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日前， 河南省人民政府出
台了《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
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
要着力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
组织。 做到资金募集、 财务管
理、招标采购、分配使用等捐赠
信息公开透明， 切实保障捐赠
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监督

权。《意见》要求，要建立健全新
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全面、真
实、 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
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各地要
将红十字会的信息化建设纳入
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提
升红十字会的科学管理和信息
公开水平。 （据新华网）

河南红十字会: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
深圳打破官办慈善机构
募捐资质和渠道垄断

04 新闻
２０14．3.4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继东

News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助贫困 设施建设 疾病预防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河仁慈善基金会 1073

2010-06-0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福建省福清市福耀工业园二区宏路镇福耀大道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29 号院 3# 楼 27 层）

82092066-802 互联网地址 无

曹德淦 原始基金数额 2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9

河仁慈善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615,379,101.83

本年度总支出 94,491,598.8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1,555,479.2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92,713.61

行政办公支出 2,142,386.3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5.6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11%

� � 本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44,963,438.03 76,921,943.28 流动负债 755,742,350.29 763,688,616.66

其中：货币资金 21,083,621.08 20,416,846.0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325,800,000.00 2,543,3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58,014.09 296,064.87 负债合计 755,742,350.29 763,688,616.66

净资产合计 1,615,379,101.83 1,856,829,391.49

资产总计 2,371,121,452.12 2,620,518,008.1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371,121,452.12 2,620,518,008.15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615,379,101.83 1,856,829,391.4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18,441,888.53 0.00 118,441,888.53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23,008,401.13 0.00 -123,008,401.13

（一）业务活动成本 91,556,498.94 0.00 91,556,498.94

（二）管理费用 -214,564,900.07 0.00 -214,564,900.07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41,450,289.66 0.00 241,450,289.66

投资收益 116,000,000.00 0.00 116,000,00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12 月 30 日五、监事：洪永世、孙午珊、洪永裕、任利剑、刘姝威、何志毅、王振耀、赵昆

目前，浙江全省有各类慈
善组织 510 多家，其中慈善基
金会占全国十分之一。 各类慈
善组织和以浙商为代表的社
会各界广泛开展慈善募集和
捐赠活动， 积极投身慈善事

业， 经过注册的志愿者已超
447 万人。 4 年来，浙江全省募
集善款总额达 162 亿元，福利
彩票发行达 393 亿元，筹集公
益金 114.5 亿元。

（据《浙江日报》）

浙江慈善组织达 500余家

2014 年 1 月底， 民政部发
布了 2014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公
告， 新疆各地州市共计百余家
社会组织参与了申报工作。 经
民政部审定批准，共有 15 个社
会服务项目获得中央财政 475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这 15 个社会服务项目涉及

重大疾病救助、 自闭症儿童康
复救治、孝爱文化传播、老年人
日间照料、农民工子女教育、农
业灾害救援等方面。

（据亚心网）

新疆 15个社会组织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太仓市 2013 年新增登记近
200 家社会组织，相比前三年平
均每年 34 家社会组织的登记
数量，实现了近 6 倍的增长。 为
进一步加速社区社会组织的培
育和发展， 太仓市去年开展了
百个公益创投活动， 发挥其直
接提供服务、直接反映诉求、直

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
2013 年实施 104 个公益创投项
目，项目实施分布在全市 80 个
社区， 有 150 名社区工作者、
2000 余名志愿者和 100 多名社
区社会组织领袖参与， 惠及社
区居民 6.5 万人。

（据中国江苏网）

江苏太仓2013年新增近200家社会组织

既拥有官办身份和高度行
政化的职能，又与其他民间慈善
机构一样开展常态募捐活动，深
圳市慈善会曾经的这一双重“身
份”今年将被深圳市民政局“重
置”。

据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
向媒体介绍：以“去行政化”为重
要标识的深圳市慈善会改革，将
按照“两个步骤，一次完成”的思
路进行， 并最终实现“政社分
开”、“会会分离”目标。 这包括，
首先将实现市民政局和市慈善
会的政社分开，同时还要将市慈
善会分离，分别成立深圳经济特
区慈善公益事业联合会和深圳
市慈善基金会。 杜鹏表示，深圳
市慈善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有
利于促进各类慈善主体平等竞
争，使慈善回归民间属性并真正
迸发出无限生机。

深圳市慈善会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
该会成立后，参照当时全国慈善
会系统的运作模式， 在人、 财、
物、事各方面参照民政局直属单
位管理， 治理结构高度行政化。
作为深圳市民政局直接领导的
募捐平台和具有公募资格的社
团组织，深圳市慈善会一方面承
担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市民政局
募集赈灾资金和举办慈善救助
活动主体的职能，另一方面也与
其他民间慈善机构一样开展常
态募捐活动，拓展冠名基金等现

代慈善业务。 截至目
前， 深圳市慈善会募
捐总额超过 24 亿元，
占全市捐赠统计数额
的 70%以上，设有“雏
鹰展翅”计划、劳务工
关爱基金、为爱奔跑、
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等
慈善项目， 并设立了
50 多个“慈善冠名基
金”。 但随着现代慈善
事业的发展， 慈善会
作为官办慈善机构的
体制弊端日益凸显，
官办慈善机构去行政
化、 去垄断化势在必
行。 2012 年， 深圳市
委、 市政府明确将深
圳市慈善会管理体制
改革纳入全市重大改
革项目，2014 年，深圳
市委市政府再次将市
慈善会改革工作列入全市重点
改革项目。

据介绍，此次深圳市慈善会
改革，将在实现“政社分开”、“会
会分离”的同时，再将市慈善会一
分为二，分离为深圳经济特区慈
善公益事业联合会和深圳市慈
善基金会两个社团组织。 改革后
的联合会、慈善基金会将与市民
政局从职能、人事、财务、资产和
办公场地等多个方面彻底“断奶”
分开，使深圳市民政局也得以重
新回归政府业务指导和监管角

色，不再参与慈善会内部管理。
新分离出来的深圳经济特

区慈善公益联合会，将由深圳民
间慈善组织联合发起，其将主要
发挥慈善公益事业指导、服务和
协调之行业枢纽作用，搭建政府
与社会的桥梁，同时承办每年举
办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
示会。而深圳市慈善基金会的定
位和业务范围是： 公募基金会，
走社会化、专业化、实体化的城
市级社区基金会发展之路。

（据《深圳特区报》）

� � 深圳市慈善会·首彩爱心慈善基金首
批救助的新疆先心病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