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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1专题

深圳市阳光下之家
慈善基金会成立
专注帮扶更生人士重新融入社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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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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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中山博爱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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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3,273,573.67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273,573.6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5,394.86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0.00 23,278,968.53

资产总计 0.00 23,278,968.5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23,278,968.5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6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22,678,968.5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3,020,000.00 600,000.00 23,620,000.00

其中：捐赠收入 23,020,000.00 600,000.00 23,62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41,031.47 0.00 341,031.47

（一）业务活动成本 500,000.00 0.00 500,000.00

（二）管理费用 32,275.14 0.00 32,275.14

（三）筹资费用 -191,243.67 0.00 -191,2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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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8,968.53 600,000.00 23,278,968.53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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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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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0,000.00 0.00 23,620,000.00

23,620,000.00 0.00 23,620,000.00

11,020,000.00 0.00 11,020,000.0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341,031.4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0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158,968.5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6.61 %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基金会名称 中山博爱基金会 53100000MJ0065022N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一）资助老少边穷地区和人群，开展生活救助工作； （二）资助弱势群体 ，帮助解决就医、就学等困难 ； （三）在
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中，开展扶危济困、救灾赈灾等活动； （四）开展其他与本基金会宗旨相符的活动。

原始基金数额 2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建邦

互联网地址 中山博爱基金会.公益.cn 成立时间 2016-04-25

截至 2017 年 9 月 4 日，社会
企业家、 深圳市阳光下之家创始
人王金云坚持每日不间断捐一笔
或多笔善款已有 472 天， 累计捐
赠了 2386 笔善款。 今年 5 月，他
在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购买了
110 平方米写字楼场所，并一次性
捐赠 200 万元在深圳市民政局登
记注册“深圳市阳光下之家慈善
基金会”（筹备），该基金会成立后
将专注于帮扶更生人士重新融入
社会， 为阳光下之家的服务对象
就业、创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并积
极参与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工
作。 它的成立将是国内首家专注
于更生人士群体并为其重新融入
社会提供帮扶的慈善基金会。

自 2003 年 9 月创办国内首
个更生人士矫正服务中心“阳光
下之家”以来，王金云坚持不接受
社会的捐赠， 依靠自己个人的力
量， 在专注于帮扶更生人士重新
融入社会的慈善之路上连续走过
了 14 年，至今已帮助 200 多名更
生人士找到了工作， 帮助 900 多
人走出了服刑的阴影， 劝导 600
多人放弃了犯罪或重犯罪的念
头，劝服 59 名犯案在逃人员投案

自首， 累计花费个人 300 多万元
的积蓄，目前有近千名成功案例，
其中周三石投案自首案例曾被最
高人民法院评选为保障民生典型
案例。 为了“阳光下之家”的发展，
现在每年他还要投入 50 多万元。
王金云除了自己每天坚持捐赠一
笔或多笔善款外， 还影响了自己
公司员工每天坚持捐赠善款，尽
管他们每笔捐赠的钱不是很多，
但“每日一善”已成为了其个人企
业的文化。

据了解，王金云曾荣获过新华
社“感动中国网络人物”、“全国普
法先进个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
年”、“深圳十大最具爱心人物”等
50多项荣誉。 1990年，在王金云还
是学生的时候，它就开始用自己不
多的生活费和零用钱资助贫困学
生，至今都没有间断过，目前他和
家人已资助了近百名贫困学生上
学。为了方便身边更多的爱心小伙
伴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捐赠善款，他
不仅与湖北省慈善总会合作成立
了“黄冈同学爱心基金”、“观澜湖
慈善基金”， 还与黄冈市慈善总会
合作成立了“蕲商爱心基金”、“遗
爱湖慈善基金”， 这些基金都专注

于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和扶贫救灾
等爱心行动。

对于未来，王金云和他的团队
期望“阳光下之家”自主开发的帮
扶更生人士就业创业的社会企业
项目“阳光下养车”能在全国每个
县市开一家品牌形象店， 经过 5~
10 年的努力让其成为国内首家上
市的社会企业，并立志做社会企业
中的华为。 此外，王金云想在退休
之前投资拍一部反映更生人士重
新融入社会的励志电影《走出高
墙》， 努力让其能在院线上映并成
为经典。“也许我的梦想不能实现，
但我会像自己已坚持了 27年的爱
心助学一样无怨无悔，因为我一直
坚信‘自己心里阳光的人，才能给
别人带去阳光’。 ”王金云说道。

据王金云介绍， 不久前，“阳
光下之家” 项目还入选了深圳市
政法委（市社工委）2017 年社会建
设创新项目。 他期望通过阳光下
之家多年的个案帮扶实践， 以及
与全国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之间
的服务联动， 探索总结可复制的
有深圳特色的更生人士社会帮扶
工作新样本， 为深圳文明城市建
设贡献力量。 （高文兴）

今年，“99 公益日”别出心
裁地打造“99 公益日·市集”，
并率先于 9 月 3 日在北京
751D·PARK 推出。

在各具特色的展区中，腾
讯视频设计的互动体验格外
引人注目： 一边是 LiveMusic
倡导公益的环保鲸鱼，一边是
融入了多部网综内容的公益
展示。 市集当天，参与者随走
随玩，还随手做了公益善举。

在展区中，一条由废弃塑
料瓶制作的环保鲸鱼横挂在
展区的上空，其原材料来自于

“2017 亚洲金曲大赏”的“空瓶
回收”活动，源自腾讯视频号
召粉丝将演唱会的废弃饮料
瓶和白色污染物的有奖回收。

在现场，腾讯视频《明日
之子》联合病痛挑战基金会发
起“含水唱歌挑战”，帮助患有
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海绵宝
贝”实现音乐梦想，为罕见病
群体发声。值得一提的是，《明
日之子》人气选手张洢豪也到
场助力。

《脱口秀大会》“治愈计
划”邀请专家与“郁友”共同分
享关于叙事疗法对抑郁症患
者的帮助；《约吧大明星》联合

WABC 举办了一场“特殊”的
画展，展示的图画作品全部由
失智儿童绘制，倡导大众关爱
特殊人群。

《拜托了冰箱》和《拜托了
衣橱》分别联手公益组织“壹
基金”和“爱心衣橱”，并与腾
讯公益一起打造“分享冰箱”
和“这个冬天不太冷”捐衣计
划。参与者扫描冰箱上的二维
码奉献小小的爱心就可以获
得一份食物，也可以将自己不
常穿的衣服通过腾讯视频捐
献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放开我北鼻》则携手联
劝公益打造“北鼻列车”，倡
导参与者为“爱”让座，将关
爱、 互助等公益理念传递给
大家。

在“99 公益日·市集”中，
人们感受到腾讯视频满满的

“公益心”和企业责任感。公益
无小事， 公益就在每个人身
边，腾讯视频通过“有意思+有
意义”的视频内容向大众传递
温暖、 关爱的公益正能量，引
领公益生活新方式，以此挖掘
每个人的“公益心”，让“随手
做公益” 变成了一种别样的

“生活方式”。 （张慧婧）

以公益反哺节目内涵
腾讯视频亮相
“99 公益日·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