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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跑步大比拼
健康欢乐共绽放
2017奥林巴斯健康保胃战燃放夏日

为提高广大公众对肠胃健康的保护意识， 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奥
林巴斯于 2017 年 5 月 13 日起，分别在北京、成都、深圳、厦门、苏州和青岛举办
了“胃健康·骑步走”健康保胃战活动，这也是奥林巴斯连续三年举办肠胃健康
相关的跑步公益活动。 此次活动更是推陈出新，引入热门的骑行运动，以跑步
和骑行两大阵营 PK 赛的形式，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开展活动。 公众在参加线下
活动之余，可通过线上的活动页面选择加入骑行或跑步阵营，并通过上传运动
数据为所属阵营累计里程，参与两大阵营的线上 PK 赛。

线上线下齐开赛 传递活力胃健康

“胃健康·骑步走”奥林巴斯健康保胃站活动一
路走来，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的参与，他们或通
过线下活动，与同好一起为健康挥汗如雨，或通过
线上平台上传自己的健身轨迹，为所属阵营的里程
累计添砖加瓦。 在此次活动中，线下活动采取了接
力赛的形式进行。 双方队伍派出队员分别进行骑行
和跑步任务， 率先完成赛程并到达终点的一方获
胜。

据统计，在本次线上 PK 赛中，有多人的单次
跑步里程数超过了 100 公里，单次骑行的里程数
则高达 300 多公里，参赛者们纷纷用汗水演奏出
了一曲充满活力的生命乐章。 在每个阶段的比赛
最后，奥林巴斯还为线下的参赛选手们颁发了丰
富的大礼包和奖牌，为每一站线上获胜阵营中前
30 名选手颁发了纪念奖牌，为每一站线上获胜阵
营中贡献里程最多的选手送上了 TG-4 运动相
机大奖，以助力他们记录未来每一次难忘的运动
瞬间。

热情与感动同在 共筑健康新生活

在活动期间，不少选手也向奥林巴斯分享了他
们的健身心得和秘诀。 平日里酷爱运动的张标，是
北京站活动跑步阵营中第一个抵达终点的选手。 对
于张标来说，与大多数人一样，“开始健身的时候，过
了新鲜期就会比较枯燥，看着别人强壮的肌肉，大大
地负重，望而却步。 ”因此，他向所有现在处于运动低
谷期的朋友们建议“我们要为了健康去锻炼，而不是
攀比。 告别了功利的心态，慢慢地就坚持下来了，并
且体能也开始提高。 其次找一个一起健身的小伙伴
很重要。 我们经常相约一起去健身房，一起练，一起
聊天，相互交流心得，健身变得很愉快。 ”

奥林巴斯通过 2017“胃健康·骑步走”健康保胃站活
动，有效地提高了公众对肠胃健康的认知，广泛地传播
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未来， 奥林巴斯将继续秉承“So－
cial IN”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保护国人肠胃健康。
同时，奥林巴斯也将通过丰富的公益活动，不断超越期
待，向社会传递“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的“三早”健
康理念，与大众共同携手，共建美好生活。 （管乐欣）

“胃健康·骑步走”奥林巴斯健康保胃战青岛站合影

� � “胃健康·骑步走 ”奥林巴
斯健康保胃战苏州站骑行阵营
▲

� � 线上 PK 赛 第 二 轮 冠 军
“微笑梦想跑吧（洋洋）”上传截
图：单日骑行距离 375.60 公里

▲

� � 本基金会（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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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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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831.86 4,869,476.57 流动负债 17,710.94 0.00

其中：货币资金 1,280,831.86 3,869,476.5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8,650,000.00 9,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9,291.33 7,080.00 负债合计 17,710.94 0.00

净资产合计 12,947,412.25 13,876,556.57

资产总计 12,965,123.19 13,876,556.5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965,123.19 13,876,556.5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57,062.10 1,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190,350.15 12,876,556.5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84,359.09 1,500,000.00 2,184,359.09

其中：捐赠收入 50,000.00 1,500,000.00 1,55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255,214.77 0.00 1,255,214.77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31,363.00 0.00 1,231,363.00

（二）管理费用 23,851.77 0.00 23,851.77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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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062.10 -1,257,062.1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86,206.42 242,937.90 929,144.32

投资收益 625,273.21 0.00 625,273.2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7 年 7 月 21 日五、监事：王虹桥

一、基本信息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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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550,000.00 0.00 1,550,000.00

1,550,000.00 0.00 1,550,000.00

0.00 0.00 0.0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714,926.89

本年度总支出 1,255,214.7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231,363.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3,851.7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1.8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9 %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3 区 35 号楼煤炭大厦 1805 室

邮政编码 100013

基金会名称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 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 专项资助 信息交流 业务培训 评选表彰 国际交流 咨询服务

原始基金数额 88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庞崇娅

互联网地址 www.caaccm.org.cn/jjh/ 成立时间 1982-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