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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表、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88,545,807.55 0.00 88,545,807.5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88,425,552.26 0.00 88,425,552.26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7,527,244.29 0.00 7,527,244.29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79,568,277.97 0.00 79,568,277.97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1,330,030.00 0.00 1,330,03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120,255.29 0.00 120,255.29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20,255.29 0.00 120,255.29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 0.00
人才培养及学生活动、教师

队伍建设、校园基础建设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00 0.00 北航航模队

合计 50,700,000.00 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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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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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金 额

上年末净资产 593,874,859.36

本年度总支出 60,940,140.6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58,138,353.00

管理费用 799,054.07

其他支出 2,002,7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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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 %  （综合三年8.84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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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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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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8  ）项公益慈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 学生奖助学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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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6,002.05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749,87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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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各类奖助学金捐赠9856002.05元 ，发放各类奖助学金4749872.10元，其中 “航空强国中国心”教育基金项目

支出885434.00元，中航工业奖学金支出680000.00元，开学第一天温暖基金项目支出400000元，李锦记航天奖学金及李锦

记创新奖学金支出284000.00元等。

2 项目名称 ： 学生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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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0,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20,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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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用于北航学生开展科技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的各类捐赠2099000.00元，支出420500.00元用于学生开展科技文化

体育交流活动，其中2017年“冯如”文化节闭幕式暨“中关村E谷”冠军路演赛项目支出100000.00元，广州桉北学生活动

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支出100000.00元，北航航模队歌尔赞助项目支出100000.00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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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 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及学院建设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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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3,734.5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790,41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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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支持教学、科研、实验室建设及学院建设发展的各类捐赠7483734.50元，支出4790419.00用于北航教学、科

研、实验室建设及学院建设发展。

4 项目名称 ： 校园基础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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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271.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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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学校收到用于学校建设发展捐赠1565271.00元，支出1400000.00元用于北航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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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 校友活动及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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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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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捐赠1060300.00元用于开展校友活动及其他公益活动，支出1500000.00元用于北航校友会活动等。

6 项目名称 ：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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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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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捐赠50,000,000.00元，支出30,000,000.00元用于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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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 ： 工信创新创业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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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4,686,56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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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15,000,000.00元用于工信创新创业奖学金，支出14686561.90元用于工信创新创业奖学金。

8 项目名称 ： 屠守锷励志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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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9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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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收到0.00元用于屠守锷励志助学金，支出591,000.00元用于屠守锷励志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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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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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
州），可以增加多个地点）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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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受益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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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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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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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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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受益地点中省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国，市的选项下可以选全省，县的选项下可以选全市（区、
州），可以增加多个地点）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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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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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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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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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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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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外派工作人员人数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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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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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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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支出（人民币万元） 实施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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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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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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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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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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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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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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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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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

50,000,000.00 3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30,000,000.00

工信创新

创业奖学

金

15,000,000.00 14,686,561.90 0.00 0.00 237,157.10 0.0014,923,719.00

屠守锷励

志助学金
0.00 591,000.00 0.00 0.00 0.00 0.00 591,000.00

合　　计 65,000,000.00 45,277,561.90 0.00 0.00 237,157.10 0.0045,514,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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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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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30,000,000.00 51.60%

人才培养及学生活动、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基

础建设

工信创新创业奖学

金
受助学生 14,686,561.90 25.26% 奖学金

屠守锷励志助学金 困难学生 591,000.00 1.02% 助学金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45,277,561.90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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