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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四社会组织竞逐“社会组织评估”项目

66.5万，武汉购买社会服务落下第一标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设立教师奖励基金、学生奖励基金、科学研究资助基金、事业发展基金校园建设基金以及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其他
基金项目；资助学生社会团体活动；资助其他合乎捐赠者意愿、与四川大学教育事业发展相关的公益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71 号

2010-04-22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行政楼 406、408、410 室

85401237 互联网地址 http://foundation.scu.edu.cn

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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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65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94,148,056.34

本年度总支出 10,327,296.8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9,961,763.6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359,996.13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0.5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室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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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40,038.52 0.00 38,840,038.52

38,156,102.42 0.00 38,156,102.42

25,272,913.42 0.00 25,272,9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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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59,222.87 122,871,493.21 流动负债 29,643.6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93,863,405.87 122,744,113.2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18,477.07 143,707.23 负债合计 29,643.60 0.00

净资产合计 94,148,056.34 123,015,200.44

资产总计 94,177,699.94 123,015,200.4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4,177,699.94 123,015,200.4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3,979,420.04 122,836,530.96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68,636.30 178,669.48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54,402.46 38,840,038.52 39,194,440.98

其中：捐赠收入 0.00 38,840,038.52 38,840,038.52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65,533.28 9,961,763.60 10,327,296.88

（一）业务活动成本 0.00 9,961,763.60 9,961,763.60

（二）管理费用 359,996.13 0.00 359,996.13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5,537.15 0.00 5,5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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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0.82 28,878,274.92 28,867,1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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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刘用明

“66.5 万元！ ”5 月 28 日，武
汉市民政局首次公开招标，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 本次招标的项
目是“社会组织评估”，四家社会
组织经过激烈竞争， 最终花落

“武汉楷信社会组织评估中心”。
据悉，这是江城有史以来政府购
买服务公开招标的第一单。

花更少的钱
办更有效的事

5 月 28 日招标的项目名称
为“社会组织评估”，是九大项目
之一。 上午 9 时 30 分，武汉市民
之家 4 楼招标室, 武汉市道能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 武汉市社会组
织促进会、 武汉禧乐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武汉楷信社会组织评估
中心递交应标书，唱标结果显示，
四家投标总价分别为 64 万元、
67.6 万元、75 万元和 66.5 万元，
购买的服务期限均为 6 个月。 根
据预算， 武汉市民政局实施该项
目的费用 80万元。在随后 5人组
的专家评标环节，从价格、技术、
商务（社会组织基本情况）三大块
若干个标准， 对四家单位进行逐
一评估，最后综合排名第一的“武
汉楷信”中标。“武汉楷信”单笔报
价为 3325元， 是第二高价位，不
过备注一栏注明了可优惠 5%，如
此一来，其单笔报价为最低。

据武汉市民政局介绍，楷信
社会组织评估中心获胜的理由
是：报价公平、项目明细、服务透

明，过去从事的评估项目业绩丰
厚，服务的技术方案清晰，服务
的质量保证计划详实。

“花了更少的钱， 办了更有
效的事。 ”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明武介绍，中标者将以第三方
社会组织的身份，组织有关专家
学者对全市 200 家社会组织予
以评估， 将它们分为 5A、4A、3A
等级别，“这也便于今后在购买
服务时，对购买主体进行评估”。

楷信负责人表示，会按照要
求兑现承诺， 组织专家学者对
200 个社会组织评估， 让政府放
心，让服务对象满意。

由划桨变掌舵
面临问题多多

第一单只是开始。
今年初， 武汉市原则通过

《关于加快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试行)》，列
出逾百项鼓励社会组织、机构和
企业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武汉
市民政局确定了购买民办养老
机构服务等 9 个公共服务项目，
总金额达到 1493.6 万元，“社会
组织评估”项目只是其中之一。

除了民政局 1400 余万元的
大单，武汉还将抛出 2200 万元，
为特殊困难老人购买社会居家
养老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转变
职能改革的重要突破。 ”张明武
用三句话对此进行了描述：政府

从划桨人变成掌舵者；政府与社
会组织从雇主关系，变成了伙伴
关系，共同治理社会；百姓点菜、
政府配餐。

然而， 刚刚起步的改革，仍
面临各种问题。 张明武坦言，现
阶段政府购买服务，尚没有建立
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缺乏完
善的监督机制；购买方式仍有八
成是委托方式，不如公开招标透
明，有寻租的空间；武汉社会组
织不够多等。

据了解，目前武汉登记在册
的各类社会组织仅 4863 家，其
中专业从事养老服务的更少，每
万人尚不到 3 家，导致政府缺少

职能委托的对象。 在购买方式
上， 确实也存在不透明的迹象。
民政局公布的 9 个项目中， 有 6
个项目采取“委托”方式，即直接
委托他人。 据了解，国外政府购
买服务公开招标的达到 80%以
上，而目前武汉正好相反。 民盟
武汉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陈彩
凤表示，武汉应尽快建立确保公
平竞争招标的公共服务购买制
度，提高透明度。

民盟武汉市委政协委员汪利
珍建议， 民政局可对每个购买合
同实行动态管理，从事前、事中、
事后予以监管。事前评估、事中检
查，事后追责，没能按合同完成任

务的，要追回资金，严重的要取消
其从事公共服务的资格。 她建议
民政局建立社会组织数据库，给
每个组织予以信用等级评估。

政府购买服务“六步走”

如何参与政府购买服务？ 据
武汉市民政局介绍，购买方式包
括政府采购、直接资助和项目申
请 ，同时公布了购买流程 ，共分
为六步。

（一）确定项目。 明确购买服
务的项目 、时间 、内容 、标准 、条
件要求等。

（二）公开招标。 通过公开招
标的方式，确定承接单位。

（三）签订合同。 购买主体与
承接主体签订合同， 明确购买服
务范围、标的、数量、质量要求，以
及服务期限、资金支付方式等。

（四）跟踪监督。 购买主体定
期对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实施项
目的质量、效果进行监督。

（五）评估验收。 承接主体按
预期完成任务后，购买单位要对
项目进行结果验收， 作出 “优”
“良”“中”“差”评价。

（六）支付费用。 承接主体经
验收合格，购买主体依合同约定
支付购买服务费用。

（根据《楚天金报》、《长江日
报》等整理）

� � 武汉市民之家具有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规划展示、综合政
务、行政电子监察、中介及商务配套服务等 6 大功能。 此次招标与其
他政府招标项目一样，在 4 层的招标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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