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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校友之力，助贫困学子圆梦

四川孔子教育基金会打造特色女子班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下午，四

川孔子教育基金会在四川德羽
集团会议室召开了 2018 年理事
扩大会议， 该基金会副秘书长、
四川大学外联办副主任贾秀娥，
四川大学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基
金会慈善大使张黎明，四川大学
商学院校友理事会理事长、基金
会名誉理事长严统明，四川大学
全球校友创业家四川联谊会会
长、 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吕蔺强，
四川省民政厅原副厅长董维全
等 8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四川孔子教育基金会
理事长邱俊峰向四川大学教育
基金会代表贾秀娥捐赠了 122
万元，用于设立第二期四川大学
孔子奖助学金。 据了解，四川大
学孔子奖助学金项目是四川孔
子教育基金会设立的定向奖励
资助四川大学商学院优秀与贫
困大学生的项目，目前该项目已
奖励资助了近 300 名商学院大
学生。 在第一期项目（2013 年~
2017 年） 分 5 年每年 15 万元共
75 万元孔子奖助学金项目完成
后，在今年四川大学 122 周年之
际，四川孔子教育基金会继续向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 122
万元设立第二期孔子奖助学金，
分 10 年每年 12.2 万元资助商学
院学习优秀与经济困难学生以

及传统文化的传播等校园文化
活动。

设立孔子奖助学金只是四
川孔子教育基金会团结校友力
量，帮助贫困学子圆梦，回馈教
育界、回馈社会的一个例子。

据悉， 四川孔子教育基金
会，又称四川大学商学院校友助
学基金会，是由四川大学商学院
总裁同学会爱心校友及社会爱
心人士自愿发起成立的社会公
益组织。 该基金会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在四川省民政厅登记注
册成立，其主管单位为成都市教
育局，注册登记名为四川孔子教
育基金会。 该基金会在四川大学
商学院广大爱心校友的支持下，
秉承“一个梦，一群人，一起走”
的理念，围绕“仁者爱人，修己安
人，兼济天下”的精神、“与人以
爱，传人以仁，弘扬传统文化，服
务教育公益事业”的宗旨，自成
立以来，在奖教助学、抗震救灾、
扶危济困等方面开展了几十个
项目，譬如“千名农村中小学校
长培训”“千名大学生培养项目”

“孔子学堂女子班”“暑期感恩夏
令营”等，累计捐款 900 余万元，
帮助了上万名贫困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

孔子学堂女子班项目是四
川孔子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设

立的另一个重点项目。 该项目通
过与贫困地区学校签订资助协
议，在校内捐资设立孔子学堂女
子班，从而帮助贫困地区愿意读
书的、因家庭原因辍学在家的贫
困学子或者单孤、双孤以及服刑
犯、吸毒犯的子女完成三年初中
学业。

譬如，今年 6 月 11 日，四川
孔子教育基金会就曾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绿荫学校
签订孔子学堂女子班资助协议，
计划在凉山州美姑县招收 60 名
贫困家庭的子女进行初一至初
三为期三年的资助，拟在传统文

化、舞蹈、声乐、艺术、体育等多
方面开展特长培养，为实现贫困
学子的全面发展和后续脱贫打
下基础。 当天，四川孔子教育基
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罗健、副理事
长汤进等一行 9 人，还走进西昌
绿荫学校，向该校捐赠 1 台电脑
与 1 套投影仪设备，并在该校成
立“四川孔子教育基金会图书
室” 与“四川民族出版社图书
室”，向该校捐赠《让女孩受益一
生的经典公主故事》《好品德故
事美绘本》等 700 多种彝、汉双
语书籍。

为深入了解 9 月份入读西

昌绿荫学校孔子学堂女子班的
学生们的实际生活情况 ，6 月
11 日至 12 日，四川孔子教育基
金会一行 8 人自费前往美姑县
进行调研， 探访了 8 户贫困学
生家庭。 探访之后，9 月 7 日，
在西昌绿荫学校 2018 年孔子
学堂女子班开班典礼上， 四川
孔子教育基金会向绿荫学校孔
子学堂女子班捐赠助学资金
100.8 万元，并为该孔子学堂女
子班授牌， 向女子班全体同学
捐赠服装、体育用品等物资，同
时该基金会还向女子班全体教
师赠送了教师节礼物。

除了走访贫困学生家庭，为
其所在学校捐赠图书、 设备，捐
资成立女子班，孔子学堂女子班
项目还充分发挥校友力量，在四
川大学校友会各大平台发起对
贫困学子的认捐倡议， 比如，在
川大总裁班等微信群中号召校
友对孔子学堂女子班的学生进
行物质帮助和精神关爱。截至 11
月 27 日， 入读本期西昌绿荫学
校孔子学堂女子班的 60 名学
生，已被点对点认捐 53 人。

汇聚校友之力，帮助贫困学
子圆梦，四川孔子教育基金会的
助学模式为国内各大高校充分
发挥校友力量，助力我国公益提
供了一份有益参考。 （张龙蛟）

� � 本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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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额单位：人民币（元）

中山博爱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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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3,573.67 33,818,384.07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273,573.67 10,742,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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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86 3,545.18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23,278,968.53 33,821,929.25

资产总计 23,278,968.53 33,821,929.2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3,278,968.53 33,821,929.2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600,000.00 5,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2,678,968.53 28,821,929.25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0,054,776.69 7,100,000.00 17,154,776.69

其中：捐赠收入 9,500,000.00 7,100,000.00 16,6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911,815.97 2,700,000.00 6,611,815.97

（一）业务活动成本 3,872,287.27 2,700,000.00 6,572,287.27

（二）管理费用 39,528.70 0.00 39,5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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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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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960.72 4,400,000.00 10,542,960.72

投资收益 542,663.01 0.00 542,6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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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监事：周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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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0,000.00 0.00 16,600,000.00

16,600,000.00 0.00 16,600,000.00

0.00 0.00 0.00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010-65135805 邮政编码 100006

基金会名称 中山博爱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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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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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3,278,968.53

本年度总支出 6,611,815.9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572,287.2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28.23% 综合两年 %综合三年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0.59% 综合两年-1.71%综合三年 %

行政办公支出 39,528.70

其他支出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8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