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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2016）年度工

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手签，不接受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目录 
一、基本信息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三）监事情况 

（四）工作人员情况 

（五）内部制度建设 

（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九）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二）募捐情况（公募基金会填写） 

（三）公益支出情况 

（四）业务活动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2、本年度开展的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3、下年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4、涉外活动 

（五）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七）委托理财 

（八）投资收益 

（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十）应收账款及客户 

（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十二）应付账款 

（十三）预收帐款 

（十四）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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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二）业务活动表 

（三）现金流量表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二）评估情况 

（三）行政处罚情况 

（四）整改情况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二）在媒体上公布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三）公布募捐公告（公募基金会填写） 

（四）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五）公布公益资助项目收支明细 

（六）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七、年度报告审核意见 

（一）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二）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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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组织机构代码） 535000003459895719 

税务登记证号码 500000345989571 登记证号 渝民基证字第 062 号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

优惠资格的年度和

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是 2015-10-15 重庆市财政局 [2016]2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无    

其他资格 无    

宗旨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规章和国家政策，致力于加强重庆理工大学和社会

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募集社会办学资金，推动重庆理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业务范围 

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接受和管理社会各界及校友的捐赠，筹措与运作资金；资助

重庆理工大学的建设与发展项目；奖励优秀教师，资助教师发展项目；奖励优秀学生，

资助贫困学生，资助学生发展项目；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教育资助项目；支持与教

育事业相关的其他公益事业的项目。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认定为 

慈善组织 
       否 认定时间 无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无 

成立时间 2015 年 6 月 17 日 原始基金数额 20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基金会住所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明德楼 524 室、526 室 

电子邮箱 jjh@vip.cqut.edu.cn 传真 023-62563029 

邮政编码 400054 网址 http://jjh.cqut.edu.cn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俞宁 023-62563147 13983776363 yuning@cqut.edu.cn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杨庆国 023-62563029 13983095595 695271394@qq.co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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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 高宜新 理事数 11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3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

部级及以上领导职

务的人数 

0 

负责人中现任国

家工作人员的人

数 

0 

专项基金数 0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0 
专职工作 

人员数 
5 

志愿者数 3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重庆笃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7 年 3 月 21 日 报告编号 
重笃会审发[2017]第

027-1、027-2 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 号规定执行。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3）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16）年（3）月（24）日召开（一）届（三）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 年 3 月 24 日下午 3：00 

会议地点：重庆理工大学第二教学楼第六会议室 

会议议题：一、秘书长俞宁作基金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基金会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及财务报告。 

          三、审议基金会公章管理办法、信息公开制度、档案管理办法。 

          四、研讨如何激发校内外的捐赠活力等。 

出席理事名单：高宜新、李岚、俞宁、曾宪军、邓国红、赵毅、陈宇、林治华、王兴国、肖蕙蕙 

未出席理事名单：孙怀庆 

出席监事名单：王健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一、理事会经过审定，对秘书长 2015 年度工作报告 一致举手通过。 

          二、经理事会审定，一致通过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及财务报告，对基金会的财务收支决算

无异议。 

          三、理事会审议通过《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公章管理办法》、《重庆理工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档案管理办法》。 

          四、研讨激发校内外的捐赠活力、拓宽捐赠渠道、扩大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的对策，更好地

服务重庆理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备注：无 

2、本基金会于（2016）年（5）月（17）日召开（一）届（四）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 年 5 月 17 日下午 4：00 

会议地点：重庆理工大学明德楼 300 会议室 

会议议题：一、学校宣传部部长蹇福阔介绍学校展览馆项目情况，拟建校园环境雕塑，希望采取校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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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的方式。 

          二、基金会秘书长俞宁对基金会资助学校展览馆项目的可能性及风险作说明，并介绍校园环

境雕塑建设项目认捐方式、基金会 2015 年年检情况。 

          三、理事会商讨、研究及决定资助学校展览馆项目事宜。 

出席理事名单：高宜新、李岚、俞宁、曾宪军、邓国红、赵毅、陈宇、林治华、王兴国 

未出席理事名单：孙怀庆、肖蕙蕙 

出席监事名单：王健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一、理事会经商讨一致决定，同意基金会资助学校展览馆项目，以到会 9 人全部举手赞成通

过。 

备注：无 

1、本基金会于（2016）年（12）月（22）日召开（一）届（五）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4：00 

会议地点：重庆理工大学明德楼 500 会议室 

会议议题：一、讨论修改《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以及新章程的申请书和核准表。 

          二、讨论关于申请慈善组织认定的有关事宜。 

          三、讨论《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人事管理及薪酬制度》。 

出席理事名单：高宜新、李岚、俞宁、曾宪军、邓国红、赵毅、陈宇、林治华、王兴国、肖蕙蕙 

未出席理事名单：孙怀庆 

出席监事名单：王健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一、理事会决议，一致举手通过了《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修改的相应内容。 

          二、理事会决议，一致举手同意基金会申请慈善组织的认定。 

          三、理事会决议，一致举手通过了《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人事管理及薪酬制度》。 

 

备注：无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
职务 

在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备

案时间（最
近一届） 

本年度
出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和补贴
(人民币元) 

领取报酬
和补贴事

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业

单位退（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高宜新 男 1954-03-30 理事长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是 是 

2 李岚 女 1970-03-13 副理事
长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3 俞宁 女 1974-04-22 副理事

长兼秘

书长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4 王兴国 男 1962-06-09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5 邓国红 男 1965-01-26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6 孙怀庆 男 1969-10-02 理事 2015-04-02 0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7 陈宇 女 1968-08-28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8 肖蕙蕙 女 1964-10-17 理事 2015-04-02 2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9 林治华 男 1969-06-12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0.00 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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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06-17  

10 赵毅 男 1969-10-26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11 曾宪军 男 1968-07-25 理事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7-03-21 

0.00 
 

0 否 否 

 

（三）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在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时
间（最近一

届） 

本年度

列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补贴(人
民币元) 

领 取 报 酬

和 补 贴 事
由 

是 否 为 党

政机关、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退
（离）休干
部 

退（离）休

干 部 是 否
办 理 备 案

手续 

1 王健 男 1963-10-25 2015-04-02 3 自 2015-06-17 至
2018-06-17 

0.00 

 

0 否 否 

           

 

（四）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7）位工作人员 

说明：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理事、监事专职在基金会工作，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

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

所在党支部

名称 

俞宁 女 党员 1974-04-22 博士研究生  

理事会 副

理事长兼

基金会秘

书长 

重庆理工大

学校友会、教

育发展基金

会党支部 

杨庆国 男 党员 1960-10-10 本科 
基金会 副

秘书长 

重庆理工大

学校友会、教

育发展基金

会党支部 

侯清 女 党员 1980-10-08 硕士研究生 

秘书处 综

合管理部

部长 

重庆理工大

学校友会、教

育发展基金

会党支部 

万正彬 男 党员 1971-01-28 硕士研究生 

秘书处 财

务投资部

部长 

重庆理工大

学第八支部 

符静 女 群众 1974-10-02 硕士研究生 

秘书处 财

务投资部

副部长 

无 

袁顺琳 女 群众 1974-12-08 大专 
秘书处 会

计 

无 

袁文 男 共青团员 1992-08-10 本科 
秘书处 出

纳 

无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5200 元 

说明：年平均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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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无 

专项基金、代表机

构、持有股权的实

体机构管理、内设

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无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无 保管在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无 保管在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

长、办公室（秘书处）、

其它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

合同人数 
1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险 0 生育保险 0 

奖惩制度 □有□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无 志愿者数 3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全

部账号） 

建设银行重庆杨家坪支行营业部  50001033600050241742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九龙坡支行    123907835010802 

外币开户银行及

账号（列出全部

账号） 

无 

财政登记 □有□无 税务登记 □国税□地税□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捐赠收据；□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万正彬 主管 是 中级职称 

袁顺琳 会计 是 无 

袁文 出纳 是 初级职称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无 

其他管理制度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会议事规则》、《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监事制度》、《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管理办法》、《重庆理工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档案管理办法》、《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公章管理办法》 

   是 中级职称 

 

 

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

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无 

列支原则 □有□无 

审批程序 □有□无 

项目相关运行成本 支付标准 □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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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原则 □有□无 

审批程序 □有□无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无 

风险控制机制 □有□无 

审批程序 □有□无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无 
 

（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已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在“是否建立党组织”中选择“是”后，呈现下表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 
本 

情 

况 

党组织名称 
重庆理工大学校友会、教

育发展基金会党支部 
党组织类型 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重庆理工大学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5 人 

党组织 

书记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于晓东 校友会副秘书长 

参与内部

治理情况 

□会员（代表）大会（此选项仅供社会团体选择）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办公会 

党建工作 

联系人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杨庆国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副秘书长 

13983095595 

活 是否有专门 是 活动经 2000 元/年 活动经 基金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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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已经成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党员总人数”应填写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 

未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在“是否建立党组织”中选择“否”后，呈现下表 
 

 

(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变更名称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住所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宗旨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修改章程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2016 年 12 月 

□负责人变更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动 

情 
况 

活动场所 费数额 费来源 

组织生活 
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2次 0 次 0 次 0 次 

群 团

工作 

是否建立 

工会 
否 

是否建立 

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 

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次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党员总人数 5人 

群团

工作 

是否建立

工会 
否 

是否建立

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

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次 

党建
工作

联络

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杨庆国 13983095595 重庆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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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注销 0 个 

持有股权的实

体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3 个   

 

1、 专项基金情况 

序

号 

专项基金名

称 

成立时

间 

发起

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1.           

2.           

3.           

4.           

序

号 

是否成立专

项基金管理

机构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人

数 

本年召

开会议

次数 

募集资 

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是否

符合基金会的管

理制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

目名称 

信息公开的

媒体 

1.        1.  

2.      2.  

3.      3.  

4.      …………  

（不能完全填写的可复制本页填写） 

说明： 

1、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 

公布募捐公告(包括通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活动进行募捐) 

公布公益资助项目 

2、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应与年度工作报告主报告中公益项目名称一致 

 

2、代表机构情况 

序

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帐户性质（下拉

框） 

开户银行和帐号 

开户银行 帐号 

1.               

2．               

3.               

4．        

3、 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序

号 

名

称 

设
立

时
间 

法定

代表

人 

工商登记

类型 

被投资

实体注

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基金

会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投资资产
占基金会

总资产的
比例 

与基金会的

关系 
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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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2.     

3.     

4.     

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50%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

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3、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

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资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

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 20%－50%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

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对被投资单位具

有控制、无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4、 内设机构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综合管理部 

侯清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明德楼 524 室 

2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项目部 

杨庆国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明德楼 524 室 

3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投资部 

万正彬 重庆市巴南区红光大道 69

号明德楼 524 室 

    

 

（九）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是□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开展异地募捐是否向所在地民

政部门报送了募捐方案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开展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捐平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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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3,035,579.08 0 3,035,579.08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035,579.08 0 3,035,579.08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373,079.08 0 2,373,079.08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62,500.00 0 662,5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0 0 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张弦 2,029,058.74    

用于支付重庆理工

大学校园基础建设

项目和与教育事业

相关的其他公益事

业项目，以及教育

事业的发展。 

重庆三友化工有限公司 450,000.00  用于贫困大学生基

本学习及生活费用

资助;支持教师从

事教学、科研、育

人等工作。 

廖曼利  230,000.00   

用于支持重庆理工

大学教育事业的建

设与发展 

合计 2,709,058.74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以上的捐赠

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 ）项，募捐取得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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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016 年 12 月 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是□否□ 

 

（三）公益支出情况 

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其他支出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

合近三年比例） 

%（综合两年%，综合三年%）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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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两年%，综合三年%）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

用，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

限定性收入+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总收

入”+上年“上年总收入”；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出”合计与近三

年“上年总收入”合计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年“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出”合计比例，综合近三年同理。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4,692,962.79 

本年度总支出 869,760.1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848,047.9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5,600.00 

行政办公支出 4,390.00 

其他支出 1,722.2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8.07%，综合两年 34.67%（综

合两年%，综合三年%）%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30%，综合两年 3.41%（综合



 — 14 — 

两年%，综合三年%）%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

费用，上年度基金余额为上年度期末净资产。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度基

金余额”+上年“上年度基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出”合
计与近三年“上年度基金余额”合计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

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出”合计比例，综合

近三年同理。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管理费用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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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4,692,962.79 

本年度总支出 869,760.17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848,047.97 

管理费用 
19,990.00 

其他支出 1,722.2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

平均数的比例） 

18.0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30%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

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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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7）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

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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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丸美“十佳大学生”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奖励重庆理工大学丸美“十佳大学生”，资助年限为 5 年，起始时间为 2015 年-2019

年，每年 10人，每人 10000 元。 

2、 项目名称：“士继青年奖章”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2015 年一次性捐赠 120000 元，奖励重庆理工大学“士继青年奖章”获得者，从 2016

年开始执行，资助年限为 3 年，起始年限为 2016 年-2018 年，每年 8 人，每人 5000 元，每年

共计 40000元。 

3、 项目名称：重庆南开中学专项全额奖学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2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2015 年一次性捐赠 268800 元，奖励考入我校的生源地为南开中学的 2016 级至 2018

级优秀本科新生，四年学费全免，学费每年每人 5600 元。2016年奖励了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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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名称：“管理英才培育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8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2015 年一次性捐赠 611200 元，起始时间为 2016 年-2018 年。一是奖励第一志愿考

取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优秀硕士研究生，提供每生全额奖学金 21000 元（三年学费），分

年度发放，每生每年 7000 元，每年最多 10 人，2016 年共评出 6 人 ；二是奖励重庆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研究生，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三是资助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知名校友受邀回校讲学时的往返路费、住宿费和报告报酬等。 

5、 项目名称：“成钢助学金”资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每年捐赠 40000 元，资助 10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 4000 元/年，分 2 次发放，

每学期发放 2000 元，起始时间为 2015 年-2019 年。其中,2015 年捐赠 40000 元，2016 年捐赠

40000 元，2016 年 5 月补付李进等 2014-2015 学年 20000 元，同时付王俊宇等 2015-2016 学年

40000 元，余 20000元在 2017 年执行。 

6、 项目名称：“大家杯”软件创新、创意大赛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7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每年捐赠 50000 元，奖励“大家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软件创新设计大

赛项目，资助年限为 10 年，起始时间为 2016年-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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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大家杯”会计信息化创新、创意作品大赛项目 

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578.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每年捐赠 50000 元，奖励“大家杯”会计学院会计信息化创新、创意作品大赛奖学

金项目，资助年限为 10 年，起始时间为 2016年-2025年。 

8、 项目名称：管理学院“亿联学习风尚奖”评选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表彰和奖励管理学院在学习中表现突出的亿联“学习风尚班级”或亿联“学习风尚

人物”，资助年限 4 年，起始时间为 2016年-2019年，每年 100000 元。 

9、 项目名称：“筑梦启航”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57179.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1416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重庆三友化工有限公司资助“筑梦启航”贫困大学生的基本学习及生活费用，资助

年限 3 年，起始时间为 2016 年-2018 年，2016 年 350000 元，2017 年 350000 元，2018 年 300000

元，3 年共计 1000000元。另外，2016年捐赠收入中 7179 元属于师生等零星捐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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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项目名称：重庆理工大学第十五届学子百家讲坛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1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494.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2016 年收到一次性捐赠款 11500 元，支持重庆理工大学师德师风建设，资助第十五

届学子百家讲坛。 

11、 项目名称：贫困生喻娟同学资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资助重庆理工大学贫困学生喻娟同学，从非限定性捐赠资金中一次性支出 20000 元。 

12、 项目名称：贫困生张昌娟同学资助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131.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资助重庆理工大学在校贫困学生张昌娟同学 4 年学费，从非限定性捐赠资金中支出，

每年支付 5000 元，4年共 20000 元；另外 2016年支付该同学生活用品购置费 1131元。 

13、 项目名称：校园“回收旧电池”环保活动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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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984.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资助重庆理工大学生物学院“回收旧电池”环保公益活动，从非限定性捐赠资金中

一次性支付 4984 元。 

14、 项目名称：“魔线科技杯”机械工程学院第二届辩论赛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2015 年收到一次性捐赠款 100000 元，支持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魔线科技

杯”第二届辩论赛，主要用于奖励比赛获奖的团体和个人，以及购买图书、书包等学习用品。 

15、 

 

项目名称：捐助杨锋校友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资助杨锋校友手术和康复治疗费用。 

16、 

 

项目名称：张弦捐赠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29058.7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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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资助重庆理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校园基础设施的建设。 

17、 

 

项目名称：廖曼利捐赠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重庆市 

项目介绍：资助重庆理工大学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不能完全填写的可复制本页填写）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2、本年度开展的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 

若选是则填下表 

本年度开展了（）项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2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3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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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年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若选是则填下表 

下年度计划开展（）项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项目周期：2016年月至 201 年月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2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项目周期：2016年月至 201 年月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3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人民币元，项目周期：2016年月至 201 年月 

项目地点： 

项目类别（多选）：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4、涉外活动情况 

 

1. 基本信息□无此情况 

社会组织名称  登记管理机关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构

负责人 
工作人员 会员 志愿者 

人数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本年度参加国际

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举办外文网站 
□否□是，外文网站数量：个，外文网站使用的语言：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德

语、世界语、其他___________ 

举办外文刊物 
□否□是，外文刊物数量：个，外文刊物使用的语言：英语、法语、俄语、日语、德

语、世界语、其他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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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境外捐赠（含募捐）情况（单位：人民币元）□无此情况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组织的捐赠 

政府    

企业    

其他    

总计    

 

 

                         3. 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无此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

（地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工作对象和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

人数 

1  
100 多个

国家 
    

2       

3       

…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6 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4.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无此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方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项目 

形式 
实施国家（地区） 

合作方类型 

所在国家

（地区） 

 

中方 外方 

1        

2        

3        

…        

 

注：1.合作方类型：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个人。 

    2.项目形式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5. 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无此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单

位：人民币元/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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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6 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3.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

国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6. 2016 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无此情况 

1. 2016 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如：组织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开展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

实施重要的人文社会交往项目，组织或者参与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或者参与重要的国际行动，开

展有影响的对外扶贫救援，参与制定国际行业规则，在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担任重要

职务或者与其建立正式工作关系，建立海外机构，依法发起或者参与发起成立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 
 

 

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以上 5 项信息如果栏目空间不够，请另行附页）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

慈善服

务和实

施慈善

项目发

生的人

员报

酬、志

愿者补

贴和保

险 

使用

房屋、

设备、

物资

发生

的相

关费

用 

为管理

慈善项

目发生

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

议、培

训、审

计、评估

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1．张弦捐赠款 2,029,058.74       

2．“筑梦启航”
贫困大学生资助
项目 

 310,000.00    4,160.00 314,160.00 

3.丸美“十佳大
学生”项目  100,000.00     100,000.00 

4.捐助杨锋校友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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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计 2,029,058.74 411,000.00    4,160.00 415160.00 

说明： 

一、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包括 2年）。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

公益总支出比

例 

用途 

1.“魔线科技杯”机械

工程学院第二届辩论

赛项目 

获奖团队及获奖学
生  100,000.00  11.79% 

主要用于奖励
比赛获奖的团
体和个人，以
及购买图书、
书包等学习用

品。 

2.“成钢助学金”资助

项目 

在校学生  60,000.00  7.08% 

为在校综合表
现良好、家庭
经济困难的全
日制本专科学

生资助 

3.“筑梦启航”贫困大
学生资助项目 

在校贫困生 
314,160.00 37.05% 

用于贫困大学
生基本学习及
生活费用资助 

4.丸美“十佳大学生”
项目 

2016 年重庆理工大
学十佳大学生 

 100,000.00  11.79% 
学生表彰及奖

励 

5.管理学院“亿联学习
风尚奖”评选项目 

表现突出班级及学
生  70,000.00  8.25% 

用于表彰和奖
励管理学院在
学习中表现突
出班级和学生 

合    计  644,160.00 75.96%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

支付对象。 

（七）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受托人 受托人法

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

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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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杨家坪支

行 

黄建纲 有 3,510,000.00 无期限 浮动 133,939.95 3,133,939.95 

招商银行

重庆分行

九龙坡支

行 

吴宇 有 5,000,000.00 无期限 浮动   

合计  8,510,000.00   
133,939.95 3,133,939.95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质。 

（八）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理财投资收益 133,939.95  

2．债券投资收益   

3、股权投资收益   

4、……   

合计 133,939.95  

（九）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广东丸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重庆理工大学 发起人和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巴南区撷智超市 主要捐赠人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与 

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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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广东丸美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合计     

     

其他应收款： 
1,000,000.00  100.00% 3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300,000.00  100.00%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合计     

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

比 

应付账款：     

     

合计     

     

其他应付款：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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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合计     

 

（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300,000.00 0.00 300,000.00 

1-2 年 
      

2-3 年 
      

3年以上 
      

合计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300,000.00 0.00 300,000.00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1 

广东丸美
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00.00 100.00% 300,000.00  100.00% 20161221 

“十佳大
学生”评
选 捐 赠
款，捐赠
协议约定
分 5 年支
付，每年
支 付 10
万，还剩
2017 年
至 2019
年尚未支
付。 



 — 29 — 

2        

3        

合计     —— —— 

 

（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2-3年       

3 年以上       

合计 0 0 0 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

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1 无       

2        

3        

4        

5        

合计       

 

（十二）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     

合计     

 

（十三）预收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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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     

合计     

（十四）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成绩：  

在 2016 年，依照新颁布的《慈善法》规定，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遵

照章程，坚持做实重点工作、做精特色工作，抓好常规工作、制度建设、组织建设、

信息化建设以及项目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良好成绩，为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

贡献。2016 年总捐赠收入为 3035579.08 元，总公益慈善活动支出为 848047.97 元。 

一、加强管理，着力基金会内部建设 

    1.开展“制度化”建设 

本年度制订了《重庆理工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重庆理工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公章管理办法》、《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人事管理及薪酬制度》、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档案管理办法》，规范了基金会项目申报、立项、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等程序。 

    2.严格财务管理 

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以及《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

务管理办法》进行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报告、财务监

督和会计核算等工作，每年接受外部审计。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

比例为 18.07%，聘用工作人员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 2.30%；均符合章程的有

关规定。 

    3. 提高管理效率，开展“信息化”建设 

   （1）推出了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微信公众平台。 

   （2）与招商银行、北京神州智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完成了在线捐赠系统的开

发，开通了微信捐赠线上渠道、支付宝捐赠线上渠道和网站捐赠线上渠道，为接受

社会捐赠开辟了一条安全、方便、快捷的渠道。 

    （3）引进并应用了捐赠票据打印系统、财务管理软件，推进财务管理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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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4.启动慈善组织认定的申报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相关规定，12 月启动了向重庆市民政局申报

慈善组织的相关工作。加快基金会法治化建设，对于推动我校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

重要意义。 

二、立足捐赠项目，将善事办实办妥 

本基金会建立健全慈善项目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对慈善项目的立项、审

查、执行、控制、评估、反馈等环节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要求，行使项目管理

职责。 

1.本年度基金会设立并开展了 17个公益慈善项目： 

（1）奖励优秀学生类（8 项）：“大家杯”软件创新创意大赛项目、“大家

杯”会计信息化创新创意作品设计大赛项目、重庆理工大学“士继青年”奖章项目、

南开中学专项全额奖学金项目、管理英才培育基金项目、管理学院“亿联学习风尚

奖”评选项目、丸美“十佳大学生”资助项目；“魔线科技杯”辩论赛项目； 

（2）帮助困难学生类（5 项）：“筑梦·启航”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成

钢助学金”资助项目、张昌娟同学资助项目、喻娟同学资助项目、捐助杨锋校友项

目； 

（3）校园文化活动类（2 项）：深圳校友会资助学子百家讲坛活动项目、化

工学院防化志愿服务队的“回收旧电池”环保活动项目。 

（4）校园基础建设项目类（1 项）：张弦捐赠款； 

（5）教育事业建设与发展项目类（1 项）：张弦捐赠款；廖曼利捐赠款。 

2.基金会制作了《基金会项目进度一览表》，跟踪落实每一个项目的实施细则，

做到及时、高效。 

3.向捐赠人做好项目实施情况反馈。通过走访交流、邮寄书面项目材料、微信

平台及网站新闻发布以及电话微信等线上交流等方式向捐赠人反馈项目实施情况。 

三、抓好基金会宣传和信息公开工作 

1.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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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线下宣传，制作基金会宣传手册、海报，在校园网、校内宣传栏加大对基

金会及项目的宣传，使广大师生广泛了解基金会工作；线上宣传，通过“重庆理工

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及时报道基金会最新政策、工作动态、

捐赠明细。 

    2.信息公开工作 

按照《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切实开展各项信

息公开工作，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及其摘要、财务报告、审计报告、捐赠活动信息等。

增加管理透明度，提高社会公信力。做到捐赠来源合法清晰，使用支出情况公开透

明。 

四、加强队伍建设 

1.落实党组织建设工作要求，加强党的领导 

按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工作的要求，2016 年 10 月，成立了重庆理工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党支部。通过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

基金会工作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2.成立大学生慈善志愿者协会，引领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不

断学习和成长。 

    不足： 

    1.加强学习《慈善法》的有关规定，广泛宣传《慈善法》； 

    2.加强内部管理，重点做好项目及档案管理； 

    3.捐赠来源渠道不够丰富，除接受校友捐赠外，还可通过吸引用人单位、产学

研合作单位等渠道来我校捐资助学； 

    4.捐赠项目策划创新不够，探索围绕我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实验室建设等，策

划捐赠项目。 

 

 

 

 

（本页不能完全填写的可以复制本页填写。） 

四、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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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年月日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79,918.54 1,183,843.19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3,508,104.25 5,508,104.25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1,000,000.00 300,000.00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

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4,688,022.79 6,991,947.44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固定资产原价 31 5,300.00 5,300.00     

减：累计折旧 32 360.00 1,950.0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4,940.00 3,35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4,940.00 3,35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52,962.79 608,402.46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540,000.00 6,386,894.98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4,692,962.79 6,995,2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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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60 4,692,962.79 6,995,297.4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4,692,962.79 6,995,297.44 

 

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

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383,793.00 3,122,746.00 3,506,539.00 447,574.10 2,588,004.98 3,035,579.08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133,939.95  133,939.95 

其他收入 9 3,905.19 0.00 3,905.19 2,575.79  2,575.79 

收入合计 11 387,698.19 3,122,746.00 3,510,444.19 584,089.84 2,588,004.98 3,172,094.8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96,375.00 582,746.00 779,121.00 106,937.97 741,110.00 848,047.97 

（二）管理费用 21 37,462.00  37,462.00 19,990.00  19,990.00 

（三）筹资费用 24   0.00    

（四）其他费用 28 898.40  898.40 1,722.20  1,722.20 

费用合计 35 234,735.40 582,746.00 817,481.40 128,650.17 741,110.00 869,760.17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152,962.79 2,540,000.00 2,692,962.79 455,439.67 1,846,894.98 2,302,334.65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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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3,735,579.08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575.79  

现金流入小计   13  3,738,154.8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848,047.9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5,60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4,522.20  

现金流出小计 23  868,170.17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869,984.7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3,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33,939.95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3,133,939.95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5,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866,060.0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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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003,924.65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年检结论 尚未成立（或新成

立）未参加 

尚未成立（或新

成立）未参加 

尚未成立（或新

成立）未参加 

合格 

（年检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加”、“合格”、“基本合格”、“不

合格”、“未按规定申报”、“未出结论”） 

 

(二)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有效期自年至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是□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四) 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 2015 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

书？ 

□是□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五、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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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1：王健 

意见：同意 

签名： 

日期： 

 

 

监事 2：无 

意见：无 

签名： 

日期： 

……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 2015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报 

 

2016 年 7 月 1 日 

   

   

 

(二) 在媒体上公布 2015 年度工作报告全文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网站 

 

2017 年 3 月 14 日 

   

   

 

(三) 开展募捐活动公布募捐公告和相关信息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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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说明：“公开募捐”应符合《慈善法》第 23条的规定。 

(四)公布内部管理制度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人事管理及薪酬制度 

2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12 月 29 日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章程（修改版） 

    

    

 

（五）公布公益慈善资助项目收支明细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03 月 25 日 肖飞校友反哺母校 捐赠

100 万元助力学生成才 

2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11 月 15 日 关于开展“筑梦启航”贫困

大学生资助项目的通知 

3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12 月 05 日 关爱患病学子，共担成长风

雨——教育发展基金会

探望并资助喻娟同学 

 

4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网站 

2016 年 12 月 16 日 杜立校友捐赠 100 万元设立

“管理三星”、“艾丽杯”

资助项目 

5 重庆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微信公众号 

2016 年 12 月 19 日 2016 年“筑梦启航”贫困大

学生资助项目终审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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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口是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八、年检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印鉴) 年月日 

 

 

 

 

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经办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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