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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总结及 2017 年工作安排

2016 年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非颁奖年。一年来，李四光

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以下分别简

称为“委员会”和“基金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发挥基

金会桥梁纽带作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及系列全会精

神，把 “基金会”换届备案和加强党建 “两个全覆盖”作为中

心工作，认真开展以弘扬李四光精神为主题的各项活动，不

断探索管理模式，在各位委员、理事、监事和秘书处全体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本年度各项工作任务。现向各位

委员、理事、监事报告工作情况，请审议。

一、认真履行职责，工作开展顺利

（一）充分发挥委员会、理事会议事作用,积极推进重

点工作

2016 年 3 月 18 日，基金会在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

第 五次会议，会议听取了王小烈秘书长作的 2015 年度基金

会工作报告，研究部署了 2016 年度重点工作。张洪涛理事

长 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基金会 2015 年的工

作成绩，并对基金会 2016 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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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基金会在京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听取了王小烈秘书长做的 2016 年度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基金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报告、研究讨论了与中国古生物化石

保护基金会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等相关议题，会议同意与中

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的合作。双方将按照《协议》规定，

共同组织开展公益活动，提高基金会非颁奖年度的公益支出

比例。

（二）完成基金会年检工作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印发的《基金会年度

检查办法》要求，秘书处于 2016 年 3 月中旬完成了李四光

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5 年度年检报告，并于 3 月底经各位

监事审阅、国土资源部初审后，报民政部审核。2017 年 1

月 26 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年检公告（根据公告发布，民

政部共审核单位 201 家，其中合格 171 家、基本合格 18

家、不合格 12 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年检结论为

合格，已经连续四年评定为合格。

（三）完成理事会换届备案工作
2015 年初，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理事会三届一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了新一届理事会的组织机构和组

成人员名单，并于同年 5 月第一次报民政部备案审核，未获

批准。为此，基金会秘书处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

在社会组织兼职的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做好沟通工作，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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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单位协商后，对第八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和第三

届基金会理事会人员名单进行了调整。2016 年 12 月，调整

后的理事会组织机构和组成人员名单获民政部审核通过（名

单附后）。

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建设 “两个全覆盖” 工作

国土资源部高度重视部主管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把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全面落实“两个全覆盖”作为加强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2016 年 9 月，部直属机关党委主持

召开了落实党建工作“两个全覆盖”要求工作会议，会议传达

了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关于印发

（落 实两个全覆盖要求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专项工作实

施方 案）的通知》，并对部主管的社会组织落实相关要求

做出了全面部署。

按照《通知》的要求和会议的有关精神，基金会多次

召 开会议，认真学习研究，对贯彻落实党建“两个全覆盖”

工作， 提出了具体措施。按要求分别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

了《李四 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关于落实加强社会组织“两个

全覆盖”要 求的报告》和《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关于贯

彻落实社会 组织“两个全覆盖”工作情况报告》；结合在基

金会工作的党员 均是兼职的实际情况，上报了基金会党建

工作联络员，基金 会党员直接参加挂靠单位相关组织的活

动，不再单独设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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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弘扬李四光精神活动

（一）资助李四光优秀学生奖和少年儿童科技奖

按照 2016 年 8 月基金会秘书长办公会，关于“加大对

李 四光优秀学生奖和李四光少年儿童科技奖拨款力度，将

2016、2017 年度项目经费一并支付，共计 90 万元”的决

定， 基金会已于 2016 年分别资助 60 万和 30 万元，用于

第七、 八次李四光优秀学生奖和第三届李四光少年儿童奖

的颁奖活动。第七次李四光优秀学生奖颁奖仪式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石油大学承办，

共评选优秀博 士生奖 5 人、优秀硕士生奖 5 人、优秀大学

生奖 5 人和优秀 学生提名奖 6 人；第三届少年儿童奖已经

完成评奖工作，计划于今年 4 月 22 日举行颁奖仪式。

（二）支持李四光纪念馆巡展活动

李四光纪念馆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2015 年 10 月

装修后重新开馆，它是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进行爱国

主义教 育和科学普及的重要阵地，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重要平 台，具有弘扬先进文化、助力中国梦的丰厚资

源。姜大明主 任在出席李四光纪念馆重新开放仪式时指

出：虽然李四光先 生已经离开我们 40 多年了，但这面旗

帜依然熠熠生辉、高 高飘扬。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 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的今天，大力弘扬 李四光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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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为进一步弘扬李四光爱国主义和科学创新精神，推动李

四光纪念馆走向社会，基金会出资 5 万元，资助李四光纪念

馆开展“李四光精神与地学科普知识巡展”活动。通过组织实

施系列宣传和科普活动，引导青年人树立追求真理、崇尚科

学的理想信念，激发学习兴趣，提高科技素养，提升科学创

新能力。

（三）开展公益活动

为进一步发挥基金会公益性作用，落实中央和国土资源

部关于精准扶贫有关要求，基金会积极主动开展有针对性的

公益活动。

9 月 12 日，基金会联合中国社科院、国家能源局、中

国 国际交流中心所属有关单位开展图书捐赠活动，为江西

赣南 老区宁都县图书馆捐赠图书共 1 万余册，其中，李四

光地质 科学奖基金会捐赠 5 万元，用于购置地球科学、农

业科技、人文社科等各类图书 2 千余册。

10 月 20 日，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与国土资源部机

关服务局在宁都县东山坝镇国土资源希望小学联合开展扶

贫济困捐资助学活动，共捐赠 15 万元，其中，李四光地质

科学奖基金会捐款 5 万元。捐赠款项将用于该小学校舍的修

缮和扶贫助学工作。公益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基金会社会影

响力，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帮助和扶持，为推动地方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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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开展世界地球日儿童画征集活动

为宣传我国国土资源国情国策、提高公众节约集约利用

资源意识，普及地球科学知识，4 月 22 日（第 47 个“世界

地 球日”），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联合 主办了“美丽地球 唯一家园”——世界地球日儿童画征集

公 益活动，资助 1 万元（该活动已纳入“国土资源部第 47 个

世 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周示范活动” ）。活动共征集作品

335 幅，最终经组委会评选，共有 18 幅作品分获少儿和幼

儿组一、二、三等奖。活动及获奖情况已在国土资源部、中

国国 土资源网等主流媒体上报道。通过开展儿童画公益大

赛，唤 起少年儿童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从而带动周

边人积 极行动起来，为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促进资源开发

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四、基金会财务管理

规范财务管理，保障基金会合理运转，2016 年度基金

会公益事业支出共计 322.19 万元，占上一年年末净资产余

额 8.73%；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5.92 万元，

占本 年支出总额的 1.8%，两项合计 328.11 万元，完成了

2016 年 度财务收支计划。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

（一）财务审计

2016 年 3 月，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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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聘请“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进

行了 年度审计（2015 年），并出具审计报告。报告认为基

金会执 行了财政部印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财务管理规范，手续完善，未发生违纪违规事项。

（二）基金运作情况

2016 年投资运作资金 3700 万元。在总结已往经验基础

上将 资金分为两类，一是固定收益类（信托、资管、权益

类基金 产品）投入资金 2700 万，风险低、期限短 1-1.5

年，收益平稳，年收益率 8.5%左右，目标是为基金会开展

各项活动提供经费保证。二是浮动收益类（公开发行公募和

私募基金及少 量权益类产品）投入资金 1000 万，风险较

高，受证券市场 影响较大，但风险可控，低于净值时可长

期持有，可获取投 资收益最大化，确保本金保本增值。通

过这两类投资运作，2016 年实现投资收益 251.27 万元，完

成了预期目标。

（三）经费收支情况

1、经费收入：2016年经费收入为 251.87 万元。

全为基金投资运作所得，其中：固定收益类产品收益

251.27 万元，银行利息收入 0.6 万元。

2、经费支出：2016年经费支出 328.11 万元。

（1）项目资助 306 万元

资助李四光优秀学生奖 60 万元(含 2017 年费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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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少年儿童科技奖 30 万元(含 2017 年费用)；捐赠中国

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 200 万元；参与扶贫活动 10 万元（其

中，资助江西赣南老区宁都县图书馆 5 万元、国土资源希望

小学 5 万元）；资助李四光纪念馆开展“李四光精神与地学科

普知识巡展”活动 5 万元；资助“美丽地球 唯一家园”——世

界地球日儿童画征集公益活动 1 万元。

（2）管理费用 5.92 万元

工资及劳务 1.56 万元，办公费用 4.36 万元。

（3）业务活动支出 16.19 万元
会议费 2.95 万元，劳务费 8.1 万元，差旅费 2.24 万元，

其他支出 2.9 万元。

用上年预提费用充减本年费用 100 万后，本年收支结余

23.76 万元，转入净资产。

3、年末净资产：

2016 年底净资产合计为 3715.99 万元

其中集资款为 3077 万元，投资收益结存 638.99 万元。

五、2017年主要工作安排及经费收支预算

（一）2017年主要工作

2017 年，是第十五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奖、颁奖之

年，评、颁奖是本年度中心任务，2017 年度主要工作要点

如下：

一、组织好第十五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奖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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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荐材料审核与汇总工作，做好专家组对推荐材料的初评

和委员会的终评。

时间安排：1-3月部署申报工作；6-7月审核申报材料；

8 月组织专家初评；9月进行终评工作；10月对获奖者进行

公示。

建议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在今年 12 月举行颁奖活动，

颁奖会形式、规模待商国土资源部决定。

二、结合实际，积极组织开展和参加有关公益活动。

三、做好“李四光优秀学生奖”和“李四光少年儿童科技

奖”项目的资助、监督和评估工作。

四、加强基金管理，切实管好、运作好基金。在保本增

值的基础上争取有些新的措施。

五、按《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要求，做好基金会 2016
年年检工作。

六、根据民政部有关要求，做好第二次基金会社会估

工作。

七、完成《第十四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奖者主技

成就与贡献》专辑材料的收集和编辑出版工作，并在第十

五次颁奖会上发行。

八、做好李四光学术思想的宣传工作，扩大社会影响。

九、待新修订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按规定和

要求，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章程》进行修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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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做好机构调整和基金会慈善组织认定工作。

（二）2017年经费收支预算

根据 2016 年投资计划安排，2017年预计收入为 485.5

万元。按照《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规定，基金要坚持

保本增值，以收定支的原则，2017 年经费预计支出应在

380 万 元以内，其中，管理费 20 万元、业务活动费 340

万元、其他支出 20 万元，详见“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7 年收支预算表”。

各位委员、理事、监事，同志们，基金会 2016 年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这是各理事单位、

各级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在此

对各理事单位和委员、理事、监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同时，也是第十五次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颁奖之年，基金会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找准工作

定位，在弘扬李四光精神、宣传李四光学术思想上下功，

不断发挥基金会社会服务功能，积极引导地质工作者献身

地质事业，希望各理事单位和委员、理事、监事继续支持

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团结一致，开拓创新，全面完成 2017

年基金会的目标任务，不断推进基金会各项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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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7 年收支预算表
（颁奖年度）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2017 2017

一、银行利息 0.5 一、管理费用 20

国债利息 0 工资及劳务 10

银行存款 0.5 办公费用 10

二、投资收益 300 二、业务活动 340

1.一般基金 30 1.颁奖活动 285

2.信托投资 270 获奖者奖金 225

会议及评审 20

三、其 他 185 出版印刷费 10

其他奖项捐赠 185 颁奖活动费 30

2.项目资助费 30

优秀学生奖

少年儿童奖

公益活动资助 30

3、其他业务支出 25

会议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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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购置 3

劳务费 12

差旅费 5

三、其他支出 20

税金 20

合 计 485.5 380

注：2017 年是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年，费用支出较大，按照年度工作安
排，经费收支如有盈余，盈余部分将转入下年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