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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财务收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注：1、其它收入含利息收入； 

2、本年度管理费用包含了 6,487,450.39元短期投资减值准备。 

 

 

 

 

 

 

 

 

 

 

主要财务指标  本年金额 本年比重 上年同期 上年比重
同比增

长率

一、收入

（一）捐赠收入 733,362,561.36 95.3% 582,479,339.35 90.6% 25.9%

（二）投资收益 35,036,290.72 4.6% 52,352,953.23 8.1% -33.1%

（三）其他收入 1,124,304.33 0.1% 8,025,550.98 1.2% -86.0%

收入合计 769,523,156.41 100% 642,857,843.56 100% 19.7%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647,306,919.46 93.6% 473,097,062.18 94.1% 36.8%

（二）管理费用 33,305,647.86 4.8% 20,699,292.51 4.1% 60.9%

（三）筹资费用 10,468,596.13 1.5% 8,818,843.62 1.8% 18.7%

（四）其他费用 196,876.06 0.0% 4,181.01 0.0% 4608.8%

费用合计 691,278,039.51 100% 502,619,379.32 100%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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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捐赠收入简要分析 

2018 年捐赠收入 733,362,561.36 元，其中： 

（一） 按项目统计捐赠收入 

 

项目名称
 2018年1-12月
累计收入

公益倡导项目     25,819,870.81

爱心包裹项目     67,435,184.72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79,189,155.90

新长城大学生项目     14,330,756.40

加油计划项目     22,906,278.45

教育综合扶贫项目     40,399,074.67

爱加餐项目     46,419,869.40

童伴妈妈项目
（童伴计划）

    15,878,756.25

卫生健康综合扶贫项
目

     9,629,015.20

紧急救援项目     50,582,917.08

小额信贷项目      1,251,676.90

百美村宿项目
（原美丽乡村项目）

    29,000,000.00

电商扶贫项目     24,597,760.21

精准扶贫项目     22,724,534.53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
复明项目

        99,914.02

学前学会普通话凉山
项目

    20,095,414.00

社区与生计发展扶贫
项目

    29,559,785.19

国际项目     23,038,472.78

公益同行项目     85,292,305.82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
保险项目

   119,532,305.82

未定项资金      5,579,513.21

合计    733,362,5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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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物资、资金捐赠构成 

分类 金额 占比 

物资收入        43,769,783.55  6% 

资金收入       689,592,777.81  94% 

（三） 本年度机构、个人捐赠构成 

分类 金额 占比 

机构捐赠       393,811,313.95  54% 

个人捐赠       339,551,247.41  46% 

（四） 按月统计接受捐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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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8 年前 10 位捐赠人如下： 

 

 

 

 

 

 

 

 

 

 

 

序号 捐赠人名称 金额 占总捐赠收入比重 用途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288,166.56   5.4% 助学、扶贫

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00.00   3.4%
助学、扶贫

3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7% 电商及乡村旅游扶贫

4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7% 学前学会普通话凉山项目

5 广东省扶贫基金会 17,330,938.00   2.4% 教育扶贫

6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6,000,000.00   2.2% 助学、乡村旅游扶贫

7 赠与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 13,478,742.78   1.8% 健康发展及减防灾

8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2,659,210.49   1.7% 高中生资助

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2,000,000.00   1.6% 创享新未来

10 中国证券业协会 10,000,000.00   1.4% 隰县精准扶贫

合计 185,757,057.83  25.3%

2018年1-12月前10名捐赠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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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活动成本简要分析 

2018 年业务活动成本 647,306,919.46 元，其中： 

（一） 按项目统计支出 

 

项  目
2018年1-12月累

计金额

公益倡导项目    17,184,405.45

爱心包裹项目    71,794,542.68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45,358,713.63

新长城大学生项目    12,743,310.61

加油计划项目    17,644,962.67

教育综合扶贫项目    44,419,996.02

爱加餐项目    37,483,131.69

童伴妈妈项目
（童伴计划）

   11,557,454.37

卫生健康综合扶贫项
目

    8,626,889.63

紧急救援项目    60,798,493.59

小额信贷项目     1,579,660.62

百美村宿项目
（原美丽乡村项目）

   29,249,951.96

电商扶贫项目     7,391,710.27

精准扶贫项目    10,662,773.13

光明扶贫工程白内障
复明项目

       29,303.89

学前学会普通话凉山
项目

   20,001,070.00

社区与生计发展扶贫
项目

   25,160,166.67

国际项目    29,096,842.68

公益同行项目   104,165,526.34

顶梁柱健康扶贫公益
保险项目

   92,358,013.56

合计   647,306,9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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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月统计支出 

（三） 本年度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 

 

项目 单位名称 本年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爱心包裹项目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 13,863,695.40   2.14% 包裹采购

爱心包裹项目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73,253.60   1.82% 包裹采购

爱心包裹项目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海淀区分公司 10,579,451.40   1.63% 包裹邮寄

爱心包裹项目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798,240.00    1.51% 包裹采购

爱心包裹项目 山东耶莉娅服装集团总公司 9,042,000.00    1.40% 包裹采购

爱心包裹项目 深圳市鹏雁动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5,062,327.00    0.78% 包裹采购

爱心包裹项目 北京星海钢琴商城有限公司 3,612,631.00    0.56% 包裹采购

新长城高中生项目 凉山州教育局基金会 4,424,760.00    0.68% 项目转赠款

爱加餐项目 昆明宏鑫城不锈钢厨房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554,200.00   1.63% 厨具采购

爱加餐项目 山东省鲁宝厨业有限公司 3,941,300.00    0.61% 厨具采购

国际项目 Mercy Corps Uganda 2,538,510.00    0.39% 项目资助款

国际项目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 2,520,000.00    0.39% 国际爱心包裹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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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情况 

（一）重要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中国财富杂志社 王行最 子公司 

北京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文奎 子公司 

蔚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涿鹿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张北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和顺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榆社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冠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莘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科尔沁区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科尔沁左翼后旗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敖汉旗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宁城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开鲁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多伦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额尔古纳市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察哈尔右翼中旗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化德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商都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凉城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福安市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新田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永顺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石门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互助土族自治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乡信农户服务中心 刘文奎 子公司 

湟中县乡信农户服务中心 刘文奎 子公司 

三台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广南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宾川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冬文  子公司 

昌宁县农户自立服务社 刘文奎 子公司 

苏尼特右旗农户自立服务中心 李  真 子公司 

苏尼特左旗农户自立服务中心 李  真 子公司 

正镶白旗农户自立服务中心 李  真 子公司 

北京中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常开 合营企业 

北京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行最 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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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与基金会的关系 

北京中扶养老服务中心 刘文奎 举办单位 

雅安中扶养老服务中心 丁亚东 举办单位 

成都中扶乡村营造发展服务中心 刘文奎 举办单位 

（二）关联方交易情况 

 

（四） 与重要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五、重要事项披露 

（一）重大资产变动情况 

 

（二）重大投资变动 

 

企业名称 交易金额 交易性质

北京中和农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480,000.00 委托执行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89,660.62 委托执行

北京慈幼儿童福利研究中心 2,115,136.00 委托执行

雅安中扶养老服务中心 2,411,080.30 委托执行

成都中扶乡村营造发展服务中心 2,798,403.41 委托执行

合计 11,294,280.33

关联方名称 往来科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1,480.58     241,480.58      -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450,466.67     450,466.67      -

合计    -691,947.25     691,947.25

变动资产事项 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备注

应收账款  558,090,000.00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归还小额信贷项目贷款及归还地方配套资金

合计      -  558,090,000.00

被投资单位 增加金额 减少金额 备注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31,536,750.00 减持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合计 231,536,7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