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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并不是很平静的一年。经济发展面临困境，社会发展遭遇挫折。台湾同性恋婚

姻合法化公投失败，国内环境也不容乐观。但是，同性恋亲友会以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为己任，努力解决性少数群体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这样的宗旨很好的融合到了国家发展

的大方向里。

在过去的2018年，同性恋亲友会继往开来，取得了非常瞩目的发展。我们在中华社会

救助基金会成立了专项基金，我们不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志愿者和全职人员加入。我

们的影响遍及海内外，得到了众多社会媒体的正面关注。这一切和我们整个社群的不断

努力是分不开的。

2019年是同性恋亲友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很关键的一年。我们计划举办更的亲友活动，

服务好社群，同时做了一定的组织变革，进一步深耕社群，拥抱变化，砥砺前行。

我们还将“合规”作为机构2019年的主题，包括法务、财务、运营管理。我们深知，

只有更合规的运营，才能发展的更好，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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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Zhou

同性恋亲友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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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08年秋天的某个晚上，亲友会的志愿者们聚在一起，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着，

该给组织起个名字了，叫什么好呢？

“叫彩虹亲友会吧”？有人说。

“哎呀，到处都是叫彩虹的，一点特色也没有！”有人反驳。

“叫同志亲友会吧”？另外一个人提议。

“那怎么行啦，人家政府部门里互称'同志'，我们叫‘同志’永远都是要打引号的。”

吴阿姨说。

“千万不要有‘同性恋’三个字在里面，”又一个男生说，“这个词太污名化了，叫这

个名字，没有人敢来”。

“那不叫同性恋叫什么啊？重点是同性相恋嘛！现在很多人就是看不到同性之间的爱。”

吴阿姨说。

“我也觉得叫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好，越是不敢说，越是要多说，打破禁忌。”我插了一

句。菜上来了，大家开始吃饭，话题稍有转移，但争论没有停歇。

到最后，我和吴阿姨坚持要用“同性恋亲友会”这个名字做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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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会以志愿者组织的形态存在三年后，2011年7月，我从洛杉矶实习回来，转掉了原

来的生意，开始来亲友会全职工作。

机构开始新的发展阶段，理事会要求每个月对外发布财务报告，所有的费用，都要开票。

胡志军（阿强）

亲友会理事、执行主任，2013届银杏伙伴



每次做完活动，或买一个办公用品，都要经历一些有趣的场面。

有一次培训完，宾馆的住宿需要开发票。

“麻烦你帮我开个发票”。

“好的，请问抬头写什么？”服务员问。

“同性恋亲友会”。

服务员抬起头，看着我，过了几秒钟，再确认一次，“就这几个字吗？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还有一次，我刚报上开发票的抬头，一个服务员，实在没有忍住，望着她身边的同事，

捂着嘴，转过身，笑了好久，为了缓解尴尬，她笑完问我，“还有这样的组织啊？”

还有几次，我们做活动拿着旗子，有陌生人跑过来，告诉我们， TA 也是同志！

“同性恋亲友会”这个组织名称，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出柜，哪怕你做一个普通的志愿

者，做完活动开发票，都要经历一次向陌生人出柜。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任何一张名片，掏出来都是出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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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广东对社会组织比较开放，走在国内的最前面。

我参加一个领导力培训，导师说，很多东西，不要下结论，你去试，不去试就下结论，

那是想象。

在鼓励之下，我跑到广东的民政系统，从科长到处长，再到局长，厅长，一路游说，请

他们给“同性恋亲友会”注册。

这次又卡在了名字上。

局长在耐心听了我20多分钟的演讲后，问我，“名字能改一下吗？”我婉拒了，说改了

名字，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

因为亲友会注册的事，广东民间组织管理局党委会，两次上会讨论，最后“待请示民政

部后再定”。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广东的务实作风，无论民间还是官方。

广东民政系统写了封长长的报告给民政部请示，最后答复是“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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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答案重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执着的行动。做完尽量多的努力，结果顺其

自然。

我还记得，局长问我为什么要坚持用这个名字，我说名字本身能不能用，也是我工作要

推动的一部分。那是一段让人温暖的互动，至少相互之间，都听到对方的诉求和难处。

接下来几年，画风有点变，再加上运作的空间也给的足够。我们忙于机构内部发展，没

有做太大的推动。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淌。10年前的那个晚上，在餐馆房间里一起讨论机构名字的那批人，

大多已不知身安何处，人生在来来往往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而理想，永远都是，只

有最理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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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对于亲友会来说是成长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

6月，亲友会在上海庆祝10周岁的生日。

同样是在6月，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能在当前环境下更合规的开展工作，也具有了在全国公开募款的资格，这一突破，不仅

对亲友会一个小组织有帮助，对所有的性少数公益团体都是一种尝试。就像有的地方根

本没有路，我们下去先淌淌，我们走过去了，后面的朋友就不担心了。

这一年有近10万人次参加亲友会的线下活动，志愿者数量超过4000人，分会/小组发展

到64个，有13位专/兼职同事与我们一起工作。

我们的筹款能力也得以提升。包括彩虹伙伴公益基金，我们的年度筹款额首次接近500

万元，全年有超过7.2万人次为我们捐款。

12月，亲友会入选“险峰行动”，成为首家入选的性少数组织。这一年，中国中央电视

台（CGTN）四次报道亲友会的工作。

从寂寂无名的草根组织，到今天在近百个城市开展志愿工作，我们收获赞扬，也面对质

疑，2019年，我们将全面提升组织的运营合规工作，并以更加开放透明的姿态向社会各

界分享我们的工作，用我们扎实的工作，去推动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让千千

万万个性少数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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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监事长，黄毅平，高级法官，毕业于武汉大学

监事，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理事长，David Zhou，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

理事，胡志军（阿强），亲友会执行主任，2013届银杏伙伴

理事，Alex Wang，企业家，文景假期创始人

理事，陆杨，资深销售总监，毕业于中山大学

理事，Frank Liu，企业家，硕士，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理事，林贤志，退休官员，男同父亲

理事，Charlie Gu，China Luxury Advisors总监

监事会

监事会

顾问团队

筹资与发展部

段荣丰（兼职总监）

渠道开发与维护

陈翔（经理）

社群开发

何美丽（主管）

月捐维护

梁睿（专员）

人事行政财务部

吴广章（总监）

办公室人事行政

吴广章（兼任）

会计

朱晓明（主管）

出纳

杜建利（兼职）

活动项目部

刘洋鸣（副总监）

华中西北区 + 大活动

李鹏（高级经理）

华北华南区

刘洋鸣（副总监）

华东西南区

王婧源（经理）

新项目部

胡志军（兼任）

培训项目

吴广章（兼任）

女性项目

颜珊珊（专员）

公共关系

李天旗（经理）

东北区

李天旗（兼任）

执行团队

胡志军（执行主任）

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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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背 景

根据社会学调查，在社会总人口中约有5%的人是性少数，据此推算，中国有超过7000万性

少数人群。因为社会上存在对这一群体的的偏见和歧视，造成性少数人群中相当部分人与家

庭关系疏离，影响了亲子关系和家庭和谐，还造成相当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

研究表明，因为家庭的不接纳，性少数群体中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比率相比家庭接纳的高出

3.5倍，尝试自杀的比例高出8.4倍、感染HIV的比率高3.4倍。关注这一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家

庭接纳，不仅事关7000万个性少数家庭的和谐，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家庭和谐，促进亲人间相亲相爱，促进

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我们将用实际工作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为促进家庭和谐和亲人间的温暖关系舔砖加瓦，让人民群众在实现追求美好生活的路

上，少一些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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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内 容

亲友互助项目

通过热线、分享会、恳谈会，面对面交流的

方式，支持和帮助性少数人群的亲友更好地

接纳他们的子女。

公益培训项目

支持性少数人群的志愿者和参与者，通过培

训提升在这一社群中的服务、倡导、研究及

交流的能力。

困难个人支持项目

为性少数人群中因为性健康及身心健康而造

成的极度困难者，暂时性失去生活保障的个

人提供紧急支持。

项 目 目 标

通过支持性少数人群的自我接纳和家庭接

纳，促进自我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提高

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关系。

希望通过培训、研究、倡导工作，帮助社

会大众对性少数人群的关注、了解和接纳，

减少社会偏见和歧视。

通过志愿者专项培训，提升志愿者的能力，

助其成为懂得社群心理，了解社群困难，

知道如何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

通过对社群内困难人群的紧急支持，帮助

他们度过难关，改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

项 目 受 益 人 群

性少数人群

性少数人群的亲友。

致力于社群发展的公益人士。

项 目 发 起 人

胡志军（阿强）：2008年6月参与创办民间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通过推动家庭接纳，

关注性少数人群身心健康及亲子关系。2011-2013年，多次前往美国洛杉矶同志中心实习，

学习公益组织发展运营经验。2013年当选“银杏伙伴”。胡先生是中文两性领域知名博客、

专栏作者，为网易、腾讯、凤凰网等多家媒体撰稿，曾在腾讯《大家》、荷兰在线中文网、

舞台与荧幕开设专栏，还是网易非虚构写作《虹桥》栏目负责人。2017年，在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访问学者。



同性恋亲友会 · 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基 金 管 理 委 员 会

本公益基金设立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5名成员组成，管委会主任由甲方委派，副主任由

乙方委派，委员由甲方委派两名，乙方委派一名组成。

其具体人员如下：

主任： 胡志军

副主任： 高俊旭

委员： 吴广章、朱晓明、崔晓英

管委会设立管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本公益基金的管理工作。

管委会主要职责：

（1）保证本公益基金的运行和使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及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章程和宗

旨；

（2）负责制定本公益基金的项目实施方向；

（3）负责各相关资源整合与调动服务于本公益基金的实施与发展；

（4）负责本公益基金的财务预算与重大项目审批；

（5）负责本公益基金的年度财务监控；

（6）负责本公益基金的工作报告。

管委会会议

管委会会议不定期召开，会议由主任负责召集。管委会成员每人持有一票，拥有同等的表

决权，管委会会议须由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的管委会成员出席方可举行，管委会成员

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管委会成员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决策须由管委会全体成

员参加且有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的成员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管委会接受乙方的监督。管委会做出的决议涉及以下事项的，需经过乙方批准：

1)本公益基金以乙方名义与其他机构开展重大合作项目；

2)本公益基金以乙方名义与其他机构签订协议；

3)本公益基金以乙方名义开展任何涉及商业运作的合作与活动实施。



因管委会委员辞职、被罢免等原因，委员席位出现空缺的，该空缺席位的原提名一方可以

重新提名替补人选，经甲方审核后任命，并报乙方备案。该名替补委员的任期至该届管理

委员会任期届满时止。

管委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本公益基金的日常运营与管理工作。

同性恋亲友会 · 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捐 助 账 号

户名：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

账号：600669992

开户行行号：3051 0000 1299

捐赠请备注：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联合发起人（10万以上）

杨丽君、唐思嘉、陈颖、刘锋

荣誉理事：（5万-10万）

Alex Wang

彩虹天使：（1万-5万）

David Zhou、马梦娜、李教授、孙正太、威尼、王兴、胡志军、Charlie Gu、魏伟

专项基金支持者：（500-1万）

赵虎、韦坚、申晓玲、安海青、王英娥、周岭峰、钟一泓、张玉虎、蓁蓁昭昭、Jacky宝、

刘洋鸣、王泽琛、坦克、Fred、达达、朱晓明、高柏、赵瀚、王剑、林梦驹、赵晟、包志强、

蔡医生

感谢以下支持者对本基金的支持（截止2018年8月31日）



概览

活动

培训

陪伴与支持

纪录片

对外品牌宣传与合作

2018全国志愿者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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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在上海与您一起度过了亲友会的10岁生日，并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我

们大额捐款人的鼎力帮助下，我们发起成立了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2018年，亲友会入选“险峰行动”，成为首家入选的性少数组织；

2018年，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等媒体多次报道亲友会的工作，一次次让性少数群体展示

在公众面前。

2018年，我们走进企业，分别在微软中国、福特中国、巴黎银行做了8场性倾向议题分享，

推动了企业内部工作环境的多元与共融；

2018年，超过7.2万人次给亲友会捐款，2018年度筹款额近500万元；

2018年，54725人参加了亲友会举办的645场线下活动；倡导类活动影响了400万公众；

2018年，587位同志及亲友志愿者参加了亲友会举办的53场线下培训；1246位新志愿者

参加了至少10场线上培训；

2018年，我们在微信群、QQ群为30000多位同志及亲友提供了4782小时陪伴与支持；

2018年，我们的400微信热线为8436位同志及同志亲友提供支持与服务762小时；

2018年，我们的直播分会直播节目794期，599514人次观看了直播；

2018年，4152位同志及亲友注册成为亲友会线上、线下志愿者；

2018年，我们在10个城市成立了新的亲友会小组，截至目前，亲友会已经在63个城市建

立36个分会、25个小组、1个功能小组以及2个海外小组。

概览 · 同性恋亲友会的2018



同性恋亲友会 · 活动

2018年，亲友会共举办场645场活动。

其中，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1场，区域同志亲友恳谈会11场，三四线城市分享会244场，

其他类型活动219场，团建培训及活动58场，筹款活动45场，54725人参加了以上活动。

此外，举办公共倡导活动66场，影响400万人。



同性恋亲友会 · 培训

2018年，亲友会共举办第二届海外实习项目，第六、七届青年同志行动营，第一、二、三

届公益筹款训练营，第三届女性（LBT）青年同志行动营，第三届彩虹伙伴成长营，第六届

同志亲友协力营，第一届志愿者主管培训，六场区域志愿者培训共16场线下志愿者能力建

设培训；

363位同志及亲友参加了以上培训，其中包含男同性恋志愿者215位，女同性恋志愿者89

位，男同性恋家长志愿者32位，女同性恋家长志愿者14位，双性恋志愿者1位，跨性别及

跨性别家长志愿者12位；

此外，亲友会发现自我之美艺术团共举办了5场培训，184位同志亲友参加了培训，Bingo

彩虹合唱团40位团员培训排练32场，1246位新志愿者参加了10场线上入职培训。



同性恋亲友会 · 陪伴与支持

2018年，亲友会97个同志亲友微信群、179个同志亲友

QQ群、231个同志出柜咨询群、181位值班同志及亲友

志愿者为30000多位同志及亲友提供了陪伴与支持累积

服务4782小时；

亲友会400微信热线组17位家长志愿者、10位青年同志

同性恋亲友会 · 纪录片

2018年，亲友会拍摄了同志亲友亲情纪录片《爱不设限》，通过4个同志家庭出柜及接纳的

故事引导观众理性、平等地看待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同时给予同性恋群体处理好亲友关系

的信心。

志愿者、13位心理咨询师、2018年共服务762小时，为8436位同志及同志亲友提供了支持与

服务；亲友会直播分会178位主播在6个直播平台，每天至少3档直播栏目，直播节目794期，

599514人次观看了直播。



同性恋亲友会 · 对外品牌宣传与合作

阿强海报进入北京地铁

2018年12月13日 ，亲友会 执行

主任阿强在银杏发芽大会上的演

讲海报投放在北京14个地铁站，

为期一个月。

入选险峰行动

2018年12月21日，经过几个月的前

期选拨和激烈比赛，亲友会与其他

24家，不同领域的优秀公益组织一

起入选了第二届“险峰行动”挑战

营。未来几年将全面提升亲友会的

战略、组织管理、法务、财务、筹

款、传播等六大模块工作这也是国

内第一个入选的性少数公益机构。

走进企业推动多元与共融文化

2018年，亲友会分 别在微软中国北

京办公室、上海办公室、福特中国上

海办公室、南京研发中心，法国巴黎

银行广州分行、上海分行北京分行、

天津分行做了8场性倾向议题分享，

推动了企业内部工作环境的多元与共

融。



同性恋亲友会 · 对外品牌宣传与合作

2018年9月，亲友会与波特兰欢乐男声合唱团、北京酷儿合唱团上海双曲线混声合唱团分

别在北京、上海、西安、苏州联合奉献了4场精彩的演出。

亲友会发现自我之美艺术团的家长们在西安、苏州与波特兰欢乐男声合唱团同台演出，用

优雅的中国风旗袍秀展示了中国同志家长骄傲与自信的风采。

用艺术展示中国同志家长的风采

媒体报道：我们一直被关注着

十周年特别恳谈会后，环球时报以《我们探访了中国最大的同性恋组织，两个字：吃惊》

为标题专题报道同性恋亲友会，文中提到：这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发展了10年的同性恋公

益组织，名叫“同性恋亲友会”。同时，该组织也被视为是目前中国在规模和影响力上

都最大的一个同性恋组织。CGTN也多次在亲友会办公室及活动现场报道了亲友会的工

作。



同性恋亲友会 · 2018全国志愿者年会

2018年12月8-9日，亲友会在黄山举办了以“拥抱变

化，砥砺前行”为主题的全国志愿者年会。通过链接、

探讨、学习和共创，27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友会志

愿者代表总结2018年工作的同时，对亲友会2019的

工作做出了计划和部署。

—— 为 同 志 创 造 平 等 有 尊 严 的 生 存 环 境 ——



2018年收入情况

2018年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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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机构收入3,984,076.81元，另托管收入1,522,299.41元（99公益日筹款），由中

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托管资金（其中自筹883,710.09元，配捐为：356,546.48元，非限定

奖励为：162,051.47元，中华救助奖励为：119,991.37元）。

同性恋亲友会 · 2018年收入情况

捐赠收入 金额 占比

春节红包筹款 111,043.30 2.02%

上年99筹款到账部分 929,766.70 16.89%

本年99筹款 1,522,299.41 27.65%

彩虹伙伴启动金筹款 2,000,000.00 36.32%

米公益 20,000.00 0.36%

其他机构捐赠 203,934.00 3.70%

其他个人捐赠（含个人大额捐赠、月捐、零星捐赠） 719,332.81 13.06%

合计 5,506,376.22 100.00%

亲友会捐赠收入主要来源于社群捐赠，社群通过99公益日、春节红包众筹、月捐等方

式为亲友会捐款。

捐赠收入情况（含2018年99公益日筹款）

单位：人民币元



同性恋亲友会 · 2018年收入情况

收入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1,043,494.63 2,686,891.96 3,730,386.59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153,463.02 153,463.02

政府补助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36,638.10 36,638.10

投资收益 63,419.10 63,419.10

其他收入 170.00 170.00

收入合计 1,297,184.85 2,686,891.96 3,984,076.81

注：

“捐赠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所取得的收入总额。

“会费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会员收取的会费总额。亲友

会不收取会员费。

“提供服务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其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取

得的收入总额。

“商品销售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销售商品等所形成的收入总额。亲友会主要

通过微店和淘宝义卖。

“政府补助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拨款或者政府机构给予的补助而取

得的收入总额。目前亲友会没有政府补助。

“投资收益”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投资净损益。

“其他收入”项目，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除上述收入项目之外所取得的其他收入总额。

账面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类 别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

业务活动成本 1,719,000.25 含项目人员费用

管理费用 798,468.95

筹资费用 13,307.99 含筹资人员费用、义卖成本

财务费用 -28.25

费用合计 2,530,748.94

同性恋亲友会 · 2018年支出情况

2018年总支出：2530748.94元，公益性支出：1645619.95元。

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类别 本期发生 本年累计 占本项目%

库存商品 8,157.50 73,380.30 4.27%

分享会 12,120.43 154,981.47 9.02%

恳谈会 170,035.27 9.89%

协力营 25,801.00 116,746.08 6.79%

全国青年行动营 64,559.60 3.76%

女性青年行动营 40,204.40 2.34%

彩虹伙伴 36,991.70 2.15%

区域培训 72494.38 4.22%

家长艺术团 10,152.10 44,497.30 2.59%

非虚构写作培训 1,638.00 0.10%

志愿者主管培训 32,906.92 1.91%

公益筹款训练营 4,424.00 119,738.82 6.97%

热线志愿者培训 14,952.50 0.87%

志愿者年度会议及培训 103,384.32 217,590.53 12.66%

领导力培训 81,424.48 4.74%

青年领导力培训 25,803.72 25,934.88 1.51%

险峰训练营 4,573.92 4,573.92 0.27%

员工培训（定向资助） 63,556.50 3.70%

项目人力成本 54,735.67 302,286.59 17.59%

其他

（宣传片、活动物料、灵析服务费）
2,570.00 80,506.61 4.68%

注：数据按报销时间统计，非活动实际发生月份。



同性恋亲友会 · 财务报表

现金流量表

项 目 行次 本月发生数 本年累计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 —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13,223.94 3,728,042.4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3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11,630.00 153,463.02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8,343.41 36,556.31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0.00 0.00

收到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66,836.67 608,816.16

现金流入小计 8 100,034.02 4,526,877.93

提供捐赠或资助支付的现金 9 0.00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83,857.53 821,844.28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1 7,503.30 76,647.10

支付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259,511.33 4,067,858.59

现金流出小计 13 350,872.16 4,966,349.97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 -250,838.14 -439,472.0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 —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6 210,000.00 5,522,098.3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7 2,366.08 63,128.53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0.00 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0.0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20 212,366.08 5,585,226.86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0.00 18,613.8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257,301.40 5,127,172.05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0.00 0.00

现金流出小计 24 257,301.40 5,145,785.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44,935.32 439,440.9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 —

借款收到的现金 27 0.00 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0.0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29 0.0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0.00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0.00 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210.00 11,117.39

现金流出小计 33 210.00 11,117.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210.00 -11,117.3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295,983.46 -11,148.47

六、现金(货币资金)期初数 37 396,343.59 111,508.60

七、现金(货币资金)期末数 38 100,360.13 100,360.13

单位:人民币元2018年12月31日



同性恋亲友会 · 财务报表

业务活动表

单位:人民币元2018年12月31日

项目 行次

本月发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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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3.94 0.00 13,223.94 1,043,494.63 2,686,891.96 3,730,386.59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11,630.00 0.00 11,630.00 153,463.02 0.00 153,463.02

政府补助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5 8,380.23 0.00 8,380.23 36,638.10 0.00 36,638.10

投资收益 6 2,417.43 0.00 2,417.43 63,419.10 0.00 63,419.10

其他收入 7 0.00 0.00 0.00 170.00 0.00 170.00

收入合计 35,651.60 0.00 35,651.60 1,297,184.85 2,686,891.96 3,984,076.81

二、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8 258,307.16 258,307.16 1,719,000.25 1,719,000.25

管理费用 9 52,736.70 52,736.70 798,468.95 798,468.95

筹资费用 10 210.00 210.00 13,307.99 13,307.99

财务费用 11 2.37 2.37 -28.25 -28.25

费用合计 311,256.23 0.00 311,256.23 2,530,748.94 0.00 2,530,748.94

三、限定净资产转
非限定净资产

12 250,149.66 -250,149.66 0.00 2,261,122.61 -2,261,122.61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13 -25,454.97 -250,149.66 -275,604.63 1,027,558.52 425,769.35 1,453,327.87



同性恋亲友会 ·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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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流动负债 1

货币资金 2 111,508.60 100,360.13 短期借款 2 0.00 0.00 

短期投资 3 1,480,000.00 1,085,364.29 应付款项 3 5,848.08 37,228.40

应收款项 4 167,443.00 2,046,750.00 应付工资 4 0.00 0.00

预付款项 5 4,006.79 993.60 应交税金 5

存货 6 6,614.10 9,880.90 预收账款 6 0.00 0.00

待摊费用 7 0.00 0.00 预提费用 7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8 预计负债 8 0.00 0.00

其他流动资 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9

10 其他流动负债 10

流动资产合计 11 1,769,572.49 3,243,348.92 流动负债合计 11 5,848.08 37,228.40

长期投资： 12 长期负债： 12

长期股权投资 13 长期借款 13 0.00 0.00

长期债权投资 14 长期应付款 14

15 其他长期负债 15

长期投资合计 16 0.00 0.00 长期负债合计 16 0.00 0.00

固定资产： 17 受托代理负债： 17

固定资产原价 18 67,458.50 86,072.35 受托代理负债 18

减：累计折旧 19 49,837.50 57,139.55 负债合计 19 5,848.08 37,228.40

固定资产净值 20 17,621.00 28,932.80 20

在建工程 21 21

文物文化资产 22 22

固定资产清理 23 0.00 0.00 23

固定资产合计 24 17,621.00 28,932.80 24

无形资产： 25 净资产： 25

无形资产 26 569.86 189.82 非限定性净资产 26 1,490,215.66 1,374,222.35

受托代理资产 27 限定性净资产 27 291,699.61 1,861,020.79

受托代理资产 28 净资产合计 28 1,781,915.27 3,235,243.14

资产总计 29 1,787,763.35 3,272,471.54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29 1,787,763.35 3,272,471.54



本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如你对亲友会的财务有疑问，可直接联系亲友会财务人员。您也可以亲临亲友会办公室，

调取原始凭证进行核对与查询。

联系人：朱晓明 微信：2676300282

接受社会监督，保持财务透明，一直是亲友会坚持的基本原则。

亲友会的办公室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38号天誉花园二期D座2505房，电

话020-38462399

亲友会财务留意箱：http://lxi.me/3icfy

同性恋亲友会 · 财务报表

致 谢

感谢超过60000人次在99公益日为亲友会项目捐款，感谢1310位朋友发起一起捐，57515位

捐赠人参与一起捐，共为亲友会筹得项目经费1522299.41元；

感谢971位月捐人，2018年共为亲友会捐款156365.05元；

感谢曲栋、卯丁、吴丹咏、小虎、曾鑫、利利妈妈、张超逸、陆杨、种子、桃子、梁海光、

姚崧、陈杜、朱应雯、凯文做为讲师参与亲友会2018年的培训项目；

感谢廖瑾、星星博士等讲师参与亲友会2018年彩虹学院网络课程培训；

感谢张小海、周翰维、史俊鹏、吴同正、彭思维、贺洁莹、谭思铭7位实习生对亲友会工作所

付出的支持和努力。

http://lxi.me/3icfy


支 持 我 们
扫 描 二 维 码 成 为 彩 虹 伙 伴

彩虹伙伴公益基 金捐款账号

开户名称：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开户账号：600669992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支行

开户行行号：3051 0000 1299

备注：捐款时请一定要备注“彩虹伙伴公益基金”



联 系 我 们

微博：@同性恋亲友会

微信公众号：qinyouhui002

网站：http://www.pflag.org.cn/

E-MAIL：qinyouhui@163.com

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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