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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国际交流、发动全社会参与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为维护生态平衡、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做
出贡献。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绿化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62 号

1985-09-2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林业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8 号

84238200 互联网地址 www.cgf.org.cn

王志宝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714

中国绿化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24,682,915.71

本年度总支出 53,130,626.1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7,552,946.7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172,021.35

行政办公支出 905,657.9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38.1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79%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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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42,005.36 19,900.00 44,961,905.36

39,730,003.98 19,900.00 39,749,903.98

2,777,984.19 0.00 2,777,9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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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76,355.63 204,824,675.90 流动负债 1,800,487.36 17,191.41

其中：货币资金 196,805,638.60 204,746,538.8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000,000.00 5,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41,771.95 959,925.33 负债合计 1,800,487.36 17,191.41

净资产合计 201,117,640.22 210,767,409.82

资产总计 202,918,127.58 210,784,601.2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2,918,127.58 210,784,601.2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78,822,919.14 175,401,336.7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2,294,721.08 35,366,073.0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235,328.02 52,461,905.36 60,697,233.38

其中：捐赠收入 0.00 44,961,905.36 44,961,905.36

政府补助收入 532,200.00 7,500,000.00 8,032,200.00

二、本年费用 53,130,626.11 0.00 53,130,626.11

（一）业务活动成本 50,052,946.79 0.00 50,052,946.79

（二）管理费用 3,077,679.32 0.00 3,077,67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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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2,946.79 -50,052,946.79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157,648.70 2,408,958.57 7,566,607.27

投资收益 229,000.00 0.00 229,000.0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张习文 孔明

控烟十年烟民数量不降反升
2016年 1月 26日，新探健康

发展研究中心发布 2015 年《中国
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该
报告主要从民间的立场观察了中
国控烟十年的现状和进展， 并对
中国控烟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旨
在分析中国控烟现状的不足，推
进中国控烟工作的进程。

2015 年是《中国烟草控制规
划（2012—2015）》收官之年。2016
年 1 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 在中国生效整十
年。 十年履约，中国的控烟进展
如何，差距怎样？

吸烟者已达到 3.16 亿

截至目前， 中国 15 岁以上
成人吸烟率并未降至四分之一，
仍近三成， 吸烟者已达到 3.16
亿。 从调查数据看，吸烟者中有
39.6%的人有戒烟意愿， 这一比
例远低于控烟先进国家。 戒烟门
诊就诊率低。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其中成功戒烟的比例仅有
14.4%。 最近五年中，中国烟民反
而增加了 1330 万。

按照当初的规划目标，成年
人吸烟率要从 2010 年的 28.1%
下降到 25%以下，成年女性吸烟
率要保持较低水平并有所下降。
然而三年来，中国疾控中心调查
显示， 中国 15 岁以上成人吸烟
率仍超过了 27%，男性吸烟率过
半，未见明显下降，而女性也与
2010 年大体持平，总体上没有达

到规划目标。

多种控烟措施效果不理想

在提高烟税方面，自 2009 年
起， 我国对烟草有过两次调税，
但价税未曾联动，控烟效果并不
理想。 时隔六年，2015 年再度调
整烟草消费税，并同时对卷烟零
售价进行调整。 这是以税控烟的
尝试。 但这次价税联动调整烟草
税，只能是起点，不应是终点。 烟
草税的调整应当小步快走，使之
常态化， 以收到控制烟草消费、
保护公众健康之效。

在警示烟草危害方面，截止
到 2015 年 5 月， 世界上已有 85
个国家/司法管辖区采用了图形
警示。 其中，有 60 个国家图形警
示面积超过 50%，最大的已达烟
盒正反面的 90%以上。 这一最有
效的警示方式，由于中国烟草业
以可能引起税利迅速下滑为由，
竭力阻挠，至今未得采用。

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对
公共场所禁烟进行立法（包括地
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城市已经达
到 18 个。 在立法城市，公共场所
吸烟行为得到很大遏制。 城市公
共场所禁烟立法，不仅是对公共
场所吸烟行为的限制，同时也使
公众对二手烟危害的认识与自
我保护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吴宜群说，公共场所禁烟立
法能否取得最佳效果，关键在于

是否有深入的普法宣传
和严格的执法措施。 现
在已有公共场所禁烟立
法的城市所覆盖的人口
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约
10%，距离“全面推行公
共场所禁烟” 的目标还
有很大的距离。

戒烟门诊就诊率低

此外，卫生计生部门
为帮助戒烟，作出过很大
努力， 发布了修订后的
《中国临床戒烟指 南
（2015 版）》；建立戒烟咨
询热线（12320），已覆盖
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 成为国内覆盖地
域最广、戒烟咨询专员数
量最多的戒烟服务热线。

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医务人
员提供戒烟建议的比例较 2010年
有较大的提升。但报告显示，戒烟门
诊就诊率低，难以为继。报告数据显
示，2014年通过国家财政补助，支
持 31个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戒烟门诊建设（每省 3家），持续
到 2015年。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评
估显示， 这些戒烟门诊年均戒烟人
数仅 73例， 只有 6家达到了每年
200例戒烟的项目要求。

如何加快控烟进程

对于加快控烟进程的方法，

报告指出，控烟是一项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具体行动，应当把控
烟看作一项关系人民健康的大
事。 此外，也需要加快国家层面
控烟立法、立即制定新的控烟五
年规划、提高控烟领导机构工作
效能、提高控烟领导机构工作效
能、实施图形警示上烟包等。

纵观中国控烟进展的十年，
烟草使用、 烟草相关疾病流行、
控烟政策效果评估等监测信息
系统已逐渐建立并初见成效。 但
是监测结果尚未得到决策部门
的足够重视，未能根据监测得到
的结果及时调整各项控烟措施，
是未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控烟工

作的原因之一。
在公共场所的控烟上，虽然

公共场所禁烟有较大进展，但距
全面推行尚远。 尽快推进全国性
的公共场所禁烟立法，以保护最
大多数人不受烟草烟雾危害是
当务之急。

报告还呼吁尽快将警示图
形印上中国的香烟包装， 实践
证明此法是最为有效也是最为
经济的吸烟危害告示方式。 报
告同时建议要“小步快走”提高
烟草税， 利用税收杠杆实现控
烟目标。

吴宜群表示，目前中国平均
每包烟的税负为 55%，距离理想
水平 75%还有差距，中国烟草税
仍有较大的上涨空间，提高烟草
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时，吴宜群认为，烟草税
的合理有效使用是争取民众支
持提高烟草税的重要因素。 在中
国建立全面医疗保健体系的背
景下，如何将烟草税收有效地用
于减少烟草带来的危害、改善医
疗、促进健康等公共卫生服务领
域，将是今后控烟工作需要努力
的方向。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十
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提出了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 健康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实现健
康中国的梦想，已经成为我们追
求发展的巨大动力。 报告指出，
推进控烟，保护健康，应当成为
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一环。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