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泛海公益基金会 2015 年度信息公开 

基本情况及 2014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山东泛海公益基金会系经山东省民政厅以鲁民函（2013）176 号文件批复设立、并于 2013

年 8 月 2 日在山东省民政厅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编号为鲁基证字第

000084 号；组织机构代码为 07444732-3；主管税务机关为济南市市中区地税局大观园税务所，

税务登记证号为 370103074447323。基金会原始基金为 5000 万元人民币，由发起人暨捐赠人中

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泛海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捐赠 2500 万元。基金会无关联方交易情况。

基金会理事成员来源于泛海集团系统内部，无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或兼职情况。 

基金会以构建富强、文明、和谐社会为宗旨，将回馈社会、造福社会、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

展为主要工作目标，立足山东从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扶贫赈灾帮困；支持教育事业、捐资助学、

资助科研项目；支持环保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支持文化艺术活动和文化产业开发及

传媒业的发展等公益项目或活动，努力打造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奉献社会的平台，为促进山东经

济文化强省建设及社会和谐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基金会 2014 年秉承泛海“敬业、守信、忠诚、奉献、开拓、创新、励志、图强”的企业精

神及其“得益于社会，奉献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按照“两最、两公开、一规范”即“成本最

低，效果最好；财务收支公开，工作程序公开；规范运作”的总体工作思路，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严格按规范运营，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公益活动方面，基金会资助扶持有困难的高校优秀本科学

子求学成才，接续实施“同心光彩助学行动”项目，并自 2014 年始扩大项目规模，由原先每年

资助 10 所高校 500 名学生扩大到每年资助省内 32 所高校、每校 50 名共计 1600 名学生、每生

5000 元，基金会每年资助出资 650 万元。 

2015 年 5 月 25 日，本基金会经登记管理机关山东省民政厅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年度检查

审核通过，2014 年度年检结论为合格。 

2015 年 3 月 23 日，由山东天元同泰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基金会出具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专项

审计报告。 

 



山东泛海公益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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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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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山东泛海公益基金会 登记证号 鲁基证字第 000084 号 

业务范围 扶贫帮困赈灾；支持教育、卫生、科研、文化艺术传媒、环保、新农村建设等公益事业。 

成立时间 2013-08-02 业务主管单位 山东省民政厅 

法定代表人 刘金燕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住      所 山东省济南市纬二路 51 号山东商会大厦 32 层 邮政编码 250001 

联系电话 0531-66678977 组织机构代码 07444732-3 税务登记证号 37010307444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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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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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活 

动 

情 

况 

摘 

要 

 

接受捐

赠情况 

人民币

（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3,200,000.00 0.00 3,20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捐赠 3,200,000.00 0.00 3,200,000.00 

非公募

基金会

公益支

出完成

情况 

人民币

（元）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50833423.72 

 本年度总支出 6897171.7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5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3610.70 

 行政办公支出 128785.33 

 其他支出 194775.73 

其中：营业税及附加 163774.66 

 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 30959.05 

筹资费用（手续费） 42.02 

财 

务 

会 

计 

报 

告 

信 

息 

摘 

要 

资 

产 

负 

债 

表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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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8756.72 49696207.9 流动负债： 275333.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1956756.72 946517.73 应交税金 270333.00 0.00 

应收款项 49152000.00 48747666.67 应付款项 5000.00 0.00 

存货 0.00 2023.50 负债合计 275333.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0.00 36708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减：累计折旧 0.00 29625.75 非限定性净资产 50833423.72 50040328.85 

固定资产净值 0.00 337454.25 净资产合计 50833423.72 50040328.85 

无形资产 0.00 6666.70    

资产总计 51108756.72 50040328.8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1108756.72 50040328.85 

业 

务 

活 

动 

表 

摘 

要 

人民币

（元） 

项 目 限定性 非限定 合计 现金流量表 

一、收 入 0.00 6104076.89 6104076.89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其中：捐赠收入 0.00 3200000.00 3200000.00 收到其他业务活动（利息）现金 5410.22 

      理财收益 0.00 2898666.67 2898666.67 现金流入小计 5410.22 

      利息收入 0.00 5410.22 5410.22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610.70 

二、本年费用 0.00 6897171.76 6897171.76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物业费）支付现金 115445.88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6500000.00 6500000.00 支付税金、车辆保险等业务的现金 451512.63 

（二）管理费用 0.00 202396.03 202396.03 现金流出小计 640569.21 

（三）筹资费用 0.00 42.02 42.02 业务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35158.99 

（四）其他费用 0.00 194733.71 194733.7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现金 375080.00 

现金流出小计 37508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减

少额以“－”号填列） 
0.00 -793094.87 -793094.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75080.00 

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额 -101023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