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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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100.00 0.00 2,195,1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2,195,100.00 0.00 2,195,1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195,100.00 0.00 2,195,100.00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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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周良 200,000.00 0.00
奖励内蒙古师范大学优秀学

生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 490,000.00 0.00
奖励内蒙古师范大学优秀师

范生

合计 2,0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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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1,113.81

本年度总支出 3,049,557.91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030,198.20

管理费用 62,467.00

其他支出 -77,4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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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 %  （综合三年13.45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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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呼和浩特会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0.00 国际那达慕基金敦煌艺术品展

北京广慧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0.00 成立国际那达慕基金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0,000.00 0.00 德比足球比赛

合计 2,09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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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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项公益慈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 附属盛乐实验中学教育发展基金年度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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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74,9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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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489376元对在2015、2016年高考和2015年中考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进行奖励。活动的开展及时肯定

了教师的工作成绩、调动了工作热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品。基金会公益支出285564.00元资助内师大附属盛乐实

验中学进行心理实验室工程建设，使在校师生能够不出校门便得到专业的心理辅导，及时解决心理困惑，保障心理健康，

构建和谐校园。

2 项目名称 ： 大视野心理学发展基金年度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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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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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62,000.00元教育科学学院相关专业购置一批外文版的《基础心理学》图书，进一步提高本科生专业外语

水平和心理学理论水平，不断拓展研究生尤其是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和提升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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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 内蒙古师范大学师生紧急救助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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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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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25,500.00元，资助民族艺术学院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于德海学生补交学费，在与学校的共同努力

下使该生重返大学校园。基金会公益支出20,000.00元对给学校做出重要贡献、身患绝症的照日格图教授进行了资助。

4 项目名称 ：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6-2017学年“明德奖学金”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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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85,3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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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485311元开展了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年度明德奖学金的宣传、评审和颁发活动，对学校240名有志于基层

从教的优秀在校师范生进行了表彰奖励。活动的开展对于鼓励学校优秀师范生毕业后积极投身中西部基础教育起到了良好

激励和推动作用，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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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 喀喇沁教育发展基金年度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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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4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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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503400元资助赤峰建筑工程学校购买图书，不断提升学校图书馆建设的规模和水平，极大地扩展了该校学

生的阅读范围和视野；公益支出45000元资助该校印刷对外宣传资料，助力了学校招生规模和水平的不断提升。

6 项目名称 ： 离退休教职工关爱基金年度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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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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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13000元，资助我校离退休活动中心购置麻将桌等老年活动设备，不断丰富我校离退休教职工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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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 ： 第四届“刘大为美术奖”公益奖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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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38.0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3,1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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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刘大为美术奖管理委员会共评选美术学院先进班集体两个，优秀应届本科、研究生毕业生各一名，优秀在读本科

生、研究生各一名，奖励金额共计50,000.00元，公益总支出为53195元。基金捐赠人刘大为先生亲自出席颁奖仪式为获奖

学生颁奖并发表了热情励志的讲话，在美术学院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8 项目名称 ： 青软实训IT教育基金2017年度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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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8,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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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48400元资助网络技术学院开展本科毕业生毕业作品展。活动的开展展示了学院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大学四

年学习成果，营造了浓厚的教、学氛围，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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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 ： 艺术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展基金年度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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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6,7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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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36721元，资助美术学院和民族艺术学院共同邀请马来西亚专家学者来院进行交流访问，增进了相互了

解，开阔了学院师生的国际视野。

10 项目名称 ： 玉泉教育发展研究基金年度公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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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7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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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517879.20 元对玉泉区2016年度区属中小学教学质量目标考核突出单位的教育教学成绩突出的一线教师进

行了奖励。活动的开展激发了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有利于深入推进玉泉区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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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 ： 内师大国际那达慕基金年度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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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13,49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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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213495元资助学校党委宣传部紧急购置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那达慕活动”宣传报道的照相器材设

备，确保了“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丝绸之路国际那达慕”活动宣传报道工作的及时、高效进行，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加

强了我校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12 项目名称 ： 内师大附属第三中学吕菊生奖教金公益奖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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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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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100,000.00元，对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第三中学和托克托县第一中学30名优秀教师进行公益奖励。活动的

开展，激励了在教学、管理、服务中做出优秀成绩的教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和服务水平，助力两所学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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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 ： 内师大音乐学院师生参加国际教育与文化合作交流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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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95,89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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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约95896.00元资助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7位师生赴美国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参加国际教育与文化交

流。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深化了两校间的交流合作，开阔了我校师生的国际视野。

14 项目名称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大学生课余科技制作配件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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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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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公益支出4,890.00元资助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购置大学生课余科技制作配件，积极支持该院大学生开展科学研究

和科技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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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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