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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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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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53100000500020956B

以开展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及资助教育、文化事业和活动等慈善事业为目标，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得到关爱与

协助，使人人富有爱心，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开展社会救济事业；开展医疗、卫生事业；资助教育、文化事业；经业务主管单位批准的其它公益活动。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其它 国家宗教事务局

2008-01-14 10,000.00（万元）

是 2017-03-30

否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景德路367号

cntzuchi@tzuchi.org.cn 0512-65162885

215003 www.tzuchi.org.cn

13771971738

13771765447

苏公S【2019】E3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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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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22

江苏省苏州市平姑苏区景德路367号

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议

证严法师、谢美如、李铃兰、钟易铮、叶文可、王端正、林碧玉、颜博文、陈秀玲、
 

宏度法师

邓飞

许瑜娟、黄华德、高明善、陈明宏

吴国生

议案一、二0一七年度收支决算案：总收入131,552,979.77元，公益支出118,139,938.02元，管理费用

4,478,847.82元，其他费用30,605.17元。
 

决议：全体无异议一致通过
 

议案二、二0一七年度工作报告案：依据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如实填写年报内容。决议：全体无异议一致

通过。

无

2018-10-23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景德路367号

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议

证严法师、谢美如、李铃兰、钟易铮、叶文可、王端正、林碧玉、颜博文、陈秀玲

宏度法师、邓飞

吴国生、许瑜娟、黄华德、高明善、陈明宏

无

议案一、二0一九年工作计划案：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 美丽中国、里仁为美 扬善励志、传承文

明 弘扬人文等四大目标。决议：全体无异议一致通过。
 

议案二、二0一九年度预算案：总预算收入1亿3,183万元、总预算支出1亿107万元。决议：全体无异议一致

通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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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1 释证严 女
1937-05-

14
群众 理事长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2 王端正 男
1944-10-

20
群众 副理事长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3 林碧玉 女
1947-01-

27
群众 秘书长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4 宏度 男
1964-09-

15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5 谢美如 女
1967-04-

01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6 李铃兰 女
1960-02-

09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7 钟易铮 女
1974-07-

26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8 叶文可 女
1976-05-

07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9 邓飞 男
1972-03-

14
中共党员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10 颜博文 男
1956-10-

07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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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秀玲 女
1978-09-

15
群众 理事

2018-03-

08

自2018-01-14

至2023-01-13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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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1 许瑜娟 女 1958-08-02 群众 2018-03-08
自2018-01-14至

2023-01-13
0.00 无 否  

2 吴国生 男 1967-08-27 中共党员 2018-03-08
自2018-01-14至

2023-01-13
0.00 无 否  

3 高明善 男 1943-12-28 群众 2018-03-08
自2018-01-14至

2023-01-13
0.00 无 否  

4 黃华德 男 1946-01-18 群众 2018-03-08
自2018-01-14至

2023-01-13
0.00 无 否  

5 陈明宏 男 1969-08-30 群众 2018-03-08
自2018-01-14至

2023-01-13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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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43)位

林碧玉 女 群众 1947-01-27 本科 秘书长 无

柴祖芳 男 群众 1968-03-07 本科 项目处专员 无

刘静 男 群众 1988-10-24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林世钦 男 群众 1969-10-08 本科 总务处主任 无

刘全兵 男 群众 1981-07-21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杨婕 女 群众 1989-11-02 专科 项目处组员 无

金玲 女 群众 1978-04-06 本科 财务处助理专员 无

胡旭辉 女 群众 1977-09-07 专科 财务处股长 无

张健慈 女 群众 1966-08-09 本科 财务处主任 无

严明花 女 群众 1981-03-28 专科 项目处组员 无

李嫣 女 群众 1983-05-12 专科 总务处组员 无

王淑丽 女 群众 1981-09-05 本科 项目处助理专员 无

王利利 女 群众 1980-07-15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吴伟 男 群众 1971-08-08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谢巧巧 女 群众 1975-07-10 本科 财务处股长 无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年工资为：8104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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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颖梅 女 群众 1972-10-07 本科 项目处专员 无

庄雪吟 女 群众 1975-05-08 硕士研究生 项目处主任 无

洪维 女 群众 1970-06-30 硕士研究生 项目处组长 无

方丹丹 女 群众 1993-06-18 本科 财务处组员 无

贾正雯 女 群众 1989-04-09 专科 人资组组员 无

杨华 女 群众 1968-10-31 其他 项目处组员 无

马洁 女 群众 1980-07-31 专科 人资组助理专员 无

蒋舒婕 女 群众 1983-12-07 本科 总务处组员 无

郑音音 女 群众 1975-10-25 本科 项目处组员 无

吴屸 男 群众 1973-10-09 硕士研究生 资讯组副组长 无

王艺蓉 女 群众 1978-01-28 硕士研究生 财务处组员 无

陈永顺 男 群众 1972-08-10 本科 总务处专员 无

廖明仁 男 群众 1964-07-12 专科 项目处专员 无

许燕 女 群众 1979-10-14 专科 财务处组员 无

崔永祥 男 群众 1980-10-08 专科 资讯组助理专员 无

严进 男 群众 1986-06-26 专科 资讯组助理专员 无

梁艳华 女 群众 1985-06-07 本科 总务处组员 无

王强 男 群众 1988-12-21 专科 总务处组员 无

莫佳妮 女 群众 1993-02-18 本科 项目处组员 无

丰平 男 群众 1989-08-22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徐悦 女 群众 1990-10-23 本科 资讯组组员 无

顾诗蕴 女 群众 1979-09-26 硕士研究生 项目处助理专员 无

罗玲玲 女 群众 1992-07-03 本科 资讯组组员 无

徐梦玲 女 群众 1994-12-10 本科 财务处组员 无

黃淑惠 女 群众 1968-09-15 专科 总务处副主任 无

袁艺 男 群众 1991-02-07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陈嘉贤 女 群众 1992-12-26 硕士研究生 资讯组组员 无

吕萍 女 群众 1961-02-18 其他 总务处组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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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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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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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42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31 养老保险  31 医疗保险 31

工伤保险 31 生育保险 31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6000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国银行苏州姑苏支行营业部、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八卦岭支行、苏州银行湖

东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523558194223（基本户）、528758212263（捐款专户）、

7441410182603607095、7066100151120105001937

外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国银行苏州姑苏支行营业部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51835821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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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丹飚 财务顾问  是  否 注册会计师

张健慈 财务主任  是  否 无

胡旭辉 总账会计  是  否 中级职称

金玲 出纳  是  否 初级职称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工作规则、物资捐赠管理办法、预算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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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否

党员总人数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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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刘威 13901163734 国家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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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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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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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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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

1 无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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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支（代表）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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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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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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115,349,491.77 8,800.00 115,358,291.7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92,321,385.65 8,800.00 92,330,185.6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87,540,311.23 0.00 87,540,311.23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535,074.42 8,800.00 3,543,874.42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1,246,000.00 0.00 1,246,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23,028,106.12 0.00 23,028,106.12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18,245,745.29 0.00 18,245,745.29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782,360.83 0.00 4,782,360.83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无 0.00

合计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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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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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末净资产 467,143,986.56

本年度总支出（自动求和） 77,581,053.4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2,656,568.85

管理费用 4,923,867.63

其他支出 6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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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 %  （综合三年16.69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6.35 % 

0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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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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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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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11 ）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 72,656,568.85 ）元

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偏远地区精准脱贫专案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92,266.06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527,01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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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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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慈济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各地的偏远地区持续进行精准脱贫，在甘肃地区援建水窖、易地搬迁；在贵州进行移民迁村、

奖助学；在河北涞源、易县进行新芽奖助学等专案。近年来配合政府进行各地精准扶贫项目的展开，更针对当地所需，慈

济所能地方向，持续推进包括民生、健康、教育等项目。
 

2018年慈济基金会持续开展的“偏远地区精准脱贫”专项，除了将依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个方面来进行之外，更结

合安身、安心、安生与安学这四大工程，彻底改善贫困地区民众的基本生活，以达到精准脱贫、同步小康的目的，包含在

陕西省山阳县、甘肃省渭源县、贵州省三都县、开展包括援建当地的幼儿园、卫生院、病床援助、教育提升等内容，透过

实地的勘察，评估，期望聚爱的力量共同为达成2020精准脱贫攻坚而努力。

2 项目名称：冬令发放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654,352.83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9,654,35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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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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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秉持“感恩、尊重、爱”的慈善精神，力求“主动关怀、尊重需求、协助自立”的原则，几经入户访查评估所需，透过实

用的生活物资，让贫困的乡民带着暖暖的祝福，迎向新年。
 

自2017年4月起，我会与各地民政等相关部门合作，透过志工入户探访，深入了解贫困户所需，关怀范围涵盖22省/直辖

市。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间各地志工展开冬令发放，共计嘉惠46,874户，91,455人。其中，为适应个性化需求，在华

东上海、江苏及广东深圳三地发放慈济物资卡1102户，新发放模式的探索获得良好反馈。冬令发放送上的不仅是有形有限

的物资，更包涵了无形真挚的爱与关怀，让贫困、病老、残疾的民众深刻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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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教育助学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7,006,821.21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155,49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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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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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为鼓励弱势家庭的孩子立志学习，慈济基金会结合慈善与助学，开展“新芽助学”项目。透过家访、校访、联谊的方式，

为清寒学子及其家庭做定期关怀，并制定适宜的助学方案，除了资助贫困家庭的子女能持续接受学校教育之外，同时也透

过志工的鼓励与陪伴，让学生能在众人的爱与祝福下，透过公益实践、典范学习，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而努力

自我学习，再将这份爱传承下去，长大后也能成为懂得回馈社会国家的优秀人才。
 

2018年，慈济持续为河北、吉林、辽宁、天津、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四川、贵

州、云南、甘肃、重庆等18个省/直辖市的贫困学子发放奖助学金，共嘉惠约4,485位贫困学子，从扶困到扶智扶志，进而

让孩子体会到做好事不是有钱人的权利，只要有心，自己就有能力可以造福社会人群。

4 项目名称：急难救援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59,677.43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59,67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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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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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2018年的福建省玛利亚强台风、四川水灾、广东潮汕、信宜水灾，慈济人以「付出无所求」的精神，走入灾区，以同理心

给予灾区民众及时关怀；从为受灾民众亲手烹煮热食，为救灾人员提供后援，为每个需要者及时送上环保毛毯、生活用

品、福慧床、消毒用品、应急照明等急需物资，安顿身心。志工的关怀让灾民心中升起重整家园、度过难关的希望，灾后

志工积极协助街道、灾民清扫街区等，为灾后尽快恢复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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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长期济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8,398,566.8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398,56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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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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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作为「慈善组织」，我会组织志愿者透过入户访视与务实评估，对个案进行定期持续关怀，并依家庭实际需求提供必要的

协助。同时，也在陪伴过程中鼓励受助者建立自信，成为心灵富足的人，展开乐观进取的新人生。2018年我会关怀与补助

23个省及4个直辖市的逾2200户个案及其家庭。
 

同时，以关爱家人的诚心，定期关怀敬老院老人、陪伴社区长者，并带动长者参与力所能及的活动，如环保、打扫、读书

会等，既能锻炼身体增长生活智能、也能服务人群，增强老人的成就感
 

此外，也持续关怀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为身体或智力残疾的孩子传递社会的爱与关怀。

6 项目名称：医疗援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016,962.3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59,22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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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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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有鉴于许多家庭「因病而贫」，我会将慈善与医疗相结合，透过专业医疗咨询，针对可援助的医疗个案予以医疗援助，协

助因病而贫的病患及时就医改善或恢复身体健康。2018年共嘉惠包含北京、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四川、重

庆、青海、甘肃、陕西、广东、福建等地逾24户个案与家庭，让他们及其家庭过上安心而全新的人生。
 

秉持“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理念，在福建福鼎、江苏苏州等地开展义诊活动，除现场看诊外，更是走入贫困家庭中，关

爱行动不便的乡亲，透过医护人员专业诊疗与志工用心服务，让贫病家庭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用健康的身体改善家庭生

活。透过慈济志工对患者的关怀与对医护人员的爱与尊重，建构相互感恩的和谐平台，不仅让医者专心诊断，更让患者安

心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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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红豆杉的爱-新苏州人健康、品德、环保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33,926.4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3,92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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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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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2016年启动首创针对苏州民工学校的师生从医疗健康关怀、契入到慈善访视关怀，并进一步延伸到人文素养关怀。

引导师生们在弱势群体的现况中知足感恩、自强自立、积极向上。
 

2018年进一步落实外来务工家庭的深度关怀，并从学生、老师到家庭全方位进行评估与陪伴。透过健康检查、卫教活动及

系列教育课程教，关心民工学校孩子及老师身心健康，并对贫困学生家庭长期关怀，陪伴家庭走出困境、生活和谐。三年

来，健康检查嘉惠13058位学生，以及442位教师。此外，因着需要2017年启动课业辅导计划，引导孩子正向的人生观，学

习自我肯定，两年来共计嘉惠学生274人。期待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爱能扎根在每位的心中。

8 项目名称：人文环保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88,014.26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71,18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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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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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责任也是使命。為配合国家的环保政策，我会志工积极投入环保，

走入社区、学校、企业等机构，分享资源回收的概念，做资源回收、分类及宣导，将环保意识普及化，让市民都能身体力

行。在有形的环保中倡导清净在源头，让民众养成惜福知足的心。从大地环保到心灵环保，慈济倡导健康饮食，多吃蔬

果，少荤食，力行简约生活，减少碳足迹，将环保意识落实日常生活中，常存对大地的疼惜之心，减缓地球暖化的危急。
 

2018年我会在福建、江苏、四川、云南、广东等5个省的两岸人文教育交流活动，嘉惠人数超过9261人次。交流活动中融

合了“感恩、尊重、爱”人文理念，通过课程启发人心善念、传递美善教育人文、改善师生关系、提升老师素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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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悲智印记 励志扬善计划 （爱 无所不在）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19,423.41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19,42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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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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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透过真实故事的影片记录，阐扬社会美善的人物和故事，成为净化人心的清流。
 

2018年时值我会注册成立与汶川赈灾十周年，秉持报真导正的精神，制作了十五则深具人文内涵及展现基金会十年历程的

影片，包括512川震10周年、红豆杉计划-盛夏的陪伴、精准扶贫-千里长情路、助学故事-汤福武、送髓-生命相髓、苏州

专案-生命奇愈记、医疗人物-活法、四川人文交流-青春同行、四百岁的旅程-达州婆婆十年志工路、罗汉寺-四川古寺震

生传奇、环保-你是我的宝、一闪一闪亮晶晶等。其中，影片《等着你回来》获得第八届中国公益节年度公益映像奖，更

为重要的是透过不同平台和场合的分享，让更多的人投入到这股美善的力量中来。
 

本项目的开展不但记录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美善故事，同时籍由有形的拍摄作品来净化无形的心灵空间，进而提升社会的祥

和美好。

10 项目名称：援建工程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087,612.53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087,6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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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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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一、阜宁慈济孔荡大爱村：2016年6月23日，江苏盐城阜宁和射阳遭逢百年难遇的龙卷风冰雹袭击，造成特大灾害。慈济

志工于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从急难阶段的心灵关怀抚慰与紧急物资发放，到中长期的秋末冬令物资发放、个案补助、春蕾

助学、环保推动、教育人文交流及援建孔荡大爱村工程，至今仍未离开。在各方的辛勤付出与支持下，阜宁孔荡大爱村工

程共计282户的大爱屋以及孔氏宗祠、大爱幼儿园、便民服务中心、卫生室、惠民超市、环保教育站等周边配套已整体完

工，并于2017年9月8日举行了启用仪式。2018年，接到阜宁慈善总会的邀约，为共同推进孔荡大爱村的乡村振兴而努力，

举办孔子文化讲座、和贫困户一起岁末围炉、进行大爱村大扫除等，启发村民自发的行动，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提升大爱村

的人文气息，透过「软硬兼施」，慈济关怀的脚步不曾中断，慈济志工以行动祝福大爱村的乡亲们，从大灾中勇敢的面对

崭新的人生，同时用心传承孔氏家风，立志成为一方之典范。
 

二、连城县慈济幼儿园，质保金支付，金额6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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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雅安专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90,087.81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90,08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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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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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四川雅安援建工程，尾款及质保金，金额2090087.81元。
 

项目名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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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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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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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备0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0个， 异地募捐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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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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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本年度开展了（0）项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省  市  县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省  市  县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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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9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省  市  县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省  市  县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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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援建工程 11,087,612.5311,084,938.93 0.00 0.00 550.00 2,123.60 11,087,612.53

冬令发放 19,654,352.8319,570,612.55 0.00 0.00 49,620.16 13,867.12 19,634,099.83

教育助学 7,006,821.21 12,452,242.36 339,485.44 274,080.00 17,751.00 71,937.67 13,155,496.47

合　　计 37,748,786.5743,107,793.84 339,485.44 274,080.00 67,921.16 87,928.39 43,877,2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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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援建工程 江苏恒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434,938.93 14.36% 援建工程

援建工程 连城县教育局 650,000.00 0.89% 援建工程

冬令发放 安徽省世佳床上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2,449,180.00 3.37% 采购冬令发放物资

冬令发放 上海国浦纺织制品有限公司 1,850,149.80 2.55% 采购冬令发放物资

冬令发放 江苏黑土地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247,476.65 1.72% 采购冬令发放物资

冬令发放 成都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655,000.00 3.65% 采购冬令发放物资

冬令发放 全椒县祥发服饰有限公司 2,386,688.00 3.28% 采购冬令发放物资

教育助学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4,710,100.00 6.48% “春蕾计划"助学金

%

%

%

%

%

%

%

%

%

%

%

%

合 计 26,383,533.38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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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2018年度共开展了0项慈善信托，涉及0领域，金额总计0元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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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基金会的关联方

台湾慈济慈善事

业基金会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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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台湾慈济传播人

文志业基金会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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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成都大爱感恩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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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苏州慈济门诊部

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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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苏州慈济慈善志

业中心有限公司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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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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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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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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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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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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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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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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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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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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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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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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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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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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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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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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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第22页



2、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台湾慈济传播人文志业基金会 0 0 2017558 0

成都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0 0 3006250 0

苏州慈济门诊部有限公司 0 0 281803 0

苏州慈济慈善志业中心有限公司 0 0 175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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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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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预付账款： 1800000 18.57% 1206250 12.97%

 

 

 

 

 

 

 

 

 

 

 

 

 

 

合    计 1800000 120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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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应付账款：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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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预收账款：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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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诤共福缘」，是我会创办人证严 上人对慈济志工的期许。「我们要时时感恩，人人感恩，还要事

事感恩。感恩过去的每秒钟，感恩我们人人互相提携、互相关怀、互相相爱，唯有发挥爱心、尊重生命，人心安了，社会就平

和，大地就平安，人也会健康平安。
 

2018年1月，我会由《中国公益节》获评“2017年度公益组织奖”、“四川雅安援建项目”与“新芽奖助学金”获评“2017年

度公益项目奖”。 2018年，9月5日江苏省政府与苏州市政府同时举办“第四届江苏省慈善奖”与“第三届苏州市慈善奖”，

慈济“阜宁风灾援建项目”获得江苏省慈善奖与苏州市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红豆杉的爱--新苏州人健康、品

德、环保”项目，荣获苏州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依据今年的年度工作计划，慈济基金会在各地持续开展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等项目。回顾2018年，感恩中央、地方

各部会领导支持，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指导，我会得以顺利开展各项工作。除前述开展的公益慈善项目外，谨呈报其他工作情

况如下：
 

一、环卫关怀-“有你真好·珍爱环卫”项目
 

为体恤社会基层的环卫工人，在默默中付出，让城市保持干净整洁，给我们一个舒适整洁的生活空间。我会自二0一四年开

展“有你真好·珍爱环卫”的项目。此案自2014年5月在江苏苏州首推，结合慈善、医疗、教育助学等资源，给予环卫工人及

其家庭多方位的关怀与照护。
 

2018年，在天津；江苏昆山、南京；广东深圳、东莞；湖南长沙；陕西西安；江西南昌；福建厦门等等持续环卫关怀项目，用

行动感恩这群城市美容师。寒冷冬日，为环卫送上暖暖的姜汤；炎炎夏日，一杯冰凉的绿豆汤，让环卫们驱除炎热；与相关企

业合作，为环卫募集衣物等。
 

此外，为环卫工人建立休息专区， 提供茶水点心、简单药品之外，也赠送环保酵素及进行环保宣导，藉以充实环卫工人实现

居住环境清洁卫 生的知识，同时也为因伤休假或因特定原因造成心理 受到惊扰的环卫工人进行肤慰与关怀，并且也为生活

贫困的环卫工人家庭发放冬令物资， 让环卫工 人感受到政府、社会的尊重，同时带动民众共同 爱护环境清洁，让人与人之

间能学习相互关爱，成就富而好礼的和谐社会。 

二、两岸髓缘 
 

慈济于1993年成立“骨髓干细胞中心”以来， 秉持“尊重生命”及“救人一命，无损己身”的理念 开展各项关怀行动。1997

年更透过慈济志工的实质关怀，打开两岸髓缘的新页，为大陆白血病患积极开启生命的另一扇窗。
 

截至2018年12月底，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共完成全球 5,212例移植配对，受髓者遍及全球31个国家及地区，对内地的供髓亦遍

及24个省市，总计占了 2,227例，而这些爱的骨髓干细胞，更让许多家庭的幸福重燃希望。 
 

总结意见：
 

回顾2018年，感恩中央、地方各部会领导支持，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指导推动各项项目，我会顺利召开第三届第一次和第二次

理事会。适逢2018年为基金会注册成立的第一个十周年，而慈济用爱铺路、以情搭桥绵延二十七年，至今仍坚定初发心，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为实现在2020年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同時落实推动慈善与环保，来回馈社会、土地，

让大地平安、人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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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1 443,782,721.58488,669,559.87 61 0.00 0.00

2 0.00 62 887,781.39

3 19,699,726.45 63 0.00

4 9,693,887.96 9,303,005.16 65 5,792.29 1,979.87

8 4,079,797.36 3,073,957.75 66 0.00 0.00

9 0.00 38,499.99 71 0.00 0.00

15 0.00 0.00 72 0.00 0.00

18 0.00 0.00 74 0.00 0.00

20 467,134,399.93520,784,749.22 78 0.00 0.00

80 554,312.25 889,761.26

21 0.00 0.00

24 0.00 0.00 81 0.00 0.00

30 0.00 0.00 84 0.00 0.00

88 0.00 0.00

90 0.00 0.00

31 897,971.28 1,138,812.05

32 334,072.40 466,266.28

33 563,898.88 672,545.77 91 0.00 0.00

34 0.00 0.00

35 0.00 0.00 100 554,312.25 889,761.26

38 0.00 0.00

40 563,898.88 672,545.77   

41 0.00 0.00

101 463,676,357.00521,460,086.68

105 3,467,629.56 -892,552.95

51 0.00 0.00 110 467,143,986.56520,567,533.73

60 467,698,298.81521,457,294.99 120 467,698,298.81521,457,2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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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1 97,364,294.28 20,375,862.94117,740,157.2295,000,878.09 20,357,413.68 115,358,291.77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 13,812,822.55 0.00 13,812,822.55 15,646,308.88 0.00 15,646,308.88

11 111,177,116.8320,375,862.94131,552,979.77110,647,186.9720,357,413.68 131,004,600.65

       

12 118,139,938.020.00 118,139,938.0272,656,568.85 0.00 72,656,568.85

21 4,478,847.82 0.00 4,478,847.82 4,923,867.63 0.00 4,923,867.63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8 30,605.17 0.00 30,605.17 617.00 0.00 617.00

35 122,649,391.010.00 122,649,391.0177,581,053.48 0.00 77,581,053.48

40 -37,712,165.8937,712,165.890.00 24,717,596.19 -24,717,596.190.00

45 -49,184,440.0758,088,028.838,903,588.76 57,783,729.68 -4,360,182.51 53,423,5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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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1 115,350,874.77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8 6,883,641.88

13 122,234,516.65

14 70,868,037.10

15 4,051,270.12

16 0.00

19 2,180,730.37

23 77,100,037.59

24 45,134,479.06

 

25 0.00

26 0.00

27 0.00

30 0.00

34 0.00

35 247,640.77

36 0.00

39 0.00

43 247,640.77

44 -247,640.77

 

45 0.00

48 0.00

50 0.00

51 0.00

52 0.00

55 0.00

58 0.00

59 0.00

60 0.00

61 44,886,8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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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1年以内 7787216.21 0 7787216.21 11845047 0 11845047

1-2年 1787776.82 0 1787776.82 7854679.45 0 7854679.45

2-3年 3000 0 3000 0 0 0

3年以上

合  计 9577993.03 0 9577993.03 19699726.45 0 19699726.45

2、应收款项客户：

1 银行定期存款利息9484679.45 99.03% 18247346.45 92.63% 2017-12-31银行定期存款利息

2 曾云姬 0 0 180000 0.91% 2017-04-27 备用金

3 孙海丽 0 0 150000 0.76% 2018-03-29 备用金

4 贾岩 0 0 100000 0.51% 2018-09-27 备用金

5 李芯瑜 14760 0.15% 90000 0.46% 2018-01-04 备用金

合 计 9577993.03 19699726.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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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荻辉 14000 0.15% 40000 0.20% 2018-01-11 备用金

7 王月英 31097.37 0.32% 60000 0.30% 2018-01-18 备用金

8 其他 33456.21 0.35% 832380 4.23% 2018-01-01 备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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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1年以内 9693887.96 0 9693887.96 9286005.16 0 9286005.16

1-2年 0 0 0 17000 0 1700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9693887.96 0 9693887.96 9303005.16 0 9303005.16

2、预付账款客户：

1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 0 0 1505500 16.18%
2018-12-

06

冬令发放物资采

购

2
成都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1800000 18.57% 1206250 12.97%

2018-11-

08

冬令发放物资采

购

3
安徽省世佳床上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1231140 12.7% 1003322.4 10.78%

2018-12-

20

冬令发放物资采

购

4 全椒县祥发服饰有限公司 1428687.6 14.74 564496.9 6.07%
2018-12-

06

冬令发放物资采

购

5 灌云县金灿粮食加工有限公司 0 0 556186.8 5.98%
2018-12-

06

冬令发放物资采

购

合 计 9693887.96 9303005.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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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进

0 0 758900 8.16%
2018-

09-20

助学金

7

上海国浦纺

织制品有限

公司

785326.8 8.10% 449914.2 4.84%
2018-

10-18

冬令发放采购

8

李芯瑜

0 0 330098 3.55%
2018-

09-27

助学金

9

江苏黑土地

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

612109 6.31% 0 0
2017-

12-07

冬令发放采购

10

其他

3836624.56 39.58% 2928336.86 31.48%
2018-

01-01

助学金、冬令

发放采购及其

他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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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应付账款-工程质保金 515993 0 361195 154798 四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工程质保金 0 746152.81 445149.1 301003.71 四川博欣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工程质保金 0 1302300 911610 390690 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德阳分公司

应付账款-家具质保金 12251.35 0 0 12251.35 厦门尚杰怡家具有限公司

应付账款-助学金 0 86000 81000 5000 李桂芳

应付账款-工程质保金 830 3857 0 4687 苏州市平江区宝典装饰装潢服务部

其他应付款 19445.61 3731534.67 3731628.95 19351.33 社保、公积金、其他

合  计 548519.96 5869844.48 5530583.05 88778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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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无

合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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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7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二)评估情况

(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是 2018-05-02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 公告2018年第60号

是 2018-05-10 江苏省财政厅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苏财税【2018】12号

  

(四)行政处罚情况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7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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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第37页



(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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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无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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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委托投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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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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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事意见

 监事姓名： 吴国生

 意见：

对基金会2018年度审计报告进行审核，无意见

 签名：

 日期： 2019-03-05

 监事姓名： 黃华德

 意见：

参阅了2018年度审计报告，不论在各项慈善活动中展示了爱、尊重与务实的元素，也确实落实的反应2018年

的财务状况。

 签名：

 日期： 2019-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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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姓名： 陈明宏

 意见：

在详阅财务审计报告及了解项目执行成果后,意见如下:
 

1.财务与帐务处理严谨,公开与透明化程度高,经得起专业审计.
 

2.捐款人的善心充份被用于需要帮助的大众.
 

3.关怀社会上不易被发现的角落,予以关怀帮助.
 

4.对外来民工子弟的关怀多元化，除了健康关怀帮助外，也对学业方面给予协助
 

慈济基金会对社会的关怀不止于经济方面的协助，更重视人文与精神层面的关怀
 

值得各方NGO学习，也建议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多多与慈济合作,推动慈善活动.

 签名：

 日期： 2019-03-01

 监事姓名： 许瑜娟

 意见：

认同并肯定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2018年度开展的工作项目及成效。审计报告与年度检查数据中，资金使用

依照章程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规范作业。以创办人诚正信实之理念进行财务管理，并由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

见。
 

以社会所需，慈济所能，尽心尽力付出，对于精准扶贫、偏乡儿童关怀也务实进行，环保爱地球，竭尽心

力，持续助学方案、急难用心肤慰，慈善深度关怀，敬老院、福利院进行机构关怀；期许再加大力度启发更

多爱心人士投入志工行列，为爱护地球尽心力，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贡献积极的力量。

 签名：

 日期： 2019-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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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姓名： 高明善

 意见：

关于基金会2018年度审计报告，经详阅表示同意。
 

配合中央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基金会的偏远地区精准脱贫，在2018年已于贵州、甘肃、四川及陕西启动，

进行慈善、助学、援建等公益项目，不论是项目或地区，都依照计画持续进行中，期许为需要的民众贡献一

份力量

 签名：

 日期： 2019-03-07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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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印 鉴) 　 　年 　　 月 　 　日    

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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