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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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年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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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基本信息

（二）公开 2016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三）公开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四）公布募捐信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

（五）公开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六）公开慈善信托信息

（七）公开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活动情况

（八）公开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

（九）公开关联交易情况

七、监事意见

八、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九、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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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460000562409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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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8 月 7 日

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民

政厅、海南省国家税务

局、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2017 年第 1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5 年 12 月 7 日
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
琼财税【2015】2069 号

其他

宗旨

本基金会致力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秉承诚信、专业、规范、透明和高效的原则，探

索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建立一个体现企业及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平台，以慈善

事业推动社会和谐和进步。

业务范围
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赈灾救助；扶贫济困；慈善救助；公益援助；理事会认为必要的

其他慈善项目；其他捐赠人特别指定并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项目。

基金会类型 地方性公募

是否慈善组织 是
认定（登记）时间为慈

善组织时间
2016-11-17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取得证书时间 2016-11-17

成立时间 2010 年 10 月 13 日 原始基金数额 人民币伍仟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海南省民政厅

基金会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四东路寰岛大厦写字楼 10 层 CD 单元

电子邮箱 cm@chengmei.org.cn 传真 0898-68536726

邮政编码 570208 网址 www.chengmei.org.cn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刘英子 0898-68574226 lyz@chengmei.org.cn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谌海燕 0898-68574226 18976522827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杨旸 0898-68574226 cm@chengmei.org.cn

理事长 蒋会成 理事数 6

监事数 3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及

以上领导职务的人数
无

负责人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

2
负责人中现任国家工作人

员的人数
无

专项基金数 4 代表机构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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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2 专职工作人员数 12

志愿者数 1000 举办刊物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海南中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8-03-27 报告编号
中欧审字

[2018]03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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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换届情况：本届理事会应于（2022）年换届。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5）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2017）年（ 1 ）月（ 16 ）日召开（ 一 ）届（ 十五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

会议地点：海口市海甸四东路寰岛大厦 10 楼成美会议室

会议议题：1.听取并审议“2016 年度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工作报告”；

2.审核“2016 年度成美基金会项目支出预（决）算对比表”；

3.审核“2016 年度成美基金会行政管理费用支出预（决）算对比表”；

4.审议 “2017 年成美基金会项目预算方案”并表决；

5.审议“2017 年成美基金会行政管理费用预算方案”并表决；

6.审议“2016 年度优秀员工表彰决定”。

出席理事名单：蒋会成、林士泉、刘英子、田 勤 、陈 巍

未出席理事名单：段功勋、邢增仪

出席监事名单：莫 航、徐明贵、廖心明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1.通过“2016 年度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工作报告”；

2.通过“2016 年度成美基金会项目支出决算”；

3.通过“2016 年度成美基金会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决算”；

4.通过 “2017 年成美基金会项目预算方案”；

5.通过“2017 年成美基金会行政管理费用预算方案”；

6.通过“2016 年度优秀员工表彰决定”。

备注：

2、本基金会于（2017）年（ 4 ）月（ 20 ）日召开（ 一 ）届理事会、监事会（ 2017 ）会议

会议时间：2017 年 4 月 20 日

会议地点：海口市海甸四东路寰岛大厦 10 楼成美会议室

会议议题：1.审议《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2.听取《2016 年度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监事会报告》；

3.理事、监事对基金会 2016 年实施的主要项目做评价。

出席理事名单：蒋会成、刘英子、田 勤、林士泉、陈巍

未出席理事名单：段功勋、邢增仪

出席监事名单：莫 航、徐明贵、廖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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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1.通过《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6 年度审计报告》

2.通过《2016 年度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监事会报告》；

备注：

3、本基金会于（2017 ）年（4）月（28）日召开（一）届（十六）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7 年 4 月 28 日

会议地点：海口市南洋大厦 18 楼会议室

会议议题：1.审议“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流程”；

2.成立第一届理事会换届领导小组；

3.制定“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方案”；

4.宣读“关于推荐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候选人的通知”

出席理事名单：蒋会成、林士泉、刘英子、田 勤、陈巍、段功勋（委托蔡茂参会）

未出席理事名单：邢增仪

出席监事名单：莫 航、廖心明、徐明贵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1.通过“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流程”；

2.成立第一届理事会换届领导小组；

3.通过“第一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方案”。

备注：

4、本基金会于（2017 ）年（7）月（28）日召开（一）届（十七）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28 日

会议地点：海口市南洋大厦 18 楼会议室

会议议题：1.审议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2.审议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3.宣读第二届理事会换届方案；

4.宣布第二届理事、监事候选人名单，通过无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5.宣布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人员名单。

出席理事名单：蒋会成、林士泉、刘英子、田 勤、陈巍、段功勋（委托蔡茂参会）

未出席理事名单：邢增仪

出席监事名单：莫 航、廖心明、徐明贵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1、通过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2、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3、通过第二届理事会换届方案；

4、第二届当选理事：蒋会成、林士泉、刘英子、田 勤、陈巍、段功勋；卸任理事：邢增仪 5、第

二届当选监事：莫 航、廖心明、徐明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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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基金会于（2017 ）年（7）月（28）日召开（二）届（一）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7 年 7 月 28 日

会议地点：海口市南洋大厦 18 楼会议室

会议议题：1.第二届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的产生组成；

2.选举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3.选举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

4.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的产生；

5.审议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制度；

6.审议第二届监事会工作制度；

7.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发言。

出席理事名单：蒋会成、林士泉、刘英子、田勤、陈巍、段功勋（委托蔡茂参会）

未出席理事名单：无

出席监事名单：莫 航、廖心明、徐明贵

未出席监事名单：无

会议决议：1.选举蒋会成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2.选任刘英子为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

3.选任莫航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长；

4.通过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制度；

5.通过第二届监事会工作制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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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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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会成 男 1968-07-23 理事长 2017-12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2 刘英子 女 1966-6-26 秘书长 2017-12 5 次 2017.7-2022.7 225383.88 全职 否

3 林士泉 男 1969-12-20 理事 2017-12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4 段功勋 男 1964-04-04 理事 2017-12 3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5 田勤 女 1968-10-17 理事 2017-12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6 陈巍 女 1968-11-07 理事 2017-12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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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航 男 1950-09-27 2017-7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2 廖心明 男 1959-12-11 2017-7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3 徐明贵 男 1956-03-05 2017-7 5 次 2017.7-2022.7 无 无 否

（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12）位工作人员。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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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子 女 群众 1966-6-26 硕士 秘书处/秘书长

谌海燕 女 群众 1962-7-29 大专 行政秘书处/行政总监

陈肖瑜 女 团员 1992-2-17 本科 财务部/会计

徐小蕙 女 团员 1990-7-24 大专 财务部/出纳兼档案管理

杨 旸 女 群众 1989-1-1 本科 事业发展部/总监

岳 伟 男 群众 1982-6-28 大专 项目部/总监

甘 竣 男 团员 1989-8-9 本科 项目部/项目主管

张小燕 女 党员 1986-9-7 本科 行政秘书处/秘书长助理
海口大同街

道党支部

梁 媛 女 团员 1989-5-12 本科 项目部/项目副主管

吴丽珠 女 群众 1989-3-19 本科 项目部/项目助理

黄迁芳 男 团员 1990-2-6 本科 项目部/项目助理

瞿亚娃 女 群众 1970-11-14 初中 办公室/杂务工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844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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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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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7 养老保险 7 医疗保险 7

工伤保险 7 生育保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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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全部

账号）

开户名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开户银行：工行海口琼泰支行/海口农商行营业部/中行海口龙珠支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2201059709200052561/1006322000000183/266269003610

外币开户银行及

账号（列出全部账

号）

开户名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营业部

港币账号：266264474697；美元账号：26751447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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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肖瑜 会计 是 初级

徐小蕙 出纳 是 中级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行政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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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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和处置

投资决策程序 □√有 □无

分权与授权 □√有 □无

隔离回避制度 □√有 □无

最大投资制度 □√有 □无

直接投资和委托投资的范围 □√有 □无

检查投资经营情况的方式和频率 □√有 □无

（六）党组织建设

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基本
情况

党组织名称 党组织类型

上级党组织名称 党员总人数 1 人

党组织
书记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参与内部

治理情况

□会员（代表）大会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办公会

党建工作
联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张小燕 秘书长助理 13078924311

活

动

情

况

是否有专门

活动场所

活动经

费数额
元/年

活动经

费来源

组织生活

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次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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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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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党组织 否

党员总人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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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党 建 工 作 指

导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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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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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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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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代表机构总数 个
本年度新设 个

本年度注销 个

持有股权的实体总数 2 个
本年度新设 个

本年度注销 0个

内设机构总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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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暖少数民

族女孩基金

2011 年

4 月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大众捐赠人 甘竣 一般账户

（2） 爱助事实孤

儿基金

2014 年

10 月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大众捐赠人 梁媛 一般账户

（3） 成美肿瘤救

助基金

2012 年

6 月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与

海南省妇联联合发起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岳伟 一般账户

（4） 成美中山公

益基金

2017 年

6 月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与

中山博爱基金会联合发

起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海口南洋

大厦有限公司、海南成

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岳伟 一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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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设专管团队 4 12
网络募捐平台、

爱心企业、个人
符合

情暖少数民

族女孩

慈善中国、

网络募捐平

台、成美官

网等

（2） 设专管团队 4 12
网络募捐平台、

爱心企业、个人
符合

爱助事实孤

儿

慈善中国、

网络募捐平

台、成美官

网等

（3） 设专管团队 3 3 自有资金、政府采购 符合
成美肿瘤救

助
成美官网

（4） 设专管团队 3 3 爱心企业 符合

贵州省纳雍

县昆寨乡民

族中学改扩

建工程项目

等

成美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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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行政秘书处 刘英子 海口市海甸岛四东路寰岛大厦 10 楼 CD 单元

（2） 项目管理处 岳伟 同上

（3） 财务处 谌海燕 同上

（4） 事业发展处 杨旸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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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是，继续填写）共备案募捐方案 8个，其中互联网目前 8 个，异地募捐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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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3,709.29 30,693,709.29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0,693,709.29 30,693,709.29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0,481,638.51 20,481,638.51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0,212,070.78 10,212,0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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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网络募捐 16,592,799.55 爱助事实孤儿基金

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网络募捐 1,818,230.10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基金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11,607.03 成美中山公益基金、成美一投

互助基金等

海南成美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 成美中山公益基金

海口南洋大厦有限公司 2,000,000.00 成美中山公益基金

合计 25,622,636.68

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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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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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公开募捐活动取得的募捐收入 20,360,921.07 20,360,921.0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0,360,921.07 20,360,921.0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9,671,545.32 19,671,545.32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89,375.75 689,3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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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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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支出情况

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9,144,580.97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9,144,580.97

本年度总支出 21,738,104.9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0,618,744.5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57,919.10

行政办公支出 582,850.71

其他支出 78,5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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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0%（94.57%，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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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5.07%，5.15%）

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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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事业支出”+上年“公益事业支出”）/（本年“上年总收入”+

上年“上年总收入”；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

3、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本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上年“工作人

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本年“总支出”+上年“总支出”）； 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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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余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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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两年%，综合三年%）%

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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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基金余额为

上年度期末净资产。

2、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事业支出”+上年“公益事业支出”）/（本年“上年度基金余额”

+上年“上年度基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事业支出同理计算；

3、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本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上年“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本年“总支出”+上年“总支出”）；综合近三年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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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9,144,580.97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9,144,580.97

本年度总支出 21,738,104.9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0,618,744.56

管理费用 1,040,769.81

其他支出 78,5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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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0%

(118.6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79%

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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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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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有关比例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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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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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2017 年收到情暖少数民族项目退款 37528.70 元、鹦哥岭项目余款退回 1574.54 元，调

整期初其他应收款 39103.24 元，调增期初非限定净资产 12728.40 元，调增期初限定性净资产 26374.8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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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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爱助事实孤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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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6,608,377.5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706,6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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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又名事实孤儿，一般指的是未满 18 周岁的，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

重度疾病等影响导致理论上有监护人却得不到妥善的抚养并且也无法纳入孤儿保障体系的儿童。成美

自 2014 年发起爱助事实孤儿项目，该项目主要以向家庭条件困难的事实孤儿发放生活助学金，改善

事实孤儿在成长期间的生活条件较差、学习资金缺乏的情况。设立“事实孤儿人身意外伤害储备金”，

旨在帮助事实孤儿遭遇意外人身伤害又家庭经济极端拮据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及时救助。截至 2017

年底项目覆盖到全国 18 个省合计资助了 6024 名事实孤儿，2014-2017 年度资助金额合计达 1211.38

万元。

（2）

项目名称 ：爱助梦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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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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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5 年海南地区事实孤儿调研显示，事实孤儿心理阴影较大，胆怯、自

卑、沉默寡言、感觉孤独，难以找到倾述的对象和精神的寄托。调研期间，志愿者也普遍发现抚养人

由于年长、自身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经济压力大等原因，很难有机会去关注孩子的学习成长情况，更没

有足够的经费为孩子购买课外书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能获得的精神层面的支持相当薄弱。项目为全

国 6 个省份 2000 位事实孤儿每人购买 3 本适龄书籍，为其提供有质量的读物，丰富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的阅读生活，2017 年该项目已经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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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成美肿瘤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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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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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于 2012 年 6 月捐赠 200 万元，设立“成美肿瘤救助基金”，项目运

作伊始对海南户籍患有乳腺癌或宫颈癌的贫困妇女每人给予 5000—10000 元的医疗救助。2017 年我们

对其中三位曾经受到资助过的肿瘤患者进行了回访，发放慰问品，并结合其切身经历在 23 届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号召公众加强对自身健康的呵护。

（4）

项目名称 ：为环卫女工健康护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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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72,146.5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2,1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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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正值 2017 第 23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到来之际，适逢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如火如荼之时，成美慈善基金会特别发起“2017-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系列公益

活动，以表达对“双创”工作中无私奉献的环卫女工的崇高敬意，关爱她们的身体健康。此次活动举

办“2017-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系列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与海南省肿瘤医院合作开展女性健康

知识普及公益讲座，增强环卫工人自我呵护的保健意识；与海口市环卫局合作，为海口 300 名贫困优

秀环卫女工捐赠三癌（宫颈癌、乳腺癌、卵巢癌）体检筛查名额。发布体检报告并评估女工健康状况，

建立体检女工的健康档案，持续提供健康教育、咨询等健康管理服务，降低环卫女工患病风险。

（5）

项目名称 ：同舟工程——救急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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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35,3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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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决定通过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在海南省五指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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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亭县实施中国海油“同舟工程——‘救急难’行动”，救助贫困患病妇女儿童，维护和保障好贫

困患病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权益。此项目对受助对象进行医疗救助、营养救助和应急应难救助，根据

病情、家庭困难及“急、难”情况来确定，每人每次救助额度为 5000—20000 元，2017 年度共有 50

名困难群众直接受益。

（6）

项目名称 ：救助房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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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5,268.8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2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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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年幼懂事的房小龙小朋友在帮助父亲收衣服时不慎从租住的阳台摔下，造成严重的脑部受

伤，突如其来的伤害让本就生活拮据的父亲雪上加霜，为此社会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通过成

美慈善基金会集结的爱心人士善款为受伤的小龙带去祝福，度过难关。

（7）

项目名称 ：7.18 台风灾后防灾楼配套设施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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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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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2014 年威马逊台风后，为支持文昌市受灾严重的罗豆农场、铺前镇和翁田镇减少类似灾害

发生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出资支持在三个地区建设三栋防灾楼，同时各另外配套价值 10 万元的防灾

救生等设施设备给三地区的防灾楼，截止 2017 年该项目已完成并结项。

（8）

项目名称 ：成美一投互助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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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977,109.2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12,2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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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为帮助解决困难职工家庭突发灾害、大病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困难，2011 年海南第一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联合设立“成美一投互助基金”，帮助解决职工家庭突

然灾害、大病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困难。2017 年度该项目共为一投集团内员工 133 人提供帮扶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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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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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920,127.9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565,4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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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致力于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女孩免费提供中等职业教育，通过

提供助学金、靓志奖学金、靓志课程、学生社团/公益活动、研讨会（或者年会）、深造及继续深造

基金、助力计划等研发大龄女童课程培养体系，开展社会融入教育和职业发展教育，并支持女童参与

社会实践，促进其稳定就业，最终让农村贫困女孩掌握职业技能就此改变自身命运，改善家庭生活。

截至 2017 年底，项目已经拓展到海南，内蒙，四川，贵州，新疆，宁夏，广西，甘肃，云南及西藏

等十个贫困及多民族地区，总计支出 1430.25 万元，帮助 2416 名贫困女孩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10）

项目名称 ：“童声飞扬”乡村儿童音乐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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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586.0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4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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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音乐教育也应是人类教育必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是由于诸如经费、师资等原因，

边远的乡村，音乐教育严重不足或几乎空白。2013 年由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发起实施乡村儿童音乐教

育试点项目。该项目通过实施培训试点、组建合唱团、乡村合唱比赛、“2+1”模式开展，从 2016 年

已经拓展至广西壮族自治区，覆盖融水县 4所乡村小学。2017 年，在海南地区新增加海南省民族文化

艺术交流协会作为项目合作伙伴。目前“童声飞扬”项目已在海口周边 12 个乡村小学试点操作且成

效显著，组建童声合唱团 8 支，预备合唱团 1支，共计参与人数 1000 多人，累计捐赠投入达 148.96

万元。

（11）

项目名称 ：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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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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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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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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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2014 年 7 月 18 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强势登陆给海南及周边地区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灾

害发生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与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双方联合发起海南民间联合救灾网络及能力

建设项目并愿意作为项目实施方执行该项目。通过搭建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支持海南本土救灾救

援机构及公益伙伴，通过能力建设培训、主题沙龙、团队拓展、社区防减灾行动、救灾演练、年会、

省外访学等活动形式，开展能力建设活动，鼓励民间机构自我成长，促使海南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

早日具备自我造血能力。

（12）

项目名称 ：新道成美奖学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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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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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为了调动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积极性，促进学生德、智、体等素质全面发展，鼓励学

生成为优秀人才，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帮助学生成功”的宗旨，结合捐赠企业的要

求，特制定新道成美奖学金管理办法，2017 年度共资助 15 名符合条件的品学兼优的同学。

（13）

项目名称 ：因爱而来 抗击埃博拉 援非慈善行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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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85,6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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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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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2014 年埃博拉病毒爆发，其中几内亚的埃博拉疫情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疫情爆

发最危难的时刻，中国医生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一

线的医疗人员提供多方面的关爱和支持，并帮助非洲国家早日战胜埃博拉疫情，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实现，南南国际慈善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于 2015 年 9 月联合举办“因爱而来•抗击埃

博拉”援非慈善晚宴并筹集善款，全部所募善款共计 408 万元将用于支持和帮助几内亚医护人员来华

学习深造和援非医疗队的优秀医护人员赴美进修学习。2017 年受资助来华的 10 名几内亚医生已经开

始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一年的语言学习生活，2018 年秋季将入学首都医科大学继续医学专业的学习。

（14）

项目名称 ：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论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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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3,404.7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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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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从人才、资本、专业支持服务、社会认知和政策五个维度分析，中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

资的发展正在从萌芽期进入市场构建期。在此背景下，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中

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以整合资源共同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开展社企论坛年会

及成美慈善基金会和世青创新中心承办"社会创业青年行动派"分论坛活动，通过中外案例的分享和青

年创想家的思想碰撞，激发大众对于青年社会企业家的关注和支持。

（15）

项目名称 ：99 公益日未来发展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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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9,112.8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6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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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为了更好的推动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一年一度的腾讯 99 公益日盛会中，腾讯公

益慈善基金会出资并支持慈善组织在媒体推广、项目传播、团队建设等方面提供专项资金。

（16）

项目名称 ：中国青年创想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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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781,878.7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42,6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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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中国青年创想计划由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于 2013 年发起，世青创新中心主办，秉承“人

是我们的第一投资”的理念，汇聚和支持青年创变客(young Changemaker)，为青年发起的公益计划

和社会企业提供天使支持。青年人作为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其创新能力的强弱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理念倡导来强调青年创新的重要性，通过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来扶植优秀创

新人才。本计划以环境保护、教育、文化、弱势群体帮扶、和社区建设等领域为主体，致力推广青年

公益理念并激发青年人提出创想，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

（17）

项目名称 ：公益捐赠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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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553,861.1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29,069.54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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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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充分发挥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后海南首家获得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优势，集合海南及国内优秀的公益项目，共同开展有关公益平台线

上筹款、项目辅导及管理等相关工作，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集合网友的爱心捐赠做好公益项目，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切实受益。2017 年度共有 42 个参与腾讯、支付宝、淘宝等网络公益平台活动的项

目在运行。

（18）

项目名称 ：海公益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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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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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应用“政府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

督、公益组织受益”的孵化器模式，为了使海南成美公益研究服务中心能正常开展公益活动提供项目

及行政管理资助，扶持海南成美公益研究服务中心探索自己独立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旨在通过建立海

南公益发展服务平台，组织活动、项目调研、项目推广、学习、合作交流、信息分享等方式，凝聚公

益力量，倡导志愿者精神及公民慈善意识，培养青年公益创新人才，传播公益创新理念，改善海南地

区的社会创新氛围、公众参与意识，推动海南本土公益组织发展环境的改善。

（19）

项目名称 ：帮扶脱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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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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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为促进我省精准扶贫工作开展，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向海

南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捐赠 5 万元用于帮扶脱贫项目。

（20）

项目名称 ：儋州市尖岭村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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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0,000.00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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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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儋州市南丰镇尖岭村是少数民族村，全村 70%以上为黎族、客家 10%以上。该村人多村大、

产业单一（主产橡胶，近年价格下跌严重）、土地干旱（虽然紧邻松涛水库干渠，12 个自然村中的

11 个自然村因为地势较高看到水却用不到水）、道路崎岖、黑灯瞎火（本应属于城乡结合部的该村距

儋州市不过 10 多分钟车程，却没有沾光得到建设，致使蔬菜瓜果等农产品难以运输出去，甚至盗贼

猖獗）。此项目将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采取捐赠扶贫、智力扶贫、就业扶贫、重大疾病（肿瘤）

扶贫等模式进行帮扶。

（21）

项目名称 ：深联村大学生扶贫助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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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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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海南省琼中县长征镇深联村已列入长征镇 2017 年脱贫攻坚整村推进贫困村，2017 年度该

村共有 13 名即将就读和已经在读的大学生，由于该村同学家庭主要依靠传统农业（橡胶、槟榔）为

生，且产品受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致使家庭收入不稳定，同学们普遍面临着学费和生活费的难题，为

切实帮助贫困学生度过难关，设立深联村大学生扶贫助学项目旨在帮助同学们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22）

项目名称 ：成美中山公益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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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展公开募捐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187,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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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介绍：在当前国家扶贫脱贫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结合国家和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下的实际需要，中山博爱基金会和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双方决定进行公益合作并设立成美中山

公益基金。基金本年度开展了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民族中学改扩建工程项目、中央民革课题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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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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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洲“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洲“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本年度开展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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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300,000 元， 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地点： 甘肃 省 临夏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支援扶贫（） 异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2017 年向临夏州 2015 级成美班 100 名少数民族女孩和 2016

级成美班 50 名少数民族女孩进行资助，帮助她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

（2）

项目名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150,000 元， 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地点： 四川 省 西昌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支援扶贫（） 异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2017 年向凉山州 2016 级成美班 50 名少数民族女孩进行资助，

帮助她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

3、2018 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洲”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8 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洲”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是 否□

（1）

项目名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75,000 元， 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地点： 青海 省 果洛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支援扶贫（） 异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2018 年新拓展至青海省果洛州，计划新资助 50 名少数民族

女孩，帮助她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

（2）

项目名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75,000 元， 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地点： 甘肃 省 临夏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支援扶贫（） 异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2018 年继续向临夏州 2016 级成美班 50 名少数民族女孩进行

资助，帮助她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

（3）

项目名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75,000 元， 收益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 人

项目地点： 四川 省 西昌 市 县

项目类别（多选）：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支援扶贫（） 异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2018 年继续向凉山州 2016 级成美班 50 名少数民族女孩进行

资助，帮助她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获得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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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外活动情况

（1）参加国际会议和出访情况 □ 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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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本单位共计 5 人次出访。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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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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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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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实施国家（地区）

①

…

说明：项目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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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①

②

说明：

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7 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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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7 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无此情况

①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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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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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说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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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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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

广南县妇女联合会 495,416.00 2.40%
用于资

助少数

民族地

区贫困

女学生

宁夏麦丽燕基金会 375,000.00 1.82%

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26,200.00 1.10%

贵州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452,332.00 2.19%

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 300,000.00 1.45%

北京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900,000.00 4.36%

爱助事实孤儿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206,3407.5 10.01%

资助事

实孤儿

百色市教育基金会 809,000.00 3.92%

福建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39,900.00 1.16%

宁夏麦丽燕基金会 241,200.00 1.17%

广南县妇女联合会 290,200.00 1.41%

成美中山博爱公益基金 中山博爱基金会 6,000,000.00 29.10% 扶贫

合 计 12,392,655.50 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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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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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助事实孤儿 16608377.55 4528807.50 153973.23 45289.81 151906.28 4879976.82

情暖少数民族 2920127.98 3513309.16 109913.81 20458.80 46357.60 3690039.37

中山博爱项目 6000000.00 6000000.00 184965.57 2053.94 6187019.51

中国青年创想计划项目 781,878.77 628622.20 13486.70 540.5 642649.40

同舟工程—救急难 1000000.00 530000.00 16688.18 4965.70 428.00 552081.88

童声飞扬”乡村儿童音乐

教育项目
5586.01 238000.00 7418.44 2100.00 247518.44

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

项目
80000.00 90563.5 22242.19 1781.00 505.60 115092.29

因爱而来 抗击埃博拉

援非慈善行动
1285628.5 40072.94 1325701.44

合 计 28681598.81 15569375.3 495201.42 85982.01 203891.92 176400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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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共开展了 项慈善信托，涉及 领域，金额总计 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

合 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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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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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委托理财收益 4,951,456.31

债券投资收益

股权投资收益 650,000.00

……

合 计 650,000.00 4,951,456.31

（十）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方

海南省肿瘤医院 出资方

海南成美公益研究服务中心 同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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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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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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美公益

研究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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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80,000.00 65.13% 0 ——

合 计 80,000.00 65.1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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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一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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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000.00 96.41% 7090000.00 98.08%

合 计 6800000.00 96.41% 7090000.00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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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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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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95.00 82,695.00 9,559.44 9,559.44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40,130.00 40,130.00 40,130.00 40,130.00

合 计 122,825.00 122,825.00 49,689.44 49,6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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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成美公益研

究服务中心
80,000.00 65.13% 0 —— 1个月 往来款

（2）
中国寰岛集团有

限公司
40,130.00 32.67% 45,230.00 91.03%

3 年以

上

租房押

金

（3）
海南寰岛泰得酒

店物业
1,000.00 0.81% 1,000.00 2.01% 1 年

物业押

金

合 计 121,130.00 98.61% 46,230.00 93.04% —— ——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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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6.75 3,246.75 4,958.52 4,958.52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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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246.75 3,246.75 4,958.52 4,9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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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寰岛集团

有限公司

1,620.00 49.90% 0 —— 六个月 停车费（半

年）

（2） 中国电信 1,626.75 51.10% 3,570.52 72.01% 三个月 预交电话

费

（3） 淘宝服务市场 0 - 1,188.00 23.96% 1 年 预付服务

年费

合 计 3,246.75 100% 4,758.52 95.97%

（十三）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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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

6,800,000.00 6,690,000.00 6,400,000.00 7,090,000.00

合 计 6,800,000.00 6,690,000.00 6,400,000.00 7,090,000.00

（十四）预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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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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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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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3302.59 22027470.09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6800000.00 7090000.00

应收款项 3 161928.24 49689.44 应付工资 63 86727.47 138427.12

预付账款 4 3246.75 4958.52 应交税金 65 166408.93

存 货 8 1449.70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38020 4135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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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6497.58 22124921.09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7053136.40 7228427.1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50500000.00 5368000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50500000.00 536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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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546.32 743892.32

减：累计折旧 32 436226.18 529445.11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296320.14 214447.21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7053136.40 7228427.12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296320.14 214447.21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47897884.83 46385131.19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1091796.49 22405809.99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58989681.32 68790941.18

资产总计 60 66042817.72 76019368.3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66042817.72 760193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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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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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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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9.53 14,113,359.09 14,118,608.62 150040.33 30543668.96 30693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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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1,456.31 4,951,456.31 650000.00 650000.00

其他收入 9 74,516.04 74,516.04 195655.50 195655.50

收入合计 11 5,031,221.88 14,113,359.09 19,144,580.97 995695.83 30543668.96 31539364.7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

本
12

2,376,662.05 12,850,276.14 15,226,938.19

1389089.10 19229655.46 20618744.56

（二）管理费用 21 879,167.57 879,167.57 1040769.81 1040769.81

（三）筹资费用 24 57,004.40 57,004.40 78590.56 78590.56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3,312,834.02 12,850,276.14 16,163,110.16

2508449.47 19229655.46 21738104.93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

资产

40

47,328.50 -47,328.5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1,671,059.36 1,310,411.45 2,981,470.81 -1512753.64 11314013.50 9801259.86



32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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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37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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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55.50

现金流入小计 13 30889364.7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20002658.5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0138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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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735.47

现金流出小计 23 21575260.73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9314104.0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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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1346.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318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319134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541346.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669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669000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6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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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90.56

现金流出小计 58 6478590.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2114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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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41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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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检查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 2016 年度改进建议书 是□ 否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 2016 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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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有效期自 2015 年至 2020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口 否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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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四) 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针对在 2016 年度检查工作中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的，请详细说明针对责

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到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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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基本公开信息

1、

2、公开经民政部门核实的章程 是 口否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6.11

2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9

3、公开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监事的基本情况 是 否口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7.7

2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9

4、公开下设的秘书处组成部门、专项基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

或者主要职能 是 否口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1.10

2

5、公开重要关联方 是 否口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1.10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9

5、公开联系人、联系方式，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或者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 是 否口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3.10

6、公开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否口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成美慈善基金会官网：www.chengmei.org.cn 2011.10

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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