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对设立公益性岗位怎么
看？

A. 这是有助于困难群体再就
业的措施。 41.46%

B. 这只是一种福利和救济手
段， 长久来看对脱贫实际意义不
大。 58.54%

2. 你觉得当前公益性岗位存
在的问题是什么？

A. 岗位管理机制不太健全。
29.27%

B.从事人员待遇偏低，工资增
长乏力。 41.46%

C.符合公益性岗位的人太多，
公益性岗位太少。 29.27%

3. 你觉得公益性岗位如何长
久发展？

A.制定专属政策，加强人员考
核机制，保证队伍优质。 19.51%

B. 依托企业和公益组织开发
更多公益性岗位，补充政府公益性
岗位不足。 26.83%

C.加强宣传教育。 公益性岗位
是服务社会公众的一种劳动岗位，
必须有付出才能收获。 53.66%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过半网友认为
公益性岗位对穷人脱贫意义不大

公益性岗位是指以实现公共
利益和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要
目的， 由政府设置的非营利性公
共管理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岗位，
岗位内容包括社会公共管理、城
市社区、 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保障
和公共服务。

近年来， 各地为了加强公益
性岗位的开发和管理， 有效促进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均推出相
应政策， 促进贫困地区的人通过
政府提供的公益岗位实现了脱
贫。

四川省广安市就结合农村群
众生产生活实际， 在贫困村开发
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看护、 乡村
道路维护、 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岗
位 2000 个，帮助贫困户实现了再
就业。

“养殖收入加上每个月 400
元工资，今年收入预计能过万元，
脱贫不成问题。 ”接受公益岗位的
邻水县八耳镇石凼村甘德安说。

与甘德安一样通过公益岗位
实现就业的人还有很多。

湖南省道县原矿厂品公司下
岗职工刘海仁对政府提供公益岗
位称赞道：“多亏了政府大力帮扶
圆了我的再就业梦，无一技之长，

加上年龄较大， 一直没有找到合
适的就业岗位, 成为一名环卫工
人， 稳定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的后
顾之忧。 ”

政府设立公益性岗位的火热
也带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
就业，动员社会爱心企业的参与，
成了各地政府的“必修课”。

在山东省济宁市一场针对困
难群体的招聘会上， 爱心企业拿
出公益岗位供困难群众选择就
业，100 多名困难群众来到这里自
主选择就业岗位。

相对于公益性岗位就业的火
热，有一些地方也指出，公益性岗
位的设立和取消应该建立相应机
制，一方面实现人员灵活就业，一
方面还应推动公益性岗位的灵活
设计，实现岗位设置的进出机制。

四川省广安市就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凡具有劳动能力的 16
岁至 60 岁建档立卡贫困户皆可
申请公益性岗位。 但这位负责人
指出：“公益性岗位上岗并不意味
着端上了‘铁饭碗’，如果岗位所
在地贫困村实现整体脱贫‘摘
帽’，公益性岗位将酌情取消。 ”

对此，有业界专家指出，政府
部门的就业服务可通过实施再就

业帮扶行动， 通过公益性岗位托
底，促进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可
以促进困难家庭改变贫困面貌。

《公益时报》 联合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联合推出“益
调查”———公益性岗位是劳动岗
位还是救济手段？

本期益调查从 7 月 28 日到 8
月 1 日 10 时， 共计有 2717 人参
与。 调查结果显示，41.46%的网友
认为这是有助于困难群体再就业
的措施；58.54%的网友认为， 这只
是一种福利和救济手段， 长久来
看对脱贫实际意义不大。

对于当前公益性岗位存在的
主要问题，41.46%的网友认为是从
事人员待遇偏低，工资增长乏力；
29.27%的网友认为岗位管理机制
不太健全；29.27%的网友认为是符
合公益性岗位的人太多， 公益性
岗位太少。

公益性岗位如何才能长久发
展？ 19.51%的网友认为要制定专
属政策，加强人员考核机制，保证
队伍优质；26.83%的网友认为可以
依托企业和公益组织开发更多公
益性岗位， 补充政府公益性岗位
不足；53.66%的网友认为应该加强
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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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专项资助、专业培训，开展救灾、助残、助孤等公益性事业。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 组代管 100000-920390

2015-04-07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浙江杭州江干区钱江新城城星路 69 号中天国开大厦 14F

28898980 互联网地址 www.zjzhongtian.com

费强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310000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10,610,277.6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515,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97,00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91%

� � 本基金会（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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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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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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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4,914.34 0.00 50,224,914.34

50,224,914.34 0.00 50,224,914.34

224,914.34 0.00 224,9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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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39,935,803.71 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0.00 39,935,8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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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负债合计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0.00 39,935,803.71

资产总计 0.00 39,935,803.7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0.00 39,935,803.7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35,432.9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39,900,370.7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0,510,648.32 35,432.99 50,546,081.31

其中：捐赠收入 50,189,481.35 35,432.99 50,224,914.34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0,610,277.60 0.00 10,610,277.60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515,000.00 0.00 10,515,000.00

（二）管理费用 94,000.00 0.00 94,000.0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277.60 0.00 1,2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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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0,370.72 35,432.99 39,935,8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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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6 年 6 月 21 日五、监事：郭杭生 方跃峰

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截至 8 月 1 日 10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