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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怡宝发起多维共享“水公益”平台
2018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

日”当天，华润怡宝水公益计划
联合中国青年报、 中国医药报
社、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等多家
单位、机构，在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成功举办由中国高校传媒联
盟完成全国志愿者招募的 2018
年“世界水日 & 中国水周”水公
益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由通过
在全国高校进行招募优秀青年
讲者的“水说公益”全国公益演
讲大会，邀请环保、疾控、营养
等科研领域专家参与的“饮用
水安全与健康” 高峰论坛以及
在全国范围联合多家优秀水公
益组织实施公益践行的系列公
益活动构成， 以此将华润怡宝
水公益计划在多维度进行落
地。 这是华润怡宝自 2006 年践
行“水公益”以来的升级动作，
同时也是配合华润怡宝在“救
灾、春运、高考”等方面的公益
践行共同构筑起更加立体的水
公益行动金字塔， 持续领航中
国饮料行业在水环保、水人文、
水科普方面的责任担当。

以年轻视角传递爱水声音

随着“90 后”逐渐成为社会
主力，作为社会公益实践核心力
量构成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
目前的水环境保护、饮用水安全
以及水公益事业的未来发展呢？

今年 3 月份，华润怡宝通过
联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全国
范围内 60 余所高校中选拔了 10
名优秀大学生，启动 2018“世界
水日 & 中国水周”“水说公益”全
国公益演讲大会。 在这次别开生
面的演讲活动中，他们结合自己
所在的城市情况、 成长经历，通
过个人专长， 分别从心理学、会
计学、社会学、电影艺术表达等
不同专业背景对于水公益的理
解和表达，运用宏观视角、变化
视角、 长远视角等不同视角，针
对水环境、水安全和水公益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让社会各
界通过“90 后”的眼睛和他们的
呼声，爱护水环境、珍惜水资源、
关注水安全，这让我们对于青年
水公益有了更直观的认知，对水
与城市、水与人的关系也有了新
的思考。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青
年优秀大学生的公益演讲大
会， 更是华润怡宝水公益计划
在水公益科普上的一种创新和
尝试。 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水公
益平台， 华润怡宝还通过联合
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多个城
市的公益组织， 将水公益科普
讲堂、 爱水护水行动等走出校
园，融入社会，旨在发动更多有
理想、有情怀、有爱心的大学生
群体、 社会志愿者群体践行水
公益。

倡议全民聚焦水议题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资源和自然恩赐。 面对水
污染、水环境破坏等问题，形成
全民统一的水认知、水资源保护
价值观，才是根本途径。 这意味
着需要所有社会成员一起参与
到水公益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
大事业中来。 华润怡宝作为中国
包装饮用水行业的中坚力量，始
终牢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向消
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饮用水，更
致力于“水人文、水科普、水环
保”的绿色理念倡导。

除了“水说公益”全国大学生
公益演讲大会，3月 22日“世界水
日”当天，华润怡宝还邀请到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
张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研
究员高志贤、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
院技术总监贾健斌以及北京市理
化分析测试中心研究员张经华等
专家、学者参加“饮用水安全与健
康”高峰论坛。从水环保现状到水
资源未来需要面对的机遇与挑
战，从取水、用水、饮水保障到相
关政策解读， 从饮用水安全与健
康的现状及误区到科学饮水普及
的推广，专家、学者借此平台共同
呼吁社会各界力量和公众一起努
力，在全国范围形成水公益共识，

共同推广水环保、水安全理念，携
手践行科学取水、科学用水、科学
饮水。

13 载公益之路聚沙成塔

据悉，2018 年“水公益计划”
正式启动后，华润怡宝将联合北
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公
益组织共同发起公益行动，通过
举办多场次的水公益科普讲堂，
携手公益团体进行日常护水行
动，协助科研单位实地监测湖河
水质等行动实施保护水体的公
益践行。 这是华润怡宝继 2006
年先后举办“保护白海豚，呵护
70%水世界”、“保护珠江，构建和
谐”跨四省考察珠江、发布《中国
瓶装水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

举办“纯净水生态，共筑水安全”
高峰论坛及携手全国水公益倡
行者开展“纯净责任，怡路同行”
全国公益行动等一系列的公益
实践后，在践行水公益上的又一
次行动升级。 该行动秉承华润怡
宝“品牌基石，责任为先”的责任
理念，以水人文、水科普、水环保
为核心，旨在搭建政府、行业、社
会多方公益力量共同推动水公
益宣传与行动的平台，希望更多
人加入水公益志愿者，了解更多
科学健康饮水的知识，共同守护
我们的的纯净水生态。

华润怡宝水公益计划平台欢
迎和支持各界力量加入其中，呼吁
全民从我做起， 从身边点滴做起，
共同践行水环保、 助力水安全，构
筑更好的水环境未来。 （韩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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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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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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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28,915.73 90,270,455.59 流动负债 59,123.63 247,935.96

其中：货币资金 22,028,915.73 10,170,4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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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12.31 90,438.45 负债合计 59,123.63 247,935.96

净资产合计 92,164,629.41 90,116,027.08

资产总计 92,223,753.04 90,363,963.0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2,223,753.04 90,363,963.04

无形资产 9,225.00 3,069.00 限定性净资产 3,606,100.00 5,442,652.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88,558,529.41 84,673,375.0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492,296.35 9,923,210.00 15,415,506.35

其中：捐赠收入 3,669,722.44 9,923,210.00 13,592,932.4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7,464,108.68 0.00 17,464,108.68

（一）业务活动成本 15,870,310.13 0.00 15,870,310.13

（二）管理费用 1,593,798.55 0.00 1,593,7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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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6,658.00 -8,086,658.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885,154.33 1,836,552.00 -2,048,602.33

投资收益 1,769,972.13 0.00 1,769,972.1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五、监事：苏文洋 刘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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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2,932.44 4,500,000.00 13,592,932.44

9,092,932.44 4,500,000.00 13,592,932.44

200,200.00 0.00 200,200.0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0,951,036.15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0,951,036.15

本年度总支出 17,464,108.6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5,870,310.1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比例） 75.75 %（44.4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13%

管理费用 1,593,798.55

其他支出 0.00

住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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