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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贫资助、教育帮扶、人才培养、支持慈善公益项目等公益慈善事业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531000007178363073

2013-02-2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华能联合大厦 26 层

021-31199978 互联网地址 http://jjh.jinlongyu.cn/

李强 原始基金数额 3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组织机构代码

邮政编码 20012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0,191,178.10

本年度总支出 23,184,285.5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3,176,311.5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7,974.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76.7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03%

� � 本会 2016 年度信息公布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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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限定性收入

总计

货币捐赠 货币捐赠 合计

24,189,944.02 0.00 24,189,944.02

0.00 0.00 0.00

24,189,944.02 0.00 24,189,9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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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1,528.10 31,686,971.90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30,191,178.10 31,209,834.7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0,301,528.10 31,686,971.90

信托受益权 净资产合计 30,301,528.10 31,686,971.90

资产总计 30,301.528.10 31,686,971.9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0,301,528.10 31,686,971.9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资本公积 0.00 0.0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4,556,743.19 0.00 24,556,743.19

其中：捐赠收入 24,189,944.02 0.00 24,189,944.02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3,171,299.39 0.00 23,171,299.39

（一）业务活动成本 23,176,311.50 0.00 23,176,311.50

（二）管理费用 7,974.00 0.00 7,974.00

（三）筹资费用 -12,986.11 0.00 -12,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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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443.80 0.00 1,385,443.80

投资收益 366,799.17 0.00 366,799.17

其他收入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日期：2017 年 3 月 15 日

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2016)年度信息公布报告书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刘选国/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最近拜访了三个民间慈善组
织的办公场所———无锡灵山慈善
基金会、何享健慈善基金会（注：
现已改称“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
会”）和深圳古村之友，切身感受
到随着人才、新技术和慈善资本
的注入，以及制度建设释放的活
力 ，民间公益的发展加快 ，一代
民间公益新锐和新生代组织在
成长 、成熟 ，从办公室即感受得
到他们正在生长的巨大气场。

灵山慈善基金会是由灵山
文化旅游集团和无锡市祥符禅
寺发起，在江苏省民政厅注册成
立的公募基金会。 近年因其成功
应用移动互联技术， 依托腾讯、
阿里、蚂蚁金服等互联网筹款平
台，开展联合劝募和“为爱行走”
活动， 开始具有全国影响力，他
们还联合扶贫基金会走出国门，
在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和泰国等
国开展民间公益援外。 查他们年
报 ，2015 年 筹 款 五 千 多 万 元 ，
2016 年六千多万元 ， 其中 2016
年通过腾讯的募款就有一千多
万元，设立的专项基金也有十几
个， 且个人捐款占比 70%以上 。
一个总部设在地级市的基金会
业绩如此，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灵山基金会办公场所位于
无锡梁溪区通扬南路的一个写
字楼的 23 层，一出电梯，过道的
幕墙上用中英文写着： 在路上，
遇见自己。 这应当是他们的使命
或价值主张 ，有些禅意 ，还有些
诗情。 办公室装饰简洁，虽坐席
拥挤 ，但色调明亮 ，基本没有佛

教的痕迹。 尤其是留有一个很大
的公共空间作为图书阅览室，一
个长条木桌， 围着一排高脚凳，
周边是几个大书柜 ， 摆满了图
书，一下子让这个办公场所有了
青春的潇洒和文化的品位。

我探访时正好他们在举办
读书分享会，长条桌前绕坐的都
是一色的年轻面孔，正在认真听
一位年轻女孩子的读书分享。 据
秘书长王文介绍，他们每个周末
都有读书分享会，这是笔者在自
己单位想推动几次而没有完成
的事。 灵山基金会员工队伍已有
三十多人，加上上海灵青公益发
展中心和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共有五十多人，规模不比北京的
一些中字头基金会小。 而他们致
力于社会创新 、国际援助 、促进
行业和社区发展等愿景，更让我
对这个机构不敢小觑，并油生敬
意和赞美。 2015 年参访台湾慈济
后，我曾慨叹在小岛台湾居然培
育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佛教慈善
机构，看来我们大陆民间组织的
追赶也不慢，从灵山的年轻团队

我看到了中国宗教慈善的希望。
而何享健公益基金会，很可

能是中国未来资产最大的家族
基金会之一，其办公地位于广东
顺德北滘镇盈峰大厦 25 楼 ，临
近美的集团总部大厦。 何享健、
何剑锋家族近几年一直是福布
斯中国财富排行榜前几位的富
豪家族，因此其基金会办公室安
排在何剑锋的盈峰投资集团总
部大厦的顶层，阳光从穹顶玻璃
照射下来，倾撒在旋转的楼梯曲
线和现代雕塑上。 大理石地面，
宽大的真皮沙发， 摆满绿植，数
米长的视频幕墙播放着盈峰集
团的形象广告。

听副理事长周培文介绍 ，基
金会最近几年在资助顺德本地
的养老院 、园林项目建设 ，目前
正筹划开展全国性、国际性的公
益项目，何氏家族希望将其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伟大基
金会。 尤其是谈到他们最近支持
设立顺德社区基金会，资助五亿
元设立慈善信托以支持顺德社
区发展和慈善需求时，我不禁感

叹。 这才是经典的慈善信托，这
才是应用 《慈善法 》慈善信托条
文，支持捐赠人所在社区慈善事
业永续发展的创新之举，在中国
慈善信托史上将具有典范意义。

古村之友也是一个民非与
基金会合署的机构，与灵山基金
会比起来， 这个机构更年轻，才
成立两年多。 其中“古村之友”全
国古村落保护志愿者网络实则
是一个深圳注册的民非机构，但
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手段，发起
了一个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保
护古村落 、倡导乡贤文化 、促进
乡村经济复兴的活动 ， 名气很
大 ，影响力广泛 ，俨然已是一个
具有全国性网络和分支的大机
构，据称在全国 30 个省区市、一
千多个县都有志愿者。

他们的办公场所位于福田
区天安数码城里的一个写字楼，
与支持企业铁汉生态景观公司
合署办公，只有一间独立的办公
室和一个有十多个工席的工作
区。 工作区的柜子上摆满了他们
近年获得的荣誉奖牌，开展过的
活动铭牌，还有他们扶持乡贤开
发的通过网络销售的农副产品
样品。 很难想象，一个被媒体广
泛报道传播的知名机构，办公室
如此简陋 ，也可能是周末 ，没有
人上班，办公场所有些凌乱。 但
挂在过道上方的格言牌，展现着
他们追求的社会价值和信奉的
原则 ，如 “建设世界一流公益组
织 ”， “不要你捐钱 ， 要你一起
玩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公益 ”
之类，典型的移动互联思维和新
新人类手法，让你对这个年轻机
构刮目相看。

据介绍，古村之友团队专职

人员才十多位。 他们可能还没有
实现财务自由，还是依附在企业
办公场所办公，标识也只能躲在
企业大标牌的旁边，财务公示显
示年 2016 年收入只有二百多万
元。 但他们展示的通过移动互联
手段进行资源动员、传播和创新
能力，尤其是其对中国乡村文明
和传统文化的发掘能力，已经成
为中国古村保护乃至传统文化
弘扬的一面旗帜 ， 如进一步探
索 ，找到可持续发展模式 ，定将
打造出中国公益的一片新天地。

中国当代慈善事业，上世纪
80 年代由国家部委倡导发轫，几
家中国字头基金会唱主角，从最
初以动员外企、国企和境外资金
支持为主，到新世纪大批民营企
业家的参与 、企业基金会 、家族
基金会的崛起，到今天伴随移动
互联带来的人人公益，民间公益
呈现出大发展态势。 其间，一些
民间创新领袖和机构，充分运用
移动互联思维和新技术工具，正
在变革解构中国传统公益慈善
的主体，从发起免费午餐到形成
完整公益项目体系的邓飞，到灵
山基金会的王文、古村之友的汤
敏还有何享健慈善基金会所呈
现的家族类基金会发展势头，能
触摸到中国民间慈善创新一代
的巨大潜力和后劲，他们将是引
领中国未来慈善的一代风流。

从观察民间慈善机构的办
公室，一叶知秋，以小见大，从他
们的目标愿景 ，思维模式 ，到工
具应用 ，到文化营造 ，他们所展
现的“移动互联+”思维和不断创
新 、追求卓越的抱负 ，让我们看
到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正在生成
的巨大气场和广大的发展空间。

从办公室看中国民间公益的气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