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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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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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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组织机构代码） 531100006819525404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5681952540 登记证号 00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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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31

北京市民政局，北

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

京财税【2016】612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是 2014-03-31

北京市国家税务

局
京财税【2014】937 号

其他资格

宗旨 改善贫困地区和灾区的教育环境

业务范围
在贫困地区和灾区资助开展教育方面的公益项目，以及其他有助于改善当地民生的公

益慈善项目。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 认定时间 2016-09-05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成立时间 2008-11-12 原始基金数额 20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北京市民政局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建外 SOHO17 号楼 10 层 1101

电子邮箱 guixin@greenandshine.org 传真 010-5900 4761-818

邮政编码 100022 网址 www.greenandshine.org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樊英 010-59004753 13701216973 phelexfan@163.com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韩健 010-59004762 13611323722 jhan@greenandshine.org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樊英 010-59004753 13701216973 phelexfan@163.com

理事长 刘桂 理事数 10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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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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0
专职工作

人员数
13

志愿者数 5025 举办刊物情况 内部发行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中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7-03-10 报告编号
中崇信审字【2017】第 017

号

说明：

1、基金会的住所填写能接收邮件、信件的实际办公场所。

2、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 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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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16）年（4）月（28）日召开（二）届（五）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04-28

会议地点：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议题：“馨心相印”项目流程及预算，购买办公用房，聘请章鼎儿老师为基金会荣誉理

事。

出席理事名单：刘桂、樊英、石平、高卉、路小蔷、张建中、刘冰、辛罗林、李湜、朱丽华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蔡大成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决议通过了“馨心相印”项目流程及预算，初步形成购买办公用房意见。同意聘

请小学科学教育专家章鼎儿老师为桂馨基金会荣誉理事。
备注：

2、本基金会于（2016）年（10）月（22）日召开（二）届（六）次理事会议 。

会议时间：2016-10-22

会议地点：上海富豪环球大酒店会议室

会议议题：购买办公用房再议

出席理事名单：刘桂、樊英、石平、高卉、路小蔷、张建中、辛罗林、刘冰、李湜、朱丽华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蔡大成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明确购买基金会办公用房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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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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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桂 女
1949-12
-03

理事长 2008-11-12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2
辛罗

林
男

1949-08
-21

副理事

长
2014-03-31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3 樊英 女
1962-12
-01

秘书长 2008-11-12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149,500.0
0

否 否

4
张建

中
男

1954-01
-24

理事 2014-03-31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5 刘冰 男
1973-03
-27

理事 2008-11-12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6 李湜 女
1954-08
-27

理事 2014-03-31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7
朱丽

华
女

1974-06
-02

理事 2014-03-02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8 石平 男
1970-04
-18

理事 2014-03-31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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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卉 女
1974-04
-01

理事 2008-11-12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10
路小

蔷
女

1954-11
-09

理事 2014-03-31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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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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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大

成
男

1955-1
1-05

2013-08-23 2
自 2013-8-23
至 2017-8-22

0 否 否

（四）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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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英 女 群众 1962-12-1 大学本科 秘书长

酆伟 男 群众 1982-9-6 硕士 运营总监

陈艳飞 男 群众 1984-5-30 大学本科 公关部 公关经理

韩健 女 群众 1970-7-18 大学本科 财务部 会计

张淼 女 群众 1983-5-15 大学本科 财务部 出纳

吴夏霜 女 群众 1990-4-23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经理

冀志伟 男 群众 1993-07-20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助理

李甫拓 男 群众 1992-5-5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助理

管美艳 女 中共党员 1989-9-8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经理

易少华 男 预备党员 1995-4-14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助理

焦怡然 女 群众 1994-07-14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助理

任飞艳 女 群众 1992-01-17 大学本科 项目部 项目助理

张晓芳 女 群众 1992-02-01 大学本科 公关部 公关助理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4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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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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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9 养老保险 9 医疗保险 9

工伤保险 9 生育保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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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5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

行）

北京农商银行新源里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中国

银行雅宝路中行

人民币银行

账号（列出全部账

号）

0125000103000000113；0200204619200013564；320761658195

外币开户银行（列

出全部开户行）

北京农商银行新源里支行美元户；北京农商银行新源里支行港元

户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0125001413000000017；01250013130000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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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健 主管会计 是 否 中级会计师

张淼 出纳 是 否 会计资格证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库存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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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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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说明：“党员总人数”应填写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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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4-12-17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

本

情

况

党组织名称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流动党

员支部委员会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国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综

合委员会
党员总人数 1 人

党组织

书记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池运强 党支部书记

参与内部

治理情况
理事会 □办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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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淼 财务部出纳 13520617330

活

动

情

况

是否有专门

活动场所
是

活动经

费数额
0元/年

活动经

费来源
上级组织划拨

组织生活

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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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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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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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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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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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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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瑾乡

村教师基

金

2013-0

5-12
刘桂

收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捐款收深圳市莱

蒙慈善基金会捐赠款收高伟达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捐款收于伟捐款上海新华商金控股

集团有限高伟达转件有限公司

樊英
基金会基本

帐户

2.
桂馨科学

教育基金

2014-1

2-31
刘桂

邱旭丰北京望后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孙雨

净王阳甘虎鲍伟李全余腾胜刘静安洪军陈

鹰朱正芹潘红陈骏邢冬梅蒋华华陈小军陈

鹰朱梅珺索莉晖韩巍强王骥刘文成龙向欣

刘延岭李慧宋宜农张向都内蒙古伊泰煤炭

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刘

宝瑞于凯高辉勇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国宾

企业家俱乐部有限公司张建中刘平香港纵

横有限公司上海纬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杨

煜辛罗林刘冰高卉

樊英
基金会基本

帐户

3.
桂馨书屋

阅读基金

2014-1

2-31
刘桂

逯悦王历 LAM Mei Kam May 杜春江刘宝瑞

陈莺喆甘虎（傅琛汇款）孙明山上海纬翰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收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上海伯仲国际文

化投资有限上海均瑶（集团）有限

樊英
基金会基本

帐户

4.
桂馨志愿

者基金

2015-0

3-12
刘桂

北京中山伟业投资有限公司康典中国万向

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
樊英

基金会基本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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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桂馨

乡村

教师

支持

无

2.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桂馨

科学

课

无

3.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桂馨

书屋
无

4. 是 5 2 定向捐赠 是

桂馨

书屋

志愿

者支

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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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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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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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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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21,504,821.94 0.00 21,504,821.94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1,216,972.80 0.00 21,216,972.8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203,272.74 0.00 2,203,272.74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9,013,700.06 0.00 19,013,700.06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287,849.14 0.00 287,849.14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93,889.10 0.00 93,889.1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93,960.04 0.00 193,96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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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万科公益基金会 6,160,000.00 0.00
桂馨科学课项目、

桂馨书屋、桂馨乡

村教师支持

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0 非指定项目--机构

发展基金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 0.00 桂馨乡村教师支

持、非指定项目-
机构发展基金

合计 9,36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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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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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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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34,180,4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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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总支出 9,946,254.99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9,501,540.42

管理费用
419,550.57

其他支出 25,1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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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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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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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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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公益支出 9501540.42 元，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为 9526704.42 元，差额 25164.00 元，

差额部分是基金会的税金及附加支出 23719.50 元，服务成本支出 1444.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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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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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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桂馨书屋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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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2,548.1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97,0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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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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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

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桂馨书屋项目是为信息闭塞、缺乏优秀图书、阅读困难的贫困地区乡村学校而设立的公益项

目。在图书捐赠基础上，项目持续关注书屋运作和学生阅读成长。2016 年桂馨书屋继续在基础建设和阅

读提升两个方面展开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书屋搭建、悦读周活动、自主运作金执行、世界读书日主题活

动、新馨世界等基础工作和组织桂馨书屋老师参访阅读论坛、种子教师培训、阅读在线交流、暑期阅读

挑战计划、书香校园示范学校等阅读提升工作。桂馨书屋 4 年为一个周期，截止 2016 年 12 月，桂馨书

屋在 15 个省 38 个县建成 198 所书屋。捐赠图书 50 万册，培训教师 3600 余人，受益学生 95410 人。2016

年新建桂馨书屋 19 所，32 所书屋学校开展了悦读周活动。对桂馨书屋实施一年以上且运作良好的乡村

学校，将持续三年获得提升阅读能力方面的培训和图书支持。2016 年受益乡村教师和学生人数 39612

人。桂馨书屋项目亮点：开启了与桂馨书屋项目区域内地方教育部门的合作，加强了与国内专业阅读力

量的深度合作。合作方主要为各项目区域教育局及各项目实施学校、国内专注阅读推广的相关公益机构。

2

项目名称：桂馨科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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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078.6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33,2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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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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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

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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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桂馨科学课项目专注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科学教育支持，推动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少年良好

科学素养、独立人格、探究精神的培养和形成。截止 2016 年底，桂馨科学课项目在青海、四川、湖北、

湖南四省的 34 个县实施了包括桂馨科学教师培训、桂馨科学骨干教师培训、桂馨科学教师交流计划、

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桂馨科学夏令营、桂馨小科学家实验室等项目，受益人数超过 90 万。2016 年还

实施了乐捐“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 20 套科学工具箱捐赠、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

目，200 套科学工具箱捐赠到各地乡村小学。2016 年项目新增 143053 名受益师生。

3

项目名称：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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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7,122.4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32,4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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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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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是为鼓励支持乡村教师安心敬业教书育人而设立的公益

项目。2016 年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三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项

目”、“公益种子计划”、“师道/论语别裁项目”和大型综合项目“桂馨乡村教师支持（贵

州）项目”的调研、协调、组织、推进和执行等方面。2016 年，桂馨乡村支持项目在质和

量两个方面都有突破。这个项目的突破也使得桂馨公益项目三足鼎立的局面初具雏形。

2016 年受益人数 14032 人。

4

项目名称：瑞银.北石槽中学生态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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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5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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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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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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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5年 5月，北石槽中学获得国际生态学校证书，正式成为国际生态学校成员。由瑞银集团支持，依托

顺义区北石槽中学校园生态环境设施及相关教学实践基础与优势，引入相关专家和资源，支持该校师生

开展生态学校建设和生态及环境教育实践。项目秉持“生活、生命、生长”的理念，实施内容包括：国

际生态学校建设、生态课程建设及教师成长支持、学生生态及环保实践支持、志愿英文课堂和瑞银志愿

者日等。

5

项目名称：馨心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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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512.8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95,6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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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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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馨心相印慈善之夜是桂馨基金会自 2014 年开启的年度公益宣传推广公益项目。

该项目实施周期 6个月，包括公益主题设计、公益传播 VI 设计、传播文案设计和推广、志

愿者招募与互动。该项目核心为年度的慈善之夜，来自全国的桂馨之友（捐赠人、合作伙

伴、志愿者、基金会理事等）就公益慈善、桂馨年度工作等进行分享、互动和交流。同时，

馨友们还将基于共同的公益信念和对桂馨基金会的信任，现场参与对桂馨公益项目的捐赠，

支持中西部贫困乡村儿童的基础教育环境改善。截止 2016 年已成功举办三届，共筹集善款

2600 余万元，全部用于结合桂馨书屋、桂馨科学课、桂馨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而设计的

公益基金，支持桂馨公益项目可持续运作和发展。我们愿与您一道共筑中国乡村教育的美

好未来，用教育来点亮乡村孩子的心灯！

6

目名称：师生关爱营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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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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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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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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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洛沟小学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饭坡乡洛沟村。学校所在嵩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通过项目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该校学生存在的营养问题，促进孩子们的健康发育，为

全校学生更好的成长和学习提供支持。由于国家给乡村学校配备了营养餐，此项目营养餐

部分不再实施，改为对乡村代课老师代课补助支持，本年支持 1位乡村代课老师补助共计

14000 元。

7

项目名称：生态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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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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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

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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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为支持中国农村学校发展基础教育，帮助在经济、社会地位和身体条件都处于

弱势的山区贫困学生，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在贫困地区乡村学校设立生态农业助学项目。

此项目支持的是湖南古丈县河蓬九年制学校生态助学茶园公益项目，此项目于 2010 年启动

实施，2015 年由于当地急降暴雨，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导致茶园大面积损毁。2016 年经

过项目考察，此项目不具备再执行条件。剩余捐赠款暂未协商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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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名称：桂馨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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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92.6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1,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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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

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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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桂馨之桥”助学金/奖学金项目是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为鼓励和帮助困难境遇

中自强不息、勤奋好学的乡村学生而设立的公益项目。“桂馨之桥”助学金/奖学金项目采

用一对一持续资助模式，每名受助学生都有固定的捐赠人。基金会作为项目操作方，接收

资助人汇款，每学期通过地方志愿者、学校老师向受助学生发放资助款，并定期向捐赠人

汇报受助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2016 年桂馨之桥共捐助 57 名贫困学生。

9

项目名称：项目支持传播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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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5,6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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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

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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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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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6 年度，桂馨基金会实施了常规的公益传播和筹款推广、捐赠人回馈与互

动、相关宣传资料的设计与印制等，包括结合相关公益项目或活动的公共媒体传播报道、

自媒体平台视觉设计及 H5 页面制作传播、捐赠人公益纪念品设计与制作反馈等。通过此项

目桂馨基金会共筹集善款约 750 万元，进一步增进了社会公众和相关合作伙伴、捐赠人、

志愿者等群体对桂馨公益的认同和支持。

10

项目名称 ： 信息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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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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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

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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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通过信息系统开发，将捐赠、财务管理（部分）、相关方管理和内部工作协调

管理等工作数字化、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同时，系统实现对信息的分类、统计和分

析功能。项目正处于初步考察阶段。

11

项目名称：机构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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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2,4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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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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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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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深圳市 大

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自 2015 年 12 月，桂馨基金会科学课项目执行团队与 SVP（北京）合作就桂馨科

学课项目相关核心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之后，基金会于 2016 年 3 月在杭州与项目相关方召开

了桂馨科学课战略讨论会，形成了桂馨科学课项目未来 3-5 年内的战略规划。项目计划对

整体战略规划中的项目目标“以支持科学教师成长为核心，提升乡村儿童科学教育水平和

质量”的理解，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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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活动情况

1.基本信息 □ 无此情况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单位：个数）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构

负责人
工作人员 志愿者 其他

人数 1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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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0 次 0 次 0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 0 个，本单位共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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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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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89.10 93,889.10

来自境外组织的捐赠

政府 0.00 0.00

企业 193,960.04 193,960.04

其他 0.00 0.00

总计 287,849.14 287,8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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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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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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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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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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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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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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馨书屋 6122548.11 1398243.03 129974.00 156562.7 512307.10 0.00 2197086.83

桂馨科学课 2554078.65 1838122.51 104744.02 153152.7 237196.46 0.00 2333215.69

桂馨乡村教

师支持
3997122.4 1314112 56099.00 127512.7 234716.03 0.00 1732440.55

瑞银.北石槽

中学生态园

项目

0 1129.8 0 0 26406.00 0.00 27535

馨心相印 2811512.8 59085.2 11904.76 0 2724683.25 0.00 2795673.21

师生关爱营

养餐
0 14000 0 0 10.00 0.00 14010

生态助学 0 94 0 0 1407.00 0.00 1501

桂馨之桥 161792.61 119845 22535 33527.9 5796.14 0.00 181704.04

传播与推广 50000 7968.8 65050.00 0 92618.00 0.00 165636.8

信息系统支

持
119000 332 0 0 0.00 0.00 332

机构发展支

持
80000 41847.3 1600.00 0 8957.20 0.00 52404.5

合 计 15896054.57 4794780.46 391906.78
470756

3844097.18 0.00 95015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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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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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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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支付金额 用途

馨心相印 北京丹蒙艺术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2,216,071.90

23.32%
服务费

桂馨科学课 杭州新地科教器材

有限公司
1,436,000.00

15.11%
购买教学器材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贞丰县教育局 1,141,760.00
12.02% 为乡村教师购

买保险

桂馨书屋
北京书乡墨林出版

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592,287.98

6.23%
购买图书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广州越秀区颗粒公

益传播发展中心
120,000.00

1.26%
视频制作费

桂馨书屋
中关村人居环境工

程与材料研究院
96,480.00

1.02%
技术服务费

合 计 5,602,599.88 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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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收回金

额

德邦创新

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

姚文平 是 2,600,000.00 2 年 浮动 423,562.36 423,562.36

国民信托

有限公司
杨小阳 是 7,000,000.00 2 年 浮动 555,090.41 555,090.41

诺亚正行

（上海）

基金收益

顾问有限

公司

汪静波 是 10,000,000.00 6 个月 浮动 0.00 0.00

合 计 19,600,000.00 978,652.77 978,6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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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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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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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投资 423562.36 60483.41

2．信托投资 555090.41 760210.53

3、信托投资 0 279689.5

4、信托投资 0 331347.95

5、信托投资 0 53500

合 计 978652.77 1485231.39

（九）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刘桂 发起人

高卉 发起人

连小青 发起人

康典 发起人

崔桂亮 发起人

广州时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发起人

周月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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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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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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7.7 0 15997.7 3300 0 3300

1-2 年 0 0 0 0 0 0

2-3 年 19100 0 19100 0 0 0

3 年以上 0 0 0 10000 0 10000

合 计 35097.7 0 35097.7 13300 0 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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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若勇 19100 54.42% 10000 75.19% 2014-01-01 押金

2 管美艳 3000 8.55% 0 2015-12-20 备用金

3 吴夏霜 7157.7 20.39% 0 2015-12-23 备用金

4 张波 2000 5.69% 0 2015-12-20 备用金

5

上海华程西南

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

3840 10.95% 0 2015-12-15 机票款

6 尹思丹 0 0.00% 3300 24.81% 2016-03-08 押金

合 计 35097.7 133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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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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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无

合 计 0 0 —— ——

（十二）应付款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购

图书
0 2455.6 0 2455.6

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中 心社会保险
564 4407.44 564 4407.44

丁志平--公益种子计划项目代

垫款
0 1559 0 1559

合 计 564 8422.04 564 8422.04

（十三）预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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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6年，桂馨在变革中平稳地走过了自己的第八个春秋。这一年，桂馨基金会公益项目

受益人数累计突破 100万大关；桂馨公益项目实施区域师生发生显著变化，县域为单位的教

师自组织“桂馨阅读联盟”和“桂馨科学课工作室”在部分区域自发形成；公益项目的参与

者和机构活动的支持者更加广泛。年度公益收入超过 2000万元。当年直接性公益支出 950余
万元，进入公益项目专项基金 623万元；借助资源的有效整合，公益项目在结构和内容上更

加趋于完善、合理。这一年，桂馨依据理事会提出的“不忘初心，坚持桂馨”的机构发展原

则，在践行“帮助中国中西部地区乡村学生和老师，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与进步的使命过程

中，使机构、项目和公益成果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1、桂心书屋项目

桂馨书屋项目是为信息闭塞、缺乏优秀图书、阅读困难的贫困地区乡村学校而设立的公

益项目。在图书捐赠基础上，项目持续关注书屋运作和学生阅读成长。

2016年桂馨书屋继续在基础建设和阅读提升两个方面展开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书屋搭建、

悦读周活动、自主运作金执行、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新馨世界等基础工作和组织桂馨书屋

老师参访阅读论坛、种子教师培训、阅读在线交流、暑期阅读挑战计划、书香校园示范学校

等阅读提升工作。

桂馨书屋 4年为一个周期，2016年新建桂馨书屋 19所，32所书屋学校开展了悦读周活

动。对桂馨书屋实施一年以上且运作良好的乡村学校，将持续三年获得提升阅读能力方面的

培训和图书支持。2016年受益乡村教师和学生人数 39612人。桂馨书屋项目开启了与桂馨书

屋项目区域内地方教育部门的合作，加强了与国内专业阅读力量的深度合作。

2、桂馨科学课

2016年，科学课项目遵循“专业化、影响力”的整体战略目标，结合 2016年科学课公益

项目研讨会所达成的共识，立足实际情况，围绕中西部科学教师支持和中西部乡村儿童科学

探究活动支持两个模块开展工作。完成了年初计划的项目工作。

2016年，桂馨科学课项目在青海、四川、湖北、湖南四省的 34个县实施了包括桂馨科学

教师培训（湖南株洲）茶陵项目、桂馨科学骨干教师培训（四川雅安）项目、桂馨科学教师

交流计划（湖北襄阳）项目（第 6、7期）、桂馨科学名师西部行（青海湟中、四川北川、什

邡、绵竹）项目、桂馨科学夏令营（青海湟中、四川什邡、绵竹）项目、桂馨小科学家实验

室（湟中鲁沙尔第二小学）项目、乐捐“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 20套科学工具箱捐赠、

公益宝贝“呵护乡村学童科学梦”项目 200套科学工具箱捐赠及青海湟中工具箱实地培训等

17个项目，新增 143053名受益师生。

此外，桂馨馨教师计划在 2016年 4-8月开展了馨教师研讨会（东部场、西部场）、馨教

师专题研讨（河南洛阳、青海湟中、浙江温州）三期；桂馨科学夏令营手册编辑项目 2016年
1-12 月共进行了三次线下研讨、五场线上会议；结合复星桂馨师范生奖学金项目，全年邀请

10来位一线名师专家进行了 12期网络研修，吸引近千人次参与线上学习。

3、桂馨乡村教师支持

桂馨乡村教师支持是为提升乡村教师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和能力素质，同时帮助解决他们

在生活、工作中面临的实际困难而实施的公益项目。2016年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的工作主

要集中在第三届“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乡村教师公益种子计划”、“师道·论语

别裁”和大型综合项目“桂馨乡村教师支持（贵州）项目”的调研、协调、组织、推进和执

行等方面。2016年，桂馨乡村支持项目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突破。这个项目的突破也使得

桂馨公益项目三足鼎立的局面初具雏形。2016年该项目受益人数 14032人。

2016年底，第三届“南师奖”评选活动共计收到来自全国 21个省、市、自治区的 137个
县（市）参评教师的申请资料 174份，2016年底完成初审工作。

公益种子计划是桂馨针对“南师奖”获奖教师实施的激励项目，项目旨在鼓励和推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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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老师持续有效地实践有价值的教育。2016年度有 10位获得“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的

老师向桂馨申请公益种子计划基金。

截止 2016年底，已累计有 2500余名乡村老师、大学生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论

语别裁》阅读学习活动；以阅读《论语别裁》为基础成立的读书会 10余个。

2016年基金会与万科公益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为期五年的乡村教师支持公益项目

2016年 11月该项目为贵州贞丰县 1298名乡村教师购买了综合保险；为当地 15所乡村小学每

校捐赠 45000册图书。

4、基金会志愿者工作开展情况

截止 2016年底，桂馨基金会累计 5025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事业中贡献了 916,720个小时

（折合 114,590.5个工作日）的志愿服务；其中大学生志愿者 3738名，他们来自 59所高校，

79个社团，累计服务时间为 806,869小时，折合工作日为 100,862天。

本年度有 668名志愿者，在桂馨公益项目中贡献了 113,760个小时，折合 14,220.5个工作

日的志愿服务。

志愿者工作开展的特点：分大区域开展悦读周志愿者培训 ，悦读周志愿者团队实践“从

传统支教到夏令营”转型 ， 桂馨志愿者线上交流顺利开展 ，支持鼓励合作社团成长 ，桂

馨科学课项目志愿者培训实现了良性循环，加强了对志愿者和公益项目及公益活动的立体传

播工作，增加了桂馨公益活动馨友志愿者招募人数，深化公益参与程度。

基金会存在不足：员工的项目执行能力和社会经验有待加强，项目区域及项目合作伙伴

的有效维系、沟通需要加强，项目反馈信息的整理、分析和分享能力有待加强，“专业化、

影响力”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地 。传播工作质量有待提升 ，公益项目相关方，特别是

捐赠人管理和互动有待加强，团队建设规划和培训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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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572,557.88 967,974.00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32,500,000.00 46,000,000.00 应付款项 24 564.00 8,422.04

应收款项 3 35,097.70 13,300.00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22,369.09 -28,749.83

存 货 5 25,986.00 预收账款 27

待摊费用 6 76,470.00 347,620.00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长期

债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长

期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34,184,125.58 47,354,880.00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22,933.09 -20,327.7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94,411.58 94,411.58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75,107.02 82,210.90

固定资产净值 15 19,304.56 12,200.68
受托代理负

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固定资产清理 18 负债合计 38 22,933.09 -20,327.79

固定资产合计 19 19,304.56 12,200.68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39 12,829,564.48 18,958,0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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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21,350,932.57 28,429,329.96

净资产合计 41 34,180,497.05 47,387,408.47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总计 22 34,203,430.14 47,367,080.68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42 34,203,430.14 47,367,080.68

法定代表人：刘桂 制表：樊英 复核：韩建

（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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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23,914.60 10,453,782.79 10,877,697.39 5,608,767.37 15,896,054.57 21,504,821.94

提供服务收

入
2 48,000.00 48,000.00 -

商品销售收

入
3

政府补助收

入
4

投资收益 5 1,639,411.11 1,639,411.11 1,005,646.87 629,483.24 1,635,130.11

其他收入 6 20,275.53 20,275.53 13,214.36 13,214.36

收入合计 7 2,131,601.24 10,453,782.79 12,585,384.03 6,627,628.60 16,525,537.81 23,153,166.41

二、费用

（一）业务

活动成本
8 576,850.13 3,751,967.62 4,328,817.75 79,564.00 9,447,140.42 9,526,704.42

其中：捐赠

项目成本
447,121.67 3,751,967.62 4,199,089.29 54,400.00 9,447,140.42 9,501,540.42

服务成本 46,555.50 46,555.50 1,444.50 1,444.50

税金及附加 83,172.96 83,172.96 23,719.50 23,719.50

（二）管理

费用
9 413,688.72 413,688.72 419,550.57 419,550.57

其中：工作

人员工资福
10 305,081.01 305,081.01 325,113.90 325,1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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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

出
11 108,607.71 108,607.71 94,436.67 94,436.67

其他 12 -

（三）筹资

费用
13

（四）其他

费用
14 -

费用合计 15 990,538.85 3,751,967.62 4,742,506.47 499,114.57 9,447,140.42 9,946,254.99

三、限定性

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

资产

16 -734,411.71 734,411.71

四、净资产

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

少额，以“-”

号填列）

17 406,650.68 7,436,226.88 7,842,877.56 6,128,514.03 7,078,397.39 13,206,911.42

法定代表人：刘桂 制表：樊英 复核：韩建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金额 本年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10,877,697.39 21,504,821.9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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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898,033.27 574,195.65

现金流入小计 7 16,823,730.66 22,079,017.5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8 4,282,262.25 9,501,540.4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9 305,081.01 325,113.9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0 46,555.50 1,444.5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1 4,009,776.71 990,632.76

现金流出小计 12 8,643,675.47 10,818,731.5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 8,180,055.19 11,260,286.0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4 24,439,411.11 41,635,1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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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5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6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

现金流入小计 18 24,439,411.11 41,635,130.11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9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 41,700,000.00 53,5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现金流出小计 22 41,700,000.00 53,5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 -17,260,588.89 -11,864,869.89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4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

现金流入小计 26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27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8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现金流出小计 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 -9,080,533.70 -604,583.88

法定代表人：刘桂 制表：樊英 复核：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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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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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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心网 2016-09-01

2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官网 2016-10-01

3 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2016-07-07

(二) 在媒体上公布 2015 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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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心网 2016-09-01

2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官网 2016-10-01

3 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2016-07-07

(三)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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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网站 2016-01-01

桂馨基金会章程、项目管理办

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行政

管理制度、财务制度

2 基金会中心网 2016-01-01

桂馨基金会章程、项目管理办

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行政

管理制度、财务制度

（四）公布公益慈善资助项目收支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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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中心网 2016-09-01 各公益项目年度收支明细

2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官网 2016-10-01 各公益项目年度收支明细

（五）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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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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