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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基金会(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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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住 所

联系电话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

010-53992521 邮政编码 100033

基金会名称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531000005000214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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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开展助学助教、环境保护等公益慈善事业；重大突发性灾
害的紧急捐助等。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跃

互联网地址 http://www.10086.cn/cishan/ 成立时间 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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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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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44,145.78 104,108,209.86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102,562,542.52 104,108,2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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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02,944,145.78 104,108,209.86

资产总计 102,944,145.78 104,108,209.8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2,944,145.78 104,108,209.8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2,944,145.78 104,108,209.8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9,480,464.08 0.00 39,480,464.08

其中：捐赠收入 38,000,000.00 0.00 38,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8,316,400.00 0.00 38,316,400.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38,300,000.00 0.00 38,300,000.00

（二）管理费用 16,400.00 0.00 1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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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064.08 0.00 1,164,064.08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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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000.00 0.00 38,000,000.00

38,000,000.00 0.00 38,000,000.00

0.00 0.00 0.00

2．公益支出情况

四、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五、监事：于莽,高玲玲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02,944,145.7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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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综合两年 %，综合三年%）

行政办公支出 0.00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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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综合两年 %，综合三年%)

本年度总支出 38,316,400.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8,300,000.00

4 月 22 日 8 时，8 位特殊的
“金牌带货官” 在快手直播平台
掀起了一波顶级流量———两个
小时内 ，1900 万人次涌入直播
间、132 万人次互动。

韩乔生、张继科、潘晓婷、陈
一冰 、李景亮 、刘语熙等体坛大
咖互相 PK，并连麦恩施 、利川两
地副市长及数名快手红人，使出
浑身解数，倾情“带货”。

“带货”直播高光时刻

8时 10分刚过， 张继科的直
播间里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他
连麦利川市副市长钱鹏，二人携手
重点推介利川红茶。钱鹏表示：“因
为疫情原因，湖北部分地区农产品
出现滞销， 我们也希望借助快手，
帮茶农们把一年的辛苦变现。 ”

另一个直播间内，体育解说
名嘴韩乔生则与恩施市副市长
杨凯军连线，后者热情推销恩施
当地的土特产以及恩施大峡谷
等旅游景点，并立马承诺抽取 10
名幸运“老铁”与韩乔生一道免
费共游恩施风景。

两个小时内，“大嘴”韩乔生、
“人气球王” 张继科、“九球天后”
潘晓婷、 体操冠军陈一冰、UFC
格斗选手李景亮、 知名体育主持
人刘语熙互相连麦 PK，体育大咖

们各出奇招，激起屏幕另一头“老
铁”们的购买欲。

为了助力“带货”，张继科和
潘晓婷更是分别当场许诺送出
自己的签名球拍、球杆。

两小时中，1900 万人次涌
入直播间、 产生 132 万人次互
动，17 款湖北特色产品被疯狂
抢购。

为何同时选择快手？

4 月 22 日助力湖北复苏的
“带货”直播声势浩大，但仅仅是
快手近来众多吸引眼球的“带
货”名场面中的一幕。

4 月 12 日，央视主持人欧阳
夏丹在央视新闻快手直播间联合
演员王祖蓝、郑爽、蔡明以及十堰
市副市长王晓和快手一众“带货”
达人， 推介热干面、 汉口二厂汽
水、卧龙锅巴等一系列湖北商品，
当晚共销售 6100万元。

不仅如此，在各个垂直领域，
快手都在疫情防控期间以“直
播+”的方式助力线上复工。

为何快手能够先人一步，受
到各路名人和各行业的青睐？

其一，2019年， 有 2.5亿人在
快手平台发布短视频作品，平台累
计点赞量超过 3500亿次，2020年
初其 DAU(日活跃用户数量)更突

破 3亿。巨大的用户群体加之快手
不断打造的电商闭环，使得“短视
频+直播” 在快手平台已具备商业
基础设施的特征，并不断显示出与
各垂直行业加速融合之势。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甫一暴
发， 快手就第一时间组建团队，
探讨如何发挥“短视频+直播”的
技术优势，服务于复工复产。

其三，针对湖北地区，快手
推出“快人一步，助力湖北重启”
计划，并推出 4 项助力湖北商家
的专享绿色通道。

快手抗疫立体图景

回看抗疫初期至今的日子
里，快手有针对性地部署实施了
一系列举措。

1 月， 快手向武汉市政府捐
赠 1 亿元，在互联网行业中起到
了带头示范效应。

1 月 20 日至 31 日的十余天
内，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日报
三大央媒与湖北日报、东方卫视
等区域媒体，在快手上进行了近
200 场疫情直播，累计收获 10 亿
人次观看量。 1 月 31 日晚 7 时，
央视《新闻联播》开始在快手上
常态化直播，同步输出疫情防控
相关信息。 快手还上线新冠肺炎
防治频道，实时更新相关资讯。

针对寻医问
诊的用户， 快手
在春节期间引入
近百家三甲医院
和医生官方及个
人账号， 覆盖全
国 24 个省市，实
现了线上的问诊
分流。1月 30日，
快手又联合中国
政府网、 健康中
国， 在平台上线
全国发热门诊定
点查询功能，同
时协同微医生、
好大夫在线等 7
家第三方机构开
通在线问诊。

针 对 学 生
群体，快手上线“停课不停学”

“在家学习”专区，推出包括学
前、K12、 职业教育等在内的免
费内容。

针对农户群体，快手第一时
间批量上线农技类课程，并发布

“春耕计划”，对农技类短视频给
予 5 亿流量助推扶持。 2 月 9 日
开始，快手电商对带有携手助农
标签的生鲜果蔬类电商短视频
予以流量倾斜。

3 月 3 日开始，来自河北、广
西、山东、河南等多个地区的 11

位副县长等县领导在快手披挂
上阵，这也是疫情中各地领导干
部直播“带货”的发端。

从第一时间捐赠到疫情防
控信息聚合，到为各垂直领域赋
能，再到引领“带货”直播浪潮，
快手以庞大的用户群体为基础，
依赖技术优势，协同多方迅速响
应，并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有
针对性地服务各类群体需求，持
续探寻自身服务社群的能力，打
造出了一幅不断拓展纵深的抗
疫立体图景。 （高文兴）

体坛天团连线市长为湖北“带货”的背后

不断开拓纵深的快手抗疫立体图景

张继科连麦利川市副市长钱鹏推介利川红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