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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公司不是协会
腾讯微博网友爆其未在民政部登记，记者查实其在香港注册，法定资本一万港币
“
网络再现红人 她才 24 岁，她叫卢星宇”追踪
24 岁的
“
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
长”卢星宇，引发了公众对其本人和中非希望工程背景的强烈好奇。记
者调查得知，该工程主要操办方
“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并未在民政部
注册，只是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法定资本 10000 港币的私人公司，而在
中非希望工程官方网站上被列为
“
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的杨澜，则
在个人微博上澄清
“
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中非希望工程”官网显示，这一
工程发起单位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
单位则有天九儒商投资集团、银赛控
股集团和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
根据《中非希望工程基金章程》，
该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捐赠，官网
的捐助项目里称，该项目的捐助主体
是中国企业家，零捐 10 万元起捐；冠
名捐建希望教室， 每个 30 万元人民
币；冠名捐建希望小学，每所 150 万
元人民币；500 万元人民币则可以冠
名捐建一所形象样板小学。

杨澜声明与中非希望工程无关系
网站上还介绍，“中非希望工程”
的主席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
卿，共同主席有杨澜等，执行主席兼秘
书长是卢俊卿的女儿、 全球华商未来
领袖俱乐部的秘书长卢星宇。“
中非希
望工程” 的官网也设在世界杰出华商
协会的网站内。 而杨澜昨日凌晨在个
人微博上称，
“
该项目两次邀请我做其
共同主席，我因不了解其情况均婉拒，
与该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
百度百科的“世界杰出华商协
会”词条中有一段说明称：“世界杰出
华商协会，是经香港特区政府批准成
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国大陆授权
服务机构为天九儒商集团。 ”该协会
官网上的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苏州街 3 号。 民政部的民间组织查询
系统中无法查询到世界杰出华商协
会，该协会官网上也并未对协会性质
进行明确说明。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官
网列出了包括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金
永健等退休政界人物在内的 51 位高
级顾问， 还有包括陈光标在内的 67
位企业家担任着协会副主席， 茅于
轼、厉以宁、樊纲、钟伟等学者也在网
站上被列为经济顾问和金融顾问。 记
者向北京师范大学金融中心主任钟
伟求证担任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顾问
一事，钟伟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他
们举办的任何活动。

对所有捐款
提成 10%作为管理费

青基会证实与杰出华商协会合作

新浪微博搜索屏蔽卢氏父女
知名网友王小山 17 日在腾讯微
博 连 发 10 条 关 于 中 非 希 望 工 程 主
席、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
的微博，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系
在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 记者通过
查询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官网域名
注册信息获知，该域名在香港注册，
注册机构为香港的“世界杰出华商
协会有限公司”，但在香港政府公司
注册处网站上查询后记者发现，世
界杰出华商协会有限公司只是成立
于 2005 年 6 月 10 日 的 私 人 公 司 ，
法定股本仅为 10000 港币， 卢俊卿
是两名公司董事之一。
从 16 日晚开始，在新浪微博搜索
卢星宇与卢俊卿，一度显示
“
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 搜索结果未予显
示”，17 日，卢星宇已经可以搜索，但卢
俊卿的搜索结果仍然未予显示。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
称青基会)17 日回应 ，“中 非 希 望 工
程”项目确为青基会与世界杰出华商
协会发起。
17 日下午， 青基会在其官方网站
回应称，
“
希望工程走进非洲”(简称
“
中
非希望工程”) 由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
商协会共同发起，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负责向其会员劝募，为
“
希望工程走进
非洲”捐款。 青基会负责接受捐赠，对
捐款管理和项目管理承担责任。 双方
是公益性质合作，非商业性质。
青基会介绍，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主席卢俊卿以天九儒商集团名义已
与中国青基会签署捐赠协议，10 年捐
赠 1 亿元， 每年捐赠 1000 万元，2011
年已按协议捐赠到账 1000 万元。 到
目前，青基会没有就“中非希望工程”
向社会公众进行劝募，该项目所有捐
款均来源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
的定向捐赠。

她说自己有能力胜任执行主席
如何解决？
杨澜度假回来后决定是否维权
“杨澜发表的声明就是她本人的
意思表示。 ”昨日上午，阳光红岩投资
集团常务副总、发言人朱芸向记者证
实，杨澜与中非希望工程之间并没有
关联。 但她称杨澜本人正在度假，因
此无法亲自接受采访。 据了解，杨澜
为阳光红岩投资集团的共同创始人。
此前由于“捐款门”事件，杨澜与
青基会被卷入舆论漩涡，而中非希望
工程的上级主管单位恰巧又是青基
会。
“相信有关部门也会对这件事情
进行调查。 ”朱芸告诉记者，至于是否
会有后续举措，如正式出面和该工程
协调等问题，还要等杨澜回来再说。

天九儒商集团关闭网站
天九儒商集团为中非希望工程的
联合主办单位，该公司网站目前已经无
法访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
系统中的信息，天九儒商集团网站的
备案主体为北京杰出华商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2011 年 7 月 7 日刚刚通过
备案。 北京杰出华商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6 年 5 月 30 日，法定代
表人为卢宇轩，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地址也是北京海淀区苏州街 3 号。 同
一备案号下还有另外三个网站“华商
投资中国网”、“北京杰出华商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华商学院”，这三个网
站的负责人都为卢俊卿。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项重要业务
便是征集理事会成员， 记者获得的一
份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理事会邀请函显
示，理事会成员分为理事单位、副理事
长单位和理事长单位三个级别， 每年
的 费 用 分 别 为 3800 元 、9800 元 和
38800 元。

右为卢星宇。

为啥捐非洲？
青基会：希望工程资助重点在中国

昨日，
“
中非希望工程” 官网上，仍
显示杨澜的职务为
“
工程共同主席”。

一个“中非希望工程”引来了三
方回应。 继 17 日下午，中非希望工程
执行主席卢星宇回复网友疑问，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其官方网站上
发表了“答网友问”之后，知名媒体人
杨澜于昨日凌晨发表声明，撇清与中
非希望工程的关系。
近日，网民质疑，一个名为“中非
希望工程” 的慈善项目计划耗资 20
亿为非洲捐建 1000 所希望小学。 而
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
年仅 24 岁，而她所经营的慈善组织，
对所有捐款提成 10%作为管理费。
更有网民发现，在其官方网站上，
杨澜的照片和名字竟然出现在该工程
的共同主席名单里， 注明为北京奥运
会开幕式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

17 日下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青基会）回应称，青基会有责任接
受捐赠人的托付，把希望工程的资助
服务带入非洲。 但无论现在还是未
来，都会把希望工程资助服务的重点
放在中国。
此外，青基会表示，“希望工程走
进非洲”是由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商
协会共同发起的，后者负责向其会员

劝募，青基会负责接收捐赠。
截至目前， 该项目所有捐款，均
来源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会员的
定向捐赠。 该项目接受捐赠人的查询
和审计。

24 岁当主席？
卢星宇：实践证明我能胜任
卢星宇表示，中非希望工程动员
捐款、对外联络、活动组织等具体工
作都由她具体负责，实践证明自己有
能力胜任执行主席。
针对网友对其在网上贴出她出
入高级场所、 与名人明星合影的质
疑，她称只是希望通过分享，吸引更
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
对于管理费问题，她说，青基会
按照国家规定从募集到的捐款中提
取 10%，用做学校的建设费用和工程
的日常管理，“
绝无任何问题”。
她还称， 由于这是国际项目，成
本较高，很多都是父亲自掏腰包。 此
外，她说，她将从小到大收到的压岁
钱 100 万元全部捐给工程。 父亲为了
支持她做职业慈善家的梦想，带头认
捐了 1 亿元。
截至昨日傍晚，“中非希望工程”
官网上，仍显示杨澜的职务为“工程
共同主席”。
（南方都市报 北京晚报 人民网）

关于我区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有关事宜的
公
告
全区广大消费者，制造业企业：

质量信用等级软件系统评
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 售假 、非 法集 资等 现 情况，由地（市）质监局对企业发出“

为了促进企业高度重视质量工作，认真落实主体责任，不 象。 加强质量信用监管是从源头抓质量， 规范市场经济秩 定结果告知书”，把初步分级情况告知企业，并组织 A 等企业
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树立企业形象，维护广大消费 序、维护消费者利益、规避金融风险、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 申报 AAA 级或 AA 级。 自治区质监局根据企业申报情况和
者权益， 我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 举措，必须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D 等企业数， 制定详细的实地核查计划， 组织质监系统和工

工作。为了使此项工作更加公平、公开、公正地进行，更加广泛

二、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的依据

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专家按照 《西藏自治区质量信用 A

地接受全区广大消费者和企业的监督、参与和支持，现就有关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等企业评价细则》和《质量信用 D 等企业实地核查要点及记

事宜公告如下。
一、实施企业质量信用分级的意义

（国办发〔2007〕17 号）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加 录》进行核查，评定出质量信用 AAA 级、AA 级企业，对审定
强企业质量信用监管工作的意见》（国质检质 〔2006〕464 号） 的质量信用 D 等企业列入黑名单发布。

企业质量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 文件要求，依据《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GB/T 22116-2008）
企业质量信用监管， 实施企业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 和《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GB/T 23791-2009）的有关

四、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的标准
《企业信用等级表示方法》（GB/T 22116—2008）和《企业质

于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高企业诚信意识和产品 规定， 企业质量信用等级依据质量信用程度， 从高到低分为 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GB/T 23791-2009）， 可进入自治区质
质量水平， 规避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质量信用风险， 促进经 A、B、C、D 四等，分别代表守信、基本守信、失信、严重失信 4 级 量技术监督局门户网站（www.xzzj.gov.cn）或自治区质量协会
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我区企业 信用程度。

网站（www.xzqa.org.cn）查询。

诚信意识和产品质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存在假冒伪

三、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的基本程序

劣、缺斤短两、无标或降低标准生产等质量失信行为。 这些

首先是企业根据自身实际填报企业质量信用档案， 交由 家对全区质量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地（市）质监局审核并补充录入质监部门的监管数据，再提交
败坏了我区企业的声誉。 同时， 也存在部分企业因产品质 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研发的“
全国企业质量信用系统”进行初
量水平低，逐步被市场所 淘 汰，进 而出 现 恶意 拖欠 和 逃废 步分级，把录入系统的企业统一分为 A、B、C、D 四等。 对分级

感谢全区消费者和广大企业对质监工作的支持， 欢迎大
联系电话：6832261。
西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1 年 8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