子们中间，现场将《神笔马良》
的精彩故事向孩子们娓娓道来。

本次“肯德基中国小候鸟基
金”启动得到了儿基会与星河拾
捌共同发起的“为你发声-中国
公益互联网+行动”的支持，艺人
梅婷、 董子健除现身仪式现场
外，还与包括印小天、于明加、董

晴、梦秦、石安妮、宿丹、王雨在
内的 7 位艺人一起，为小候鸟们
录制了 9 个有声故事。 肯德基中
国小候鸟基金正式启动后，这些
有声故事将与其他肯德基“小书
迷王国”中的有声书一道，通过
网络来到小候鸟身边，为孩子们
带来温暖与慰藉。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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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00,363,870.94

本年度总支出 64,776,793.7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1,792,664.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835,680.38

行政办公支出 789,289.0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61.5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05%

� � 本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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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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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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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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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38,581.61 4,239,065.95 75,977,647.56

71,525,151.39 4,239,065.95 75,764,217.34

18,251,100.59 0.00 18,251,1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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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32,203.07 116,288,699.70 流动负债 21,422.13 23,047.87

其中：货币资金 96,236,472.07 93,879,836.7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000,000.00 3,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9,432.61 114,627.88 负债合计 21,422.13 23,047.87

净资产合计 105,720,213.55 119,380,279.71

资产总计 105,741,635.68 119,403,327.5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5,741,635.68 119,403,327.5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5,868,335.34 109,843,996.1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851,878.21 9,536,283.5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622,935.11 76,023,924.83 78,646,859.94

其中：捐赠收入 364,122.73 75,613,524.83 75,977,647.56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4,776,793.78 0.00 64,776,793.78

（一）业务活动成本 61,792,664.04 0.00 61,792,664.04

（二）管理费用 2,624,969.40 0.00 2,624,969.40

（三）筹资费用 359,160.34 0.00 359,1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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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0.00 -255,600.00 -210,00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15,594.63 13,975,660.79 13,660,066.16

投资收益 186,787.82 0.00 186,7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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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6 年 6 月 21 日五、监事：高天仕,耿诚聪

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明星公益大使梅婷、董子健与孩子们合影

为迎接世界艾滋病日的到
来 ，Impulse Beijing 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
店 成 功 举 办 了 Impulse Me
2016 红丝带公益之夜酒会。

酒会现场播放了 Impulse
Beijing 于过去一年内开展的各
项公益活动视频，呈现了现代舞
表演———HIV 是怎样影响了他
的生活，创意沙画表演以及合作
伙伴的防艾公益视频，以此呼应

当晚第一个主题： 携手抗艾，重
在预防。

当晚第二个主题是零歧视。
现场播放了针对 HIV 感染者的
反歧视公益宣传片， 后由 Vibe
舞团带来感人至深的儿童舞蹈表
演，呼吁社会减少对 HIV感染者
的歧视与偏见，关爱艾滋孤儿。

活动现场还设有 Impulse
Beijing 安全套创意图形大赛获
奖作品展示、 幸运转盘问答、

HIV 快速检测以及慈善
义卖区域。

酒会结尾，主办方为
大家带来酷儿合唱团的
快闪表演，并且将门票和
义卖所得全数捐赠给艾
滋孤儿用来支持孩子的
日常教育和心理辅导。

（高文兴）

红丝带酒会传递防艾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