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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浮躁而功利的时代，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沉静清澈的

机构，成为一个踏实肯干的机构，安守内心的价值和信念，坚

持我们的理念，沿着专业的道路不断提升，但是永远不忘记，

不放弃真诚纯粹。 

永远为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为无数的乡村孩子看到更好

的书，在自由、开放、充满快乐的课堂学习探究，为他们的成

长，为志愿者的进步，为乡村教师的提高，为捐款人的爱心，

也为我们所有人。 

担当者行动的下一个十年，会坚持这样的信念，不变最早

的初心，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担当者家人，所有的朋友，都一起

努力，为更美好的中国，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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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者行动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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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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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十年历史，经历了早期2年的思想积淀和3年的乡村基础

教育调研，加上5年的项目设计和管理经验，10年来伴随着中国

民间草根公益从荒芜之地到春天来临的发展历程，机构已经成长

为国内最优秀的助学公益组织之一。 

"
机构建立理事会、监事会、全职团队的组织治理架构，理事

会汇聚工商界精英共同参与，监事会成员构成包括财务、法律、

新闻、学术等公共领域专业人士，全职团队年轻、专业。 

"
机构2013年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获得独立的慈善法人资

格（粤民证字第110154号），可以开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票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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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书写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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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诚、纯粹的心，为乡村孩子们提供专业的高品质教育服务，这是咱们担当者

行动公益创业的初心。沿着这个初心，我们从一个很低、很低的起点出发，这个起点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除了我们自己心中热心炽热的梦想之外。创业初始，我们设定

了两个看起来很高、很高的发展节点，就是年捐赠收支500万元和1000万元。今年是

担当者行动开始专注于乡村儿童开展教育公益服务创业的第6年，也是机构发起成立第

10年，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终于实现了年捐赠总额突破500万元的目标。自此，我们

为全国21个省份的25万乡村小朋友和1万2千名乡村教师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带着

咱们担当者们特有的爱的温度和专业精神，走进了许许多多乡村孩子、乡村教师、志

愿者们的精神世界。 

今年，咱们机构未来10年的战略性项目——乡村基础教育分级阅读课课程研发与

推广项目正式启动，获得了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2年74万的研发经费资助。阅读课

课程的研发，将使咱们的阅读推广与辅导走上专业化、课程化、常规化，希望通过这

套阅读课程,能够让我们在新的阅读理念和教育方法方面的探索进入乡村小学课堂，让

更多的孩子在自由、开放、活泼、有趣的课堂上开始对知识的探索和对自我的认知。 

我们与一线乡村老师、志愿者、捐款者携手努力，让我们的图书角和阅读课与乡

村孩子们朝夕陪伴，让孩子们不但有好书读，而且能够得到有效的引导和支持，通过

阅读习惯的培养，支持孩子们内在的情感品质、知识视野、学习能力的发展，最终实

现机构使命——为乡村孩子提供高品质教育。 

担当者行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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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 
助学服务
2大硬件项目 
3大软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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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捐赠：班班有个图书角

2014上半年，建设124所学校，1203个图书角。 

2014下半年，建设129所学校1134个图书角，全年度共建设253所学校2337个图书角。 

截止2014年12月，“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在北京、上海、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四川、湖南、湖北、重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江苏、浙江、山东、黑龙江、

吉林、海南等23个省共601所学校建立了6071个班级图书角，其中210个教师图书角。 

23个省 
601所学校 

6071个图书角 
424970册图书 
260000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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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捐赠：少儿课外阅读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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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学校——江西瑞金谢坊镇逸辉基金小学开展阅读教育创新实验

工作，2014年下半年，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8万元，支持担当者行动在该校建立

“兴业全球基金少儿阅读活动中心”。 
逸辉基金小学阅读活动中心已是担当者行动的第二个阅读活动中心，首个阅读活动中心于2013

年10月建于福建永春实验小学，由担当者行动理事杨颖女士捐建。但这两个阅读活动中心建设规划

却不尽相同。首个阅读活动中心是采购公益同行的“梦想中心”项目，硬件实体建设都按照“梦想

中心”标准配置。而逸辉基金小学活动中心则基本由担当者行动自行设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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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与县教育局十年共建实验区

项目县域实验区建设已经初步实现，目前已经在甘肃宕昌县、云南腾冲县、

广西田东、江西瑞金、江西于都、江西泰和、江西会昌、重庆璧山、重庆开县、

福建宁化、福建德化、福建安溪、福建漳浦等县域布局项目实验区建设。 

"
10年长期扎根 

累计共建13县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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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未来英才夏令营

在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心平公益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2014届夏令营在福

建、江西、云南、贵州、重庆、甘肃等6个省的16所乡村及打工子弟小学同时开展，服务

1000名项目点学校的乡村小朋友。共有294所高校及其他单位的1686志愿者报名参加

我们的夏令营，包括：275所大陆高校，加上台湾辅仁大学、英国艾克赛特大学，参加的

大学总数是277所；福建三明实验小学等11所中小学；南方贝贝早期教育中心等6家单位。

经过从价值观到课程设计、课程试讲、电话面谈等四轮的考察，最终160名志愿者入选。 

2010年第一届

11名志愿者 
福建德化葛坑中心小学

2011年第二届

87名志愿者 
5个省8所项目学校 
450名乡村孩子 

兴业全球基金独家赞助

2012年第三届

80多所高校130名志愿者 
6个省12所项目学校 
720名乡村孩子 

心平公益基金会和兴业全
球基金会赞助

2013年第四届

172所高校150名志愿者 
6个省15所项目学校 
939名乡村孩子 

心平公益基金会和兴业全
球基金会赞助

2014年第五届

294所高校/单位 
160名志愿者 

6个省16所项目学校 
1020名乡村孩子 

心平公益基金会和兴业全
球基金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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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项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乡村教师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包括以下4个完

整组成部分：阅读领航员教师培训、教师阅读图书角、“彩虹花”教育创新小额基金、乡村教师职

业发展支持网络等，围绕教师阅读和职业发展，形成一个包括教师培训、教师阅读、教师教育教学

创新、教师职业发展共同体的系统支持平台。2014年度机构全年完成了3期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培

训，包括8月份在厦门举行一期全国性阅读领航员教师培训，3月份在福建宁化项目实验区举行一期

区域培训，11月份在重庆璧山县举行一期区域培训，三期总计培训468名阅读领航员种子教师。 

第一届全国45名教师 
第二届全国110名教师 
云南腾冲106名教师 
江西于都170名教师 

福建宁化150名教师福建
甘肃宕昌208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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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阅读与成长讲坛获得了兴业全球基金的立项捐赠，立项总额8万元，周期为2014

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4年度共开展了14期，其中包括：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系施

天谟教授在武平象洞中心小学为小朋友们分享的“天南地北聊科学”；厦门大学周昌乐教授为厦门

打工子弟学校博林学校孩子们分享的“机器人能够超越人类吗？”；著名美学学者、央视百家讲坛

讲者、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邱紫华教授为漳浦和厦门的孩子们分享的“我的读书生活”；著名

儿童诗人、担当者行动特聘专家雪野老师为重庆孩子们分享的“童年与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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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服务：阅读与成长讲坛

"
2014共举办14期 
累计举办21期 

"
美国马里兰大学施天谟教授 

厦门大学周昌乐教授 

著名美学学者邱紫华教授 

著名儿童诗人雪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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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亮点 
跨越发展
1. 团队建设 
2. 阅读课程开发 
3. 政府采购 
4. 筹款拓展 
5. 新官网与数据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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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们公益创业的发

展，这个全职团队从最初只有

总干事1个人，发展到如今13

名全职（其中8名全职在厦门

运营总部工作，1名全职在注

册地广州办公室，1名全职派

驻上海，3名项目协调员分别

在甘肃宕昌、江西瑞金、福建

宁化三个项目实验区驻点工

作），形成一个充满凝聚力和

十足干劲并且能够很好分工协

作的专业化全职团队，确保咱

们各项事业的执行和推进。

1.  一个充满凝聚力与分工协作的专业化全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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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战略捐赠，启动阅读课课程研发项目

当代中国乡村基础教育正遭遇体制

功利化和全球化知识经济竞争的双重挑

战。我们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改善

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内在品质，为中

国 6000万乡村儿童提供高品质教育，

事关未来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创新优势

和产业位置，事关未来中国的现代社会

转型的成败。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和担当者行动都是心怀教育理想、努力推动中国教育进步的公益机构。我们认

为，以提供高品质课外书和阅读课程的方式构建教育助学系统，促进千万乡村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是

民间公益力量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方式之一。中国乡村基础教育阅读课课程开发项目，旨在为一线乡村

教师提供一套可供直接使用的分级阅读课课程操作指引，包括文学与表达、好玩的科学两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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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采购服务的突破

定安小学、文安小学、思北小学、开禾小学四所学校成为咱们“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点学校之后，这4所学校距离办公室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距

离，每周我们的全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在这四所学校以课程的方式近距离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事实上，这四所学校成为了咱们阅读课课程开发的

实验基地。 

【采购项目A】 
思明团区委结合“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的政策，采购我们思明区定安小学、
文安小学、思北小学、开禾小学4所
学校的“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

【采购项目B】 
福建宁化教育局出资20万，采购宁化县
“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这是项目县
域实验区教育局第一次出资采购图书角
项目。

【采购项目C】 
思明区中华街道和思明团区委采购“未
来英才夏令营”项目。未来我们的目
标是，实现每年度政府采购服务占机
构全年度筹款总额的30%左右。

2014年，我们机构首次实现了机构采购服务，这是机构正式民政注册之后的一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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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捐赠合作伙伴的开发

2014年下半年，为了实现机构的筹资和服务深度、服务规模的持续增长，随着机构项目服务和日常管理逐步走上正轨，总干事官文宾将部分精力

腾出来，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四地走访拜访基金会和企业，其中与百华协会、敦和慈善基金会等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他们将在2015年度不

同程度和规模捐赠支持咱们的项目经费和行政经费。

新增捐赠合作伙伴长期捐赠战略合作伙伴

心平公益基金会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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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网站和数据库系统的开发

随着担当者行动项目服务规模的扩大，我们的项目管理、日常

办公越来越需要强大的IT数据库系统的在线支持。

2014年度，我们与厦门悦讯软件公司达成专业服务捐赠合作伙伴关

系， 厦门悦讯软件公司将为机构开发一个全新的网站，把咱们的日常办

公在线系统、项目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融入网站之中，实现机构项目管

理、日常办公的在线支持，预计下

半年的五月份将完工，届时将大大

提高机构的系统服务效率。着担当

者行动项目服务规模的扩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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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款善用 
每一笔都是暖暖的阳光

财务信息披露 
资产负债表 
业务活动表 
图书角建设学校名单 
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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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捐赠收入

限定性捐款收入-项目运营 
4685611.24 
87.98% 

限定性捐款收入-行政运营 
170755 
3.21% 

非限定性捐款收入 
3208.81 
0.06% 

提供服务收入（*） 
464267 
8.72% 

其他收入（**） 
1790.15 
0.03% 

（*）提供服务收入：包括厦门市思明团区委采购“未
来英才夏令营”服务费40360元，厦门市思明区中华
街道办事处采购“未来英才夏令营”服务费13815元，
厦门市思明团区委“以奖代补”爱心图书角款项
75692元，广州海珠区首届公益创投活动资助款（首
笔）134400元，以及福建省宁化县教育局采购“班
班有个图书角”服务费200000元（该笔款项未打入
对公账户，用于购买图书，由宁化县教育局直接拨付
给图书供应商）。 
（**）其他收入： 包括利息收入1780.15元，办公室
卖废品收入10元。 单位：元人民币

2014年，担当者行动财务收入总额5325632.20元，其中公益项目捐款收入4685611.24元，行政费用捐款收入170755.00元，非限定捐
款收入3208.81元，政府采购收入464267.00元，其他收入1790.15元，年度财务收入总额较2013年度增长54.02%。2014年，担当者行动财务
支出总额4130389.45元，其中公益项目支出总额3642055.36元，行政费用支出总额488334.09元，项目支出总额占总支出的88.18% ，行政支
出总额占总支出的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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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善款支出

>项目费用支出：88.18% 
>行政费用支出 

（管理费用+筹资费用）： 11.82% 

业务活动成本 
3642055.36 

管理费用 
483488.89 

筹资费用 
4845.20 



 

"

"

捐赠人 金额（元） 占本年度捐款总额比例

1 心平公益基金会 3171654.00 65.27%

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9956.00 13.58%

3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 160000.00 3.29%

4 杨卫东 71232.00 1.46%

5 担当者行动理事周而辉 50000.00 1.03%

6 担当者行动理事陈启能 50000.00 1.03%

合计 4162842.00 85.66%

2014年度捐款总额 4859575.05 —

�22

财务信息披露——前五大捐赠者

2014年捐赠收入分析（按捐赠人类别）

基金会捐款 
3485279.00 
71.72% 

      企业单位捐款 
852214.90 
17.54% 

      团体捐款 
112515.10 
2.32% 

      个人捐款 
409566.05 
8.43% 



"

"
供应商   采购商品 采购额（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深圳市鑫盛源图书有限公司 图书 1819315.00 张   良 13715285853

2 厦门骏汇科技有限公司 书柜 860295.00 曾庆洋 13950054006

3 当当网、卓越网等 图书 487926.70 — —

合计 — 3167536.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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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前三大供应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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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历年项目捐赠总额

128886.3 

712766.15 

1254303.79 
1522046.4 

3160111.21 

4685611.24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单位：元人民币



 

�25

财务信息披露——项目运营收支

（*）班班有个图书角：其中“图书”包括由宁化县教育局直接拨付给图书供货商的
200000元图书费用；“图书角回访活动”包括班级变动增补及教师图书角图书费用
28623.8元，增补书架及运费8380元，实地回访差旅费19381.35元，电话回访通讯
费3976.9元，邮寄管理手册等1119.6元，项目协调员补贴32400元，协调员入职体
检及保险费用930，材料费359元（逸挥基金小学塑料地板252元，湖北师院招募志
愿者展板等107元），培训及会务费 225元（回访志愿者出游活动费用55元，协调员
培训费用150元，湖北师院招募志愿者帐篷租金20元）；“阅读交流活动”包括全国
教案设计大赛奖品图书7141.48元，邮寄费472.7元，荣誉证书198.93元，日常阅读
课及绘本剧材料费360.4元；“其他”包括银行手续费7.5元，给捐赠人的荣誉证书及
相框费用106.8元。 
（**）未来英才夏令营：包括全国夏令营支出235711.12元，厦门思明区中华街道夏
令营支出13815元，以及厦门思明团区委夏令营支出22855.7元。 
（***）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包括全国及区域性教师培训支出241027.16元，彩
虹花小额教师基金支出12000元（共支持15位老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每位800元） 
（****）其它：2014年包括定制1000个机构布袋支出1300元，微信年审及开通支付
功能费用支出600元，凤凰山教师资助计划支出4800元（共支持2位民办老师，每位
每月补贴800元，10月至12月共3个月）。2013年为项目宣传与交流费用。 
（*****）分担机构管理费用：自2013年3月起，机构与基金会、企业等签订项目协议
时，以及针对个人小额捐款，按照6%或者8%提取行政管理费用。其中2014年1月广
东省卓越慈善基金会捐赠的80000元提取的3008元的行政管理费用已计入2013年财
务公告中的分担机构管理费用，因此2014年实际提取的行政管理费为305841.48元 
（******）项目经费实际余额：包括阅读活动费累计余额782536.8元。 
阅读活动费使用说明：自2012年6月起，每一个学生图书角在建设后会提取225元的
后期阅读活动费，2014年度阅读活动费的支出类别包括：图书角回访活动、阅读交流
活动。截止2013年底，阅读活动费余额为358571.05元，2014年阅读活动费收入
为519896元，支出为103569.16元，本年度阅读活动费增加416326.84元，因此
2014年底累计余额为774897.89元。 "

2014 年项目运营财务概要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相比同期增长 

上期余额 362756.92 177881.96 103.93% 

新注册机构初始资金 — 60000.00 — 

项目经费收入总额 5153087.05 3175723.47 62.26% 

其中：捐赠收入 4685611.24 3160111.21 48.27% 

      提供服务收入 464267.00 — —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3208.81 — — 

      其他收入 — 15612.26 — 

项目经费支出总额 3642055.36 2900790.01 25.55% 

（一）班班有个图书角（*） 3037579.91 2510158.67 21.01% 

其中：图书 1994239.62 1800854.01 10.74% 

      书架及运费 865835.00 638528.28 35.60% 

      图书角配件(海报、名称条、管理手册等) 39429.75 18179.68 116.89% 

      图书角建设差旅 29847.28 29068.30 2.68% 

      邮寄费 4544.80 — — 

      图书角回访活动（差旅费、邮寄费、通讯费等） 95395.65 8355.90 1041.66% 

      阅读交流活动 8173.51 15172.50 -46.13% 

      其他 114.30 — — 

（二）未来英才夏令营（**） 272381.82 250834.90 8.59% 

（三）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253027.16 130105.24 94.48% 

（四）阅读与成长讲坛 6085.00 — — 

（五）课程研发 66281.47 — — 

（六）其他（****） 6700.00 5375.40 24.64% 

（七）税收 — 4315.80 — 

项目经费余额 1873788.61 512815.42 265.39% 

分担机构管理费用（*****） 305841.48 150058.50 103.81% 

项目经费实际余额（******） 1567947.13 362756.92 33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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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披露——项目经费捐赠

班班有个图书角 
3921231.24 

83.69% 

未来英才夏令营 
240450 
5.13% 

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182530 
3.90% 

阅读与成长讲坛 
80000 
1.71% 

少儿课外阅读活动中心 
80000 
1.71% 

课程研发 
160000 
3.41% 

其他 
21400 
0.46% 

2014年项目运营经费捐赠收入分析（按项目类别） 

单位：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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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有个图书角 
3037579.91 

83.40% 

      未来英才夏令营 
272381.82 

7.48% 

      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253027.16 

6.95% 

      阅读与成长讲坛 
6085 
0.17% 

      课程研发 
66281.47 
1.82% 
      其它成本 

6700 
0.18% 

2014年项目运营经费支出分析（按项目类别） 

财务信息披露——项目经费支出

单位：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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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65.65% 

      书架及运费 
28.50% 

      图书角配件(海报、名称条、管
理手册等) 
1.30% 

      图书角建设差旅 
0.98% 

      邮寄费 
0.15% 

      图书角回访活动（差旅费、邮寄
费、通讯费等） 

3.14% 

      阅读交流活动 
0.27%       其他 

0.00% 

财务信息披露——“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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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50600 

180000 

256453 
235148.41 235600 

170755 

单位：元人民币

财务信息披露——历年行政经费捐赠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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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固定资产净值：2013年财务公告中将购买电脑的3150元
费用一次性计入行政支出，未进行折旧费的会计处理，因此加上去年固定
资产折旧后的净值3176.88元。 
（**）全职员工薪酬与福利：2014年1至3月6人，4月至9月8人，10月、
11月全职员工9人，12月10人。自2014年9月起，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3
名工作人员工资纳入课程研发成本，因此全年月平均6.8人。  
（***）劳务费：包括前4个月代理会计公司记账费2800元，及实习生补贴
4058元。 
（****）行政办公费：包括材料打印费101元，购买办公电话、移动硬盘等
电子类产品支出2155元，购买低值易耗品支出1132.8元，记账工本费700
元，修理费568元，订购《社会与公益》杂志5本100元，领捐赠发票2本
14元，宽带费300元，邮寄费230元。 
（*****）审计费：包括2013年度审计费3218元，2013年年度税审审计费
2000元。 
（******）培训及会务费：包括2014志愿者年会费用支出689.8元，美琴、
斌玉参加新教育年会、童诗年会会务费1730元，美玉、斌玉参加亲近母语
培训费960元，减去春亮报销2013美国拜访公益同行差旅费2653元（已
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中）。 
（*******）其他：2014年包括还机构高傲祥先生款项20000元，本年度税
收120元，2013年应交个税33.65元，转入厦门担当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的账户管理费2000元。2013年为税收。 
（********）筹资费用：2014年包括因筹资产生的差旅费、银行手续费等。
2013年为财务费用。 
（*********）厦门账户余额：该余额为厦门担当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3年
末余额，自2014年起，该账户主要用于全职团队缴纳保险及托管人事档案。"

财务信息披露——行政运营收支

2014 年行政运营财务概要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相比同期增长 

上期余额 9353.96 17626.18 -46.93% 

2013 年度固定资产净值（*） 3176.88 — — 

行政经费收入总额 478386.63 385658.50 24.04% 

其中：基金会捐款 — 100000.00 — 

      企业捐款 12000.00 57200.00 -79.02% 

      个人捐款 158755.00 78400.00 102.49% 

      其他收入 1790.15 — — 

      提取机构管理费 305841.48 150058.50 103.81% 

行政经费支出总额 488334.09 393930.72 23.96% 

其中：全职员工薪酬与福利（**） 386437.70 289610.62 33.43% 

      租赁物业费 35524.76 21869.64 62.44% 

      行政差旅费 18466.70 20801.20 -11.22% 

      劳务费（***） 6858.00 8000.00 -14.28% 

      行政办公费（****） 5300.80 35619.44 -85.12% 

      审计费（*****） 5218.00 — — 

      会员费 1000.00 2000.00 -50.00% 

      折旧费 1802.48 — — 

      培训及会务费（******） 726.80 11165.30 -93.49% 

      其他（*******） 22153.65 1668.32 1227.90% 

      筹资费用（********） 4845.20 3196.20 51.59% 

厦门账户余额（*********） 1576.56 — — 

行政经费余额 1006.82 9353.96 -8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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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员工薪酬与福利 
79.13% 

      租赁物业费 
7.27% 

      行政差旅费 
3.78% 

      劳务费 
1.40% 

      行政办公费 
1.09% 

      审计费 
1.07% 

      会员费 
0.20% 

      折旧费 
0.37% 

      培训及会务费 
0.15% 

      其他 
4.54% 

      筹资费用 
0.99% 

财务信息披露——行政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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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货币资金：包括银行存款1145376.29元，现金9821.77元。  
                                                                  
（**）应收款项：包括心平公益基金会10个“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第
二期捐款192740元，心平公益基金会“未来英才夏令营”项目第二期
捐款18000元，理事陈启能、周而辉及陈杰庆先生定向支持行政运营
捐款分别为50000元、50000元、4815元，社会爱心支持者定向行
政运营捐款40000元。 
小计355555元，以及其他应收款项39455.81元。                     
                                               
（***）存货：包括水杯2580元，储蓄罐2250元及管理手册6300元。          
                                                                          
（****）应付款项：包括11月、12月机构垫付的个人所得税61.38元，
下一年度由个人返还。                                           "
（*****）受托代理负债：2014年度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项目款项
为100000元，2014年度使用金额100469.3元，超出的469.3元由
下一年度资助款补上。 "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89182.47 1155158.06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61.38 

  应收款项（**） 3 29009.36 395010.81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10.46  

  存货（***） 8 450000.00 1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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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768191.83 1561298.87   其它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10.46 -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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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3450.00 6200.00   长期负债合计 90   

   减：累计折价  32 273.12 2075.60      

  固定资产净值 33 3176.88 4124.40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受托代理负债 91  -469.30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10.46 -530.68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3176.88 4124.40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58992.24 45472.44 

  无形资产 41  300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12366.01 1523481.51 

           净资产合计 110 771358.25 1568953.95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总计 60 771368.71 1568423.2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771368.71 156842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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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

项目 行次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一）捐赠收入(*) 1 3208.81 4936842.54 4940051.35 

    （二）会费收入 2    

    （三）提供服务收入（**） 3  264267.00 264267.00 

    （四）商品销售收入 4    

    （五）政府补助收入 5    

    （六）投资收益 6    

    （七）其他收入（***） 7 22081.15  22081.15 

          收入合计 8 25289.96 5201109.54 5226399.50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9 1608.80 3910689.56 3912298.36 

   其中：班班有个图书角 10 298.80 3287524.11 3287822.91 

未来英才夏令营 11  272381.82 272381.82 

       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12 10.00 253017.16 253027.16 

阅读与成长讲坛 13  6085.00 6085.00 

课程研发   66281.47 66281.47 

         其他 14 1300.00 25400.00 26700.00 

  （二）管理费用（*****） 15 511660.24  511660.24 

  （三）筹资费用 16 4845.20  4845.20 

  （四）其他费用 17    

        费用合计 18 518114.24 3910689.56 4428803.8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9 479604.48 -479604.48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0 -13219.80 810815.50 797595.70 

!

（*）捐赠收入—限定性：包括项目运营限定性捐款收入4766087.54元，行政运营
限定性捐款收入170755元。其中项目运营限定性捐款收入中的80476.3元已计入
2013年财务公告中，包括2014年1月广东省卓越慈善基金会定向捐赠用于支持广
东丰顺“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的80000元捐赠收入，以及2013年底的476.3元
现金捐赠，因此2014年实际项目运营捐赠收入为4685611.24元。                                                               
（**）提供服务收入：包括厦门市思明团区委采购“未来英才夏令营”服务费40360
元，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采购“未来英才夏令营”服务费13815元，厦门
市思明团区委“以奖代补”爱心图书角款项75692元，广州海珠区首届公益创投活
动资助款（首笔）134400元。                                                                                                                                               
（***）其他收入： 包括春亮返还美国FeelGood夏令营借款20291元，利息收入
1780.15元，办公室卖废品收入10元。其中春亮返还美国FeelGood夏令营借款
20291元已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中，因此2014年实际其他收入1790.15元。                                          
（****）业务活动成本：其中“班班有个图书角”中2014年1月支出的刻制图书专用
章费用150元，图书角建设物资邮寄费93元，以及图书450000元，合计450243
元，已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加上由捐赠方直接汇入图书供应商账户的200000元，
2014年“班班有个图书角”实际项目运营支出为3037579.91元；未来英才夏令
营：包括全国夏令营支出235711.12元，厦门思明区中华街道夏令营支出13815
元，已经厦门思明区团区委夏令营支出22855.7元；“阅读领航员教师成长计划”
包括全国教师培训支出241027.16元，彩虹花小额教师基金支出12000元（共支
持15位老师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每位800元）；“其他成本”中的委托捐赠书款支
出20000元，已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中的项目运营支出，2014年“其他成本”实
际项目运营支出为6700元，包括定制1000个机构布袋支出1300元，微信年审及
开通支付功能费用支出600元，凤凰山教师资助计划支出4800元（共支持2位民办
老师，每位每月补贴800元，10月至12月共3个月）。因此2014年实际项目运营
支出为3642055.36元。                                                                                                                                                                                                                                                                    
（*****）管理费用：其中2014年1月支出的志愿者年会餐费350元、交通费472元、
垃圾运送费30元，实习生胡三燕的实习补贴600元，全职员工年底双薪24100元，
春亮报销2013美国拜访公益同行差旅费2653元，已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中的行
政运营支出，扣除该部分费用28205元，加上2013年应交的个税33.65元，因此
2014年实际管理费用483488.89元。                                                                                                     
（******）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包括限定性行政捐赠收入170755元，
以及限定性项目捐赠收入分担机构管理费用308849.48元。限定性项目捐赠收入中
提取的行政管理费，主要是与基金会、企业等签订项目协议时按照6%或者8%进行
提取，当项目结束时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以及以针对个人小额捐款按照8%进行提
取，当年度结束时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其中2014年1月广东省卓越慈善基金会捐
赠的80000元提取的3008元的行政管理费用已计入2013年财务公告中的分担机构
管理费用，因此2014年实际提取的行政管理费为305841.48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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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

心平公益基金会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



由衷感谢 
""

{ 每一位捐赠者、志愿者、支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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