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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社会组织发展是时代变革的需要

地方党政领导社会组织管理专题研究班开班
� � 首届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专题研究
班开班式 5 月下旬在昆明举行。
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中组部干
部教育局巡视员、 副局长时玉
宝，云南省政府秘书长卯稳国出
席开班式并讲话。

此次专题研究班由中组部
委托民政部举办，是全国首次就
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工作对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培训。 来自全
国 2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8 个市（州、区）分管社会组织工
作的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研修学
习。

顾朝曦在讲话中指出，要更
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
中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用“治理”代替以往使用的“管
理”，一字之差，是治国理政理念
的重大突破， 是将政府的“他
治”、市场主体的“自治”和社会
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形成政
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共治的“善
治”模式。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
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治理的集成
彰显，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 城市治理，强调政府职
能的转变，城市利益相关者对城
市发展的广泛参与，通过合力来
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
的提高。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

理，必然要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
协同作用，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依法自治
的格局。 地市党政领导肩负着引
领推动本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的发展重任，要牢牢把握
社会组织发展大势，高度重视社
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提高
驾驭社会组织和社会治理的能
力，进一步创新理念、统筹规划、
完善政策、加强引导，切实激发
社会组织的巨大活力，引导推动
社会组织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中积极作为、良性运行，作出更
大贡献。

顾朝曦强调 ， 推进社会组
织发展是时代变革的需要 。 城
市管理水平的高低，关乎民生、
发展、和谐、稳定，集中体现城

市政府的行政能力。 随着我国
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
化的深入发展， 原有的城市管
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随着
城市化快速发展， 城市公共服
务压力剧增； 随着社会阶层结
构变动， 城市社会稳定面临挑
战；随着城市单位体制的解体，
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为
继；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传统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难以
奏效。 这些巨大变化迫切要求
我们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相适应的
城市治理新路。

顾朝曦强调，社会组织在促
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
作用。 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发展，
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助推作用；完

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离不开社
会组织的有效补充；促进城市社
会安定和谐，离不开社会组织的
全面参与；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 离不开社会组织弘扬正气。
他要求，要全面推动社会组织参
与城市治理。 要创新理念，充分
认识社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
作用；统筹规划，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完善政策，加大政府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力度；加
强引导，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
治理能力。

时玉宝对民政部近年来承
办中组部委托的地方党政领导
干部专题研究班成果表示肯定，
并对此次研究班提出明确要求。
他指出，这次研究班以社会组织
管理为主题， 充分体现了中央
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加快形成
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创新社会治
理体制这一新命题， 对社会组
织改革发展作出重要部署。 各
位学员作为地市分管社会组织
管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 是社
会组织体制改革创新的领导者
和推动者，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的重要论述， 领会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研讨交流，严格遵
守培训纪律，树立良好学风，通
过认真地研究学习，对今后的工

作有所裨益。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

王建军主持开班式，并以“推进
社会组织治理改革”为题讲授了
第一课。 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段丽
元、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副
主任张树中、云南省民间组织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云南省民政厅
专家库专家、云南省社会组织代
表与学员一起， 共计 90 余人参
加了开班式。

培训期间，财政部综合司副
司长胡忠勇、 清华大学 NGO 研
究所所长王名、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马庆钰等将就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的战略、治理
目标下的社会组织发展与参与
等进行授课；云南省民政厅副厅
长李国材、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
梁星心、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王
长胜将就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创
新实践进行交流；上海人才服务
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庆阳，YBC 总
干事、创业学院院长杜葵，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亿利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文彪等社
会组织负责人将交流社会组织
创新发展经验；江苏省南京市雨
花台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负
责人将就创建全国社会组织建
设创新示范区经验进行交流。 学
习期间，学员还将考察云南省社
会组织。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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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46,081,461.92

本年度总支出 46,347,181.7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1,672,127.9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997,268.26

行政办公支出 1,464,144.4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0.4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63%

� � 本基金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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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15,957.82 3,987,834.00 58,403,791.82

51,600,421.73 3,987,834.00 55,588,255.73

4,543,480.20 0.00 4,543,4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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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71,189.63 110,758,132.01 流动负债 11,919.46 142,968.54

其中：货币资金 84,545,478.71 36,865,595.7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0,700,000.00 25,7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482,051.05 3,274,233.90 负债合计 11,919.46 142,968.54

净资产合计 124,241,321.22 139,589,397.37

资产总计 124,253,240.68 139,732,365.9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4,253,240.68 139,732,365.9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5,682,562.38 86,379,941.5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8,558,758.84 53,209,455.80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117,915.58 58,577,342.33 61,695,257.91

其中：捐赠收入 15,849.49 58,387,942.33 58,403,791.82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46,347,181.76 0.00 46,347,181.76

（一）业务活动成本 41,672,127.90 0.00 41,672,127.90

（二）管理费用 4,582,448.26 0.00 4,582,448.26

（三）筹资费用 92,605.60 0.00 92,6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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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79,963.14 -47,879,963.1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650,696.96 10,697,379.19 15,348,076.15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
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易维佳 王卫

� � 5 月下旬， 首届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专题
研究班开班式在昆明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