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团 体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书

( 2 0 1 7 ) 年 度

本 社 会 团 体 承 诺 ：

本 社 会 团 体 根 据 《 社 会 团 体 登 记 管 理 条 例 》 、 《 民 间 非 营
利 组 织 会 计 制 度 》 等 有 关 规 定 编 制 本 年 度 工 作 报 告 书 ， 并 保
证 本 报 告 书 内 容 真 实 、 准 确 、 完 整 。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社 会 团 体 印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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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联资联盟（深盟（深圳圳））

深深圳圳市相市相关职关职能部能部门门及及单单位位 社社会会服服务务

 ( (一一))探索在中探索在中国国转转型型过过程中程中实现实现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资效益最大化的理效益最大化的理论论和和实实践践, , 开发开发和推和推广广最佳最佳实实践践模式模式;;（二）（二）研研发发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资的的评评

0170601706 51440300MJL170496D51440300MJL170496D

白虹白虹 女女 19701970--1010--2424

秘秘书长书长 群群众众 硕硕士士

20162016--0808--2525 55

深深圳圳市南山市南山区区蛇口街道蛇口街道荣荣村工村工业业区区DD栋伟栋伟百富大百富大厦厦11楼楼130130室室

否否 无无

张张琦琦 07550755--8653825386538253

1355487748313554877483

info@casvi.orginfo@casvi.org www.casvi.orgwww.casvi.org

5454 33

2020 77 33 00

王平王平 女女 19551955--1010--2929

中共党中共党员员 硕硕士士 1331106809613311068096

友成企友成企业业家扶家扶贫贫基金基金会会 理事 理事长长 20162016--0808--2525

白虹白虹 女女 19701970--1010--2424

群群众众 硕硕士士

投票投票 是是 20162016--0808--2525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是是 33

友成企友成企业业家扶家扶贫贫基金基金会会 王平王平 女女 19551955--1010--2929 20162016--88--2525 理事理事长长 创创始主席始主席 1331106809613311068096

明德公益明德公益研研究中心究中心 王名王名 男男 19591959--0101--0202 20162016--88--2525 理事理事长长 轮轮值值主席主席 1350126130713501261307

富富兰兰克林坦伯克林坦伯顿顿基金集基金集团团 刘刘吉人吉人 男男 19521952--0505--0707 20162016--88--2525 创创始人始人 常常务务理事理事 00

跨界跨界创创新平台新平台 白虹白虹 女女 19701970--1010--2424 20162016--88--2525 创创始人始人 常常务务理事理事 1381898334513818983345

中新力合科技金融中新力合科技金融 陈陈杭生杭生 男男 19631963--0101--0101 20162016--88--2525 创创始人始人 常常务务理事理事 1885711077718857110777

深深圳圳市中市中国国慈展慈展会会发发展中心展中心 典春典春丽丽 女女 19651965--0303--2020 20162016--88--2525 秘秘书长书长 理事理事 1382377095713823770957

基本信息情况

社团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行业分类

业务范围

登记证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务 政治面貌 学历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万元）

住所

是否合署办公 合署办公的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网址

单位会员数 个人会员数

理事会及负责人

（理事人数指包

含会长、副会

长、理事在内全

体理事人数）

理事人数 常务理事人数 负责人人数
70岁以上负责

人数

理事长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联系手机

工作单位及职务 任职日期

秘书长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学历

产生方式 是否专职 任职日期

现职公务员兼任负责人情况 省部级及以上 地厅级人数 县处级人数

离退休干部担任负责人数 省部级及以上 地厅级人数 县处级人数

退（离）休领导干部担任理事

数
省部级及以上 地厅级 县处级

是否设有监事会 监事人数

理事名单（单位）

序列 单位 负责人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单位职务 社团职务 联系手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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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天使草根天使会会 陈维伟陈维伟 男男 19741974--0808--2929 20162016--88--2525 会会长长 理事理事 1363156888813631568888

深深圳圳市社市社会会公益基金公益基金会会 吕吕成成刚刚 女女 19641964--1212--0101 20162016--88--2525 理事理事长长 理事理事 1893883908818938839088

北京北京网网信信众筹众筹网网络络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 孙孙宏生宏生 男男 19751975--0808--3131 20162016--88--2525 CEOCEO 理事理事 1860093334418600933344

北京融智企北京融智企业业社社会会责责任任研研究所究所 王王晓晓光光 男男 19701970--1212--3030 20162016--88--2525 所所长长 理事理事 1352000927613520009276

三三农农智智库库投投资资基金基金 元志中元志中 男男 19691969--0303--0202 20162016--88--2525 CEOCEO 理事理事 1390104974913901049749

商道商道纵纵横横 郭沛源郭沛源 男男 19791979--0707--1212 20162016--88--2525 总经总经理理 理事理事 1367132921313671329213

复复星公益基金星公益基金 崔志成崔志成 男男 19751975--1111--2424 20162016--88--2525 副理事副理事长长 理事理事 1360114602913601146029

北京君和北京君和创创新公益促新公益促进进中心中心 吴坚吴坚忠忠 男男 19571957--0505--1313 20162016--88--2525 理事理事长长 理事理事 1350117329613501173296

凯凯威基金威基金会会 施施伟伟恩恩 男男 19481948--0707--2121 20162016--88--2525 联联合合创创始人始人 理事理事 1368115756413681157564

青青云云创创投投 卢卢琦琦 女女 20162016--88--2525 创创始合始合伙伙人人 理事理事 1391023850013910238500

中中国国投投资协资协会会项项目投融目投融资专业资专业委委员员会会 刘剑刘剑雄雄 男男 20162016--88--2525 副副会会长长 理事理事 00

马马蔚蔚华华 男男 19481948--0606--2020 20182018--11--1717 轮轮值值主席主席((拟拟)) 1350288866813502888668

DavidGalipeaDavidGalipea 男男 20162016--88--2525 常常务务理事理事 6681919798066819197980

WillemWillem 男男 20162016--88--2525 理事理事 00

深深圳圳国国际际公益公益学学院院 王振耀王振耀 男男 19541954--0303--0606 20162016--88--2525 院院长长 监监事事长长 1820106571118201065711

北京英北京英岛岛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马维马维国国 男男 19631963--0202--0606 20162016--88--2525 律律师师 监监事事 1391010003313910100033

心心灵灵家家园园基金基金 姚越姚越 女女 19631963--0909--0606 20162016--88--2525 执执行主任行主任 监监事事 1391077885513910778855

未知的未知的

4848 28.528.5 3131 4747 33 00 00 00

1111 28.2728.27 99 1010 33 00 00 00

否否 33 1717 13601360

00 00 00 00 00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理事名单（个人）

序列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单位职务 社团职务 联系手机

1

2

3

监事名单（单位）

序列 单位 负责人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单位职务 社团职务 联系手机

1

2

3

监事名单（个人）

序列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任期 单位职务 社团职务 联系手机

1

工作人员(含分

支机构、代表

机构)）

类别 人数 平均年龄 女性人数
本科以上学

历人数
党员人数

事业编制

数

社会工作

师数
助理社会工作师数

全体工作人

员

专职工作人

员

党建工作情况
是否建立党

组织
党员数 志愿者人数 志愿者劳动时间（小时）

机构设置 代表机构数 办事机构数 实体机构数 分支机构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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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0101--1515 财财政部政部门门

第一第一届届理事理事会会 第五次第五次会会议议

常常务务理事理事&&理事理事1010万元万元//人；人；会会员员11万元万元//人人

专项基金

管理机构

数

会费情况

制定会费标准的时间 会费标准备案情况

通过会费标准的会议名称-届 通过会费标准的会议名称-次

会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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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是是 已已办办理理 业务业务范范围围增加：（十增加：（十20172017--0303--0606

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否否 已已办办理理

是是 已已办办理理 变变更更业务业务范范围围 业务业务范范围围增加：（十增加：（十20172017--0303--0606

否否 未未办办理理

55
20162016--0707--1616

00

11 20172017--1111--0303

否否 是是

22 44

11 11

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变更 办理情况 变更前信息 变更后信息 批准时间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

变更活动地域

变更业务范围

变更住所

变更注册资金(万元)

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修改章程

负责人变更

（二）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章程规定 换届或会议情况

会员（代表）大会 年一届

最近一次换届大会时间为(提示：最近一次

换届大会为已召开的大会的时间)

换届大会召开第 届

会员（代表）大会 年一次 最近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间为

是否存在提前或延期换

届选举情况
是否设立常务理事

理事会 1年 次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 次

常务理事会 1年 次 本年度召开常务理事会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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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

有有 白虹 深白虹 深圳圳

有有 王王岚岚 深 深圳圳

有有 钱丽钱丽 深 深圳圳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中中国国建建设银设银行股行股份份有限公司深有限公司深圳圳建建设设路支行路支行

4425010000310000037044250100003100000370

中中国国建建设银设银行股行股份份有限公司深有限公司深圳圳建建设设路支行路支行

4425010000310000058644250100003100000586

有有 22 11

有有 51440300MJL170496D51440300MJL170496D

《民《民间间非非营营利利组织组织会会计计制度》制度》

是是 深深圳圳市市财财政局政局

是是 深深圳圳市市财财政局政局

是是 深深圳圳市市国国家家税税务务局局

否否

否否

（三）内部制度建设

机构管理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机构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保管人姓名及保管地点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保管人姓名及保管地点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制度 保管人姓名及保管地点

工作人员管理

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指由社团社保账号购买)

失业保险
养老

保险
医疗保障

工伤保险
生育

保险

财务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行

人民币银行帐号

外币开户银行

外币银行帐号

是否进行税务登记 专职财会人员数
具有从业

资格人数

财务管理制度 税务登记号码

执行会计制度

使用票据

票据类型 是否使用 发放机关

会费票据

捐赠票据

税务发票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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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无 请选择请选择

无无 33

无无 无无

请选择请选择

无无 无无 无无

否否 00 请选择请选择

00 00 00 00

未未参参加加 有党有党员员但不符合但不符合单单独独建立建立条条件也件也无无法法联联合合组组

党组织建设情况

党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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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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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活动情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所 活动经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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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建立党组织

流动党员参加组织生活

情况
未建党组织原因

党建工作联络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派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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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信息采集表

王王岚岚 女女 19861986--1212--2424 20122012--0303--0101 人才市人才市场场或街或街 无无 助理秘助理秘书长书长 硕硕士士 20072007--1212--0505

张张琦琦 女女 19921992--0909--2424 20152015--0707--0101 属属地党地党组织组织 无无 综综合服合服务务部副部副经经理理 本科本科 20152015--1212--0606

陶林林陶林林 男男 19911991--0707--0101 20172017--0101--0303 其他其他 无无 产产品品研研发发部副部副经经理理 硕硕士士 20102010--0808--0303

00 00 22 55

33
00 00 33

22 77

22 77

否否 00 无无

否否 00 无无

2. 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无无 无无 请选择请选择 无无 00

《年度工作信息采集表》

序列 党员 性别 出生年月
加入社会组织

工作日期

党组织关系所

在党支部
党内职务

在社会组织所担任

职务
学历 入党日期

1

2

3

2017年度对外工作情况（信息采集表）

1. 基本信息

外籍人员在本单位工作情况
类型 工作人员 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 志愿者 其他

人数

本年度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 次，其中

联合主办/次 联合承办/次 参与/次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次 本单位共计 人次出访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次
个，本单位共

计
人次出访

举办外文网站 举办外文网站数量: 个，外文网站使用的语言：

举办外文刊物 外文刊物数量: 个，外文刊物使用的语言：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

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工作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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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境外开展的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赋赋能女性能女性与与消消 外外国国（地（地区区）非政府）非政府组织组织法法国国 00 00 研研究究 20172017--1111--0101 法法国国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国际组织)

无无 请选择请选择 00 请选择请选择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单

位:人民币/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职务或资格类型 起止时间

1

5.最近三年以来对外活动的主要成绩和典型案例

年度工作信息采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方 项目资金（/元）

项目形式
实施时间（年

月）

境外实施国家

（地区）组织类型 所在国家（地区） 中方 外方

1

注： 1.组织类型:外国(地区)政府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外国(地区)企业、外国(地区)社区、外国(地区)个人 
2.项目形式包括但不限制于会议、培训、展览、研究、考察、资助等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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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限于2017年度参加的.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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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ᄞ

ᄟ

20172017年年66月，社投盟秘月，社投盟秘书长书长前往美前往美国参国参与与奇奇点点大大学学课课程，程，并与并与奇奇点点大大学学达达成成战战略合作，略合作，计计划划于于20182018年年启动启动““闯闯成社成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项项目；目；
20172017年年77月月99日日--1212日，由日，由创创始主席王平作始主席王平作为领队为领队，社投盟作，社投盟作为为中中国国唯一代表受邀唯一代表受邀参参加全球社加全球社会会影影响响力投力投资资峰峰会会（（GSGGSG）；）；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1616日日--1717日，社投盟秘日，社投盟秘书长书长白虹受邀白虹受邀参参与与联联合合国国开发计开发计划划署主署主办办的以的以““撬撬动动金融金融创创新，促新，促进进全面全面发发展展””为为主主题题的的国国际论坛际论坛并并参参
与与圆圆桌桌讨论环节讨论环节，，她她向向与与会会的的国国际际友人介友人介绍绍了我了我们们正在正在研研发发的社的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体系。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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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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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存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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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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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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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累计折旧 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受托代理负债: 91

再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制性净资产 101

受托代理资产： 限制性净资产 105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资产总计 6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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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行次
上年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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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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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9

收入合计 11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二）管理费用 21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1

行政办公支出 21

其他 21

（三）筹资费用上年非限定性 24

（四）其他费用上年非限定性 28

费用合计上年非限定性 35

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上年非限定性
40

净资产变动额上年非限定性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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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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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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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入小计 13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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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出小计 23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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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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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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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Page 1 of 2深圳民政在线

2018-12-25http://113.98.246.4:7013/mb/y/l/mbylf.html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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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情况

（一）本年度年务活动情况

2018 年度工作计划概要(限1000字)

ᄞ

ᄟ

社投盟社投盟20182018年年将将重重点点开开展展““义义利利9999””社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估标标准准研研发发、、闯闯成社成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社、社创创独独角角

兽兽排行榜等几大排行榜等几大项项目，目，组组建社建社会会价价值值标标准准专业专业委委员员会会、社、社创创企企业业家家专业专业委委员员会会、、GSGGSG专业专业委委

员员会会，，协协同各同各组织组织促促进进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资朝朝着着规规模化、模化、专业专业化、化、国国际际化方向化方向迈进迈进。。

（（11））义义利利9999：：““义义利利9999””全全称称是是““AA股上市公司社股上市公司社会会价价值值义义利利9999””，指以，指以““上市公司社上市公司社会会

价价值值评评估模型估模型””为评为评估工具，以估工具，以沪沪深深300300成分股成分股为评为评估估对对象，以象，以经济经济、社、社会会和和环环境境综综合价合价值值

为评为评估估内内容，其量化得分居前容，其量化得分居前9999位的位的AA股上市公司。股上市公司。20182018年社投盟年社投盟将将继续继续完善完善评评估模型，估模型，

扩扩大大评评估范估范围围，，预计预计20182018年年88月月发发布布““义义利利9999””排行榜。排行榜。

（（22））闯闯成社成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作：作为为中中国国乃至全球首乃至全球首个个针对针对社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的培育的培育项项目，集目，集训营训营重重点点关关

注注达达成指成指数数型成型成长长所需的指所需的指数数型科技手段、社型科技手段、社会会问题问题的未的未来来解解读读以及指以及指数数型型组织组织架架构构。通。通过过

奇奇点点大大学学沉沉浸式浸式课课程程训练训练、、国内国内社社创创独独角角兽顶级兽顶级案例分享以及硅谷社案例分享以及硅谷社创创企企业业家、投家、投资资人深度人深度

交流，激交流，激发发并并培育可影培育可影响响中中国国社社会会的未的未来来社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

（（33）社）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排行榜：排行榜：为发为发掘更多的社掘更多的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直接支持，直接支持闯闯成社成社创创独独角角兽项兽项目目开开展及展及

社社创创企企业业家家专业专业委委员员会会筹筹建，社投盟建，社投盟团队团队将将在社在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模型的基估模型的基础础上，上，研研发发适适用于社用于社创创

企企业业的的评评估估标标准，准，对对社社会会企企业进业进行行评评估，最估，最终终生成生成““社社创创独独角角兽兽排行榜排行榜””，，填填充社充社创创企企业评业评

估估标标准空白的同准空白的同时时，充，充实实社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体系。估体系。

（（44））KeringKering项项目：目：开开云基金云基金会会社社会会创业创业家大家大奖奖由由开开云基金云基金会会、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联资联盟（深盟（深

圳圳）、友成企）、友成企业业家扶家扶贫贫基金基金会会猎鹰猎鹰加速器合作，致力加速器合作，致力挖挖掘掘为为女性群体服女性群体服务务、解、解决决女性暴力女性暴力问问

题题的社的社创创企企业业或公益或公益项项目，宣目，宣传传有影有影响响力的机力的机构构，，为为已已经经或有可能遭受暴力的中或有可能遭受暴力的中国国女性女性带带来来

改改变变。社投盟主要。社投盟主要负责项负责项目目筛选筛选。。

（（55）中）中国国社社创创号号：：为为了推了推进进社社会会价价值值创创新思潮在中新思潮在中国国的的传传播，集播，集结结社社会会创创新的力量，新的力量，协协同同

社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联资联盟相盟相关项关项目的推目的推进进，，经过经过多次商多次商谈谈，社投盟和秦朔朋友圈，社投盟和秦朔朋友圈决决定定联联袂打造社袂打造社会会

价价值值投投资资讯资资讯服服务务平台「中平台「中国国社社创创号号（（chinavatorchinavator）」，集）」，集结结各行各各行各业业的的专业专业力量，推力量，推动动社社

会会价价值值创创新在中新在中国国的的发发展，展，并并探索可持探索可持续续的、跨界的方法，以的、跨界的方法，以创创造性地解造性地解决决中中国国乃至世界面乃至世界面

临临的社的社会会和和环环境境问题问题。。20162016年年1212月月2727日，中日，中国国社社创创号号在在黄黄浦江上起航。浦江上起航。经过经过20172017年的年的运运

营营，取得一些，取得一些进进展，也展，也发现发现了了运营运营中的中的问题问题，，经经双双方方团队协团队协商后，商后，20182018年中年中国国社社创创号将号将继继

2017年度业务活动总体情况（限2000字)

(请填写本年度遵守法律法规的国家政策情况、履行登记手续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财务

管理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等。举办过面向社会的研讨会、论坛的还应当填写研讨会、

论坛等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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ᄞ

ᄟ

20172017年社投盟年社投盟严严格遵守格遵守国国家法律法家法律法规规，，紧紧跟跟国国家政策，按家政策，按时时完成各完成各类类登登记记手手续续。。现现将将工作工作

开开展情展情况况汇报汇报如下：如下：

一、基一、基础础工作工作

11、【、【组织组织建建设设】】

截至截至20172017年末，年末，会会员员大大会会共召共召开开55次，出席率是次，出席率是69.67%69.67%；理事；理事会会一共一共开开了了88次次会会议议，出席，出席

率是率是79.29%79.29%，其中一次在北京召，其中一次在北京召开开，其余，其余会会议议在深在深圳圳召召开开或者以通或者以通讯讯的方式完成。的方式完成。

22、【人力、【人力资资源】源】

吸吸纳纳全全职职人人员员1111名，各名，各类专类专家志愿者家志愿者3737名，全名，全职团队职团队平均年平均年龄龄2828岁岁，平均工，平均工龄龄2.362.36年；年；44

位位硕硕士，士，66位本科，位本科，11名名专专科，其中科，其中22名是海名是海归归，，专业专业覆覆盖盖了金融、工商管理、人了金融、工商管理、人类类学学、法、法学学

等等。等等。20172017年年团队团队完成了完成了两两次以次以““超越自我超越自我””为为主主题题的的竞竞聘工作，由聘工作，由CXOCXO的的团队进团队进行行团团体体

评评估打分。估打分。

33、【、【财务财务管理】管理】

完成了完成了财务财务管理的管理的专业专业化、制度化和透明化。在化、制度化和透明化。在20172017年年44月月份份，以及，以及20172017年年1010月月份份，已，已经经

进进行了行了两两次次财务审计财务审计，的，的结论结论都是都是标标准化准化无无保留的保留的审计审计意意见见。。财务团队财务团队也完成了非也完成了非营营利性利性组组

织织免免税税资资格格认认定。定。

44、【法、【法务务管理】管理】

与与南京市慈善先南京市慈善先锋锋公益服公益服务务研研究究与与促促进进中心中心达达成成战战略合作略合作关关系，搭建了基系，搭建了基础础法法规规、、内内部法部法务务

和和对对外法外法务务的三的三层层架架构构，制定，制定//修修订订了了1010份份基基础础法法规规，草，草拟拟//修修订订了了66份份内内部法部法规规，包括，包括对对外外

合作合作项项目目协议协议1111份份，保密，保密协议协议4242份份、服、服务协议务协议2121份份等等大量的文本性工作。等等大量的文本性工作。

55、【、【传传播推播推广广】】

吸吸纳专业纳专业人才，人才，沉沉淀了主流媒体的合作，淀了主流媒体的合作，开开始在所有的百科始在所有的百科问问答上占答上占领领了了词词条条，，进进入了十大入了十大

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全面的自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全面的自媒体平台。与与秦朔秦朔团队团队合作，共同建立合作，共同建立““中中国国社社创创客客””微微

刊，以中英刊，以中英双双语语同同时时在微信公在微信公号号、、twittertwitter、、linkinlinkin、微博等多平台、微博等多平台进进行同行同步步发发布，成布，成为为

““义义利利并并举举””社社创创企企业业和思想家的和思想家的发发声声地。地。

二、重二、重点点项项目目

11、【社、【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估————上市公司版】上市公司版】

在在20162016年年1010月月份份立立项项，用，用1414个个月完成了月完成了““发现发现中中国国‘‘义义利利9999’’————AA股上市公司社股上市公司社会会价价值值

的的评评估估””工作。在社投盟工作。在社投盟牵头牵头下，下，来来自自经济经济、社、社会会、、环环境、管理、人文等境、管理、人文等领领域的域的4242家机家机

构构、、6868名中外名中外专专家深度家深度参参与与，以，以““跨界跨界协协同、智慧同、智慧众筹众筹””模式，模式，联联合推出了全球首套合推出了全球首套针对针对

上市公司社上市公司社会会价价值值的量化的量化评评估体系，估体系，并并生生产产了了20172017首首届届““义义利利9999””排行榜。社排行榜。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资

联联盟（深盟（深圳圳）于）于20172017年年1212月月1515日在北京市金融街日在北京市金融街丽丽思思卡卡尔尔顿发顿发布《中布《中国国AA股上市公司社股上市公司社会会

价价值值评评估估报报告》告》暨暨““义义利利9999””排行榜。主要成果：排行榜。主要成果：

（（11））““义义利利9999””上榜公司全部上榜公司全部进进入了入了实现义实现义利利并并举举的新的新阶阶段：段：““义义利利9999””在在义义利利并并举举方方

面，均已超面，均已超过过商商业业回回报报底底线线和社和社会会福祉底福祉底线线；；““义义利利9999””模模拟拟指指数数跑跑赢赢了上了上证证5050、、沪沪深深3030

00、上、上证综证综指和中指和中证证500500等主流指等主流指数数；；““义义利利9999””盈利能力、分盈利能力、分红红水平以及水平以及对对机机构构投投资资的吸的吸

引力都引力都优优于于沪沪深深300300。。

（（22））创创造了三造了三项项全球首例：首次全球首例：首次研研发发出出针对组织针对组织““内内部效部效应应++外部效外部效应应””的社的社会会价价值值量化量化

评评估模型；首次估模型；首次将将社社会会价价值值量化量化评评估模型估模型应应用于上市公司（用于上市公司（““义义利利9999””）；首次生成了）；首次生成了对对

接二接二级级市市场场的社的社会会价价值值指指数数产产品（品（““义义利利9999模模拟拟指指数数””）。）。

（（33）媒体）媒体转载报转载报道道131131条条，初，初步步奠定了社投盟在社奠定了社投盟在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估领领域的地位及影域的地位及影响响力。力。

22、【智取、【智取““灰犀牛灰犀牛””沙沙龙龙】】

20172017年年99月月1818日，社投盟主日，社投盟主办办的的““智取灰犀牛智取灰犀牛””主主题题沙沙龙龙在上海在上海陆陆家嘴家嘴举办举办，，与与各界各界专专家家

共同探共同探讨讨社社会会价价值值驱动资驱动资本的市本的市场风场风控之道。一批控之道。一批来来自自国内学国内学界、界、业业界和管理部界和管理部门门的的专专家家学学

者也者也来来到沙到沙龙现场龙现场共共话话““灰犀牛灰犀牛””话题话题，探索符合，探索符合““社社会会价价值值””的投的投资资和和监监管模式，解析中管模式，解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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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举办公益活动情况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三）本年度举办研讨、展览、培训、评比达标表彰与活动的情况

探索中探索中国国智慧的社智慧的社会会价价值值投投资资之路之路 研研讨讨 20172017--1212--03 03 0深深圳圳喜喜来来登酒店登酒店 福田福田区区政府政府 无无

社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体系估体系研研讨讨会会 研研讨讨 20172017--0101--06 06 0深深圳圳罗罗湖湖 无无 无无

社社会会价价值值评评估体系估体系专专家家会会 研研讨讨 20172017--0303--15 15 0深深圳圳前海前海 无无 无无

发现发现中中国国义义利利9999————中中国国AA股上市公股上市公司展展览览 20172017--1212--15 15 0北京北京丽兹丽兹卡卡尔尔顿顿酒店酒店 无无 无无

社社会会价价值值主主题题公益沙公益沙龙龙 ““智取灰犀牛智取灰犀牛 研研讨讨 20172017--0909--18 18 0上海上海陆陆家嘴家嘴 无无 无无

（四）接受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情况

请选择请选择

（五）本年度公益活动支出明细表

00 00 00 00 00 00 00

业务活动情况

序号 活动名称 地点 起止时间 主要服务方式 主要服务领域
受益人群或服

务对象
活动概述

1

序号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地点 批准单位 收费单位

1

2

3

4

5

序号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时间 项目类型 金额 委托单位

1

序号 公益活动名称

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活动的运行费用
总计

人员费用 办公费用 资产使用费用 直接筹资费用 其他费用

1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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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 未未参参检检 无无整改整改内内容容

20162016 合格合格 无无整改整改内内容容

否否 请选择请选择

否否 是是

20172017

否否

请选择请选择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ᄞ

ᄟ
六、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年度检查

检查年度 年检结论 整改情况

社会组织评

估

是否参评 评估结果

有效期

获得税收优

惠资格情况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获得时间(年) 获得时间（年）

行政处罚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时间

行政处罚种类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

违法行为 ᄞ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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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捐赠人情况表

序号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操作
现金 非现金

1

注:非慈善组织不用填此页

慈善组织业务活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接受捐赠情况来自境内收入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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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接收非公益性捐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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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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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情况（公募慈善组织填写）

`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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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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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非慈善组织本页不需要填写

（三）公益支出情况

公募慈善组织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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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综合近三年比

例）

本年度 综合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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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近两年比

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本年度 综合二年 综合三年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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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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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的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总收入"+上年"上年总收入");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
出"合计与近三年"上年总收入"合计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
出"合计比例,综合近三年同理

非公募慈善组织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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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综合近三年比

例）

本年度 综合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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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近两年比

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本年度 综合二年 综合三年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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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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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的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总收入"+上年"上年总收入");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
出"合计与近三年"上年总收入"合计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
出"合计比例,综合近三年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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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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明具体情况：

ᄞ

ᄟ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请说明具体情况：

ᄞ

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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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ᄞ

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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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ᄞ

ᄟ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ᄞ

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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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请选择请选择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度开展公

益项目数

本年度开展

了募捐

本年进行了

专项审计

本项目年度

收入

本项目年度

支出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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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举办公益活动的情况（与基本信息表中数字关联）

序号 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经济、社会效益

1

3、年度接收捐赠资助情况和使用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来自境内组织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来自境外组织

（五）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慈善组织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1

说明：慈善组织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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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深深圳圳市相市相关职关职能部能部门门及及单单位位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印鉴) 日期:

登记管理机关年报结论:

经办人:

(印鉴) 日期:

年度报告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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