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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互联网公司共商用科技守护野生动植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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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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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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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39,614.02 48,689,592.06 流动负债 386,762.39 580,578.29

其中：货币资金 51,993,418.02 48,689,592.06 长期负债 0.00 0.00

应收款项 46,196.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负债合计 386,762.39 580,578.2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51,686,986.71 48,195,347.70

资产总计 52,073,749.10 48,775,925.9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2,073,749.10 48,775,925.99

固定资产 34,135.08 76,333.93 限定性净资产 21,151,378.79 14,904,693.19

无形资产 0.00 10,00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0,535,607.92 33,290,654.5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309,978.11 64,747,200.00 68,057,178.11

其中：捐赠收入 25,273.00 64,747,200.00 64,772,473.00

政府补助收入 1,971,600.00 0.00 1,971,600.00

二、费用 2,823,315.22 68,725,501.90 71,548,817.12

（一）业务活动成本 20,000.00 68,725,501.90 68,745,501.90

（二）管理费用 2,803,315.22 0.00 2,803,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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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256.55 -2,216,256.5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702,919.44 -6,194,558.45 -3,491,639.01

其他收入 1,313,105.11 0.00 1,313,105.11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五、监事：郭鹏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3,385,273.00 61,387,200.00 64,772,473.00

3,385,273.00 61,387,200.00 64,772,473.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273.00 0.00 5,273.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3,380,000.00 61,387,200.00 64,767,200.00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郑王府

010-66092101/66092131 邮政编码 100816

基金会名称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53100000500019066J登记证号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 （一）资助促进教师发展的培训、科研、讲学、考察、调研等活动；（二）资助特殊困难的教师；（三）奖
励优秀教师；（四）开展支持教育发展的其它活动。

原始基金数额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周复

互联网地址 http://www.jsjjh.org.cn/ 成立时间 1986-09-10

2．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3,279,245,81

本年度总支出 71,548,817,12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68,745,501.90

管理费用 2,803,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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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4%（综合三年 141.42%）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92%

2019 年 3 月 6 日，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国际爱护动物
基金会（IFAW）、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CWCA）联合 32 家互
联网企业，在京携手庆祝“打击
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互联
网企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成立一周年。

在这场以“用科技守护野生
动植物”为主题的周年庆祝活动
上， 来自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海关总署缉私局、森林公安
局、网信办协调局、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网监司、农业农村部渔业
渔政局及 CITES 秘书处、世界海
关组织、欧盟驻华代表处、英国
使馆、美国使馆和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联盟新老成员、商业机构、
专家学者、 国际和国内 NGO 的
代表齐聚一堂，回顾联盟成立以
来取得的主要成绩，祝贺联盟最
新晋成员，共同探讨并促进全球
电子商务、科技和社交媒体企业
高效预防和打击网络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

与人口贩卖、毒品走私以及
非法军火交易一样，野生动植物
犯罪已经成为极具危险性和破
坏性的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 近
年，野生动植物违禁品买卖已经
从传统的线下逐渐转移到互联
网平台和更便于私密交易的社
交媒体网络。 便捷的网络通讯，

匿名的信息发布以及快速的物
流运输使得野生物非法交易可
轻易达成，为电商和社交平台企
业的监控和政府部门的执法带
来了极大挑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
植物保护司司长吴志民说：“网
络非法交易濒危野生动植物问
题是一个新的全球性挑战，需要
各国政府、相关企业和社会各界
共同携手，加强合作，减少和消
除网络非法信息，严厉打击网络
非法交易。 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遵循‘保护优先’
的原则，多措并举，动员全社会
力量， 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并
每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
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
罪活动。 随着电子商务、社交平
台等新业态、 新模式的不断涌
现，国内互联网企业已成为打击
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多次助力
执法机关破获网络野生动植物
犯罪案件，必将在中国乃至全球
濒危物种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 ”

2018 年 3 月 7 日 ，WWF、
IFAW 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
织（TRAFFIC）联合来自北美、亚
洲、 欧洲和非洲共 21 家互联网
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市共同宣布
成立第一个“打击网络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互联网企业联盟”，

旨在联手打造一个让非法野生
物贩卖者无处可逃的互联网新
环境。 联盟成立以来，成员企业
积极促进执法、探索应用新互联
网技术筛查和清理网络非法信
息、 参与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
依托各自平台提高用户对保护
野生动物、拒绝消费非法野生动
物制品的认知。

联盟成立一周年之际，组织
方推出了为成员未来工作提供
系统指导的《打击全球网络野生
动植物犯罪行动计划》以及《互

联网企业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
网络非法贸易标准操作手册》
（SoP）。 这些研究成果为帮助互
联网企业了解当今野生动植物
网络犯罪，提高相应的打击能力
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 同时，联
盟成员还接受了对抗网络非法
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专项培训。

CWCA 副秘书长郭立新说：
“互联网在为人类生活带来各种
便利的同时，也为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提供了新的渠道。 彻底根
除网络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不但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
支持， 更需要互联网企业
持之以恒的重视和努力。 ”

IFAW 亚洲区总代表
葛芮说：“不法分子借着科
技的进步和信息业的发
展， 把无数濒危物种网罗
在互联网平台上， 将其推
向濒危和灭绝的边缘。 如
今，互联网企业形成联盟，
同样织造了一个网———一
个打击网络非法野生动植
物贸易的天罗地网， 他们
用责任、 科技和创新让野
生动植物犯罪无处容身。 ”

WWF 中国副总干事
（项目）周非说：“2014 年
以来，国际社会先后就打
击野生动植物犯罪专门

召开过两次伦敦会议， 以及博
茨瓦纳、越南会议，此外还在包
括联合国大会等国际会议上表
达对此议题严重的关切。 该联
盟的重大意义在于， 这是中国
电商企业联手各国企业采取的
切实行动， 体现了企业的社会
责任。 我们将支持成员继续通
过创新方式向网民传播环境保
护和减少对濒危物种制品需求
的信息，鼓励举报违法信息，共
同净化互联网。 ”

（高文兴 ）

� �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司长吴志民（左四）和国际合作
司司长孟宪林（左五）为联盟新成员代表颁发联盟成立纪念牌

六、年检结论：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