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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菅宇正

外界捐款不能收，基金会在尴尬中注销
� � 2017 年 2 月 15 日， 纪念苏
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
会正式对外发布注销公告：本基
金会于 2017 年 2 月 13 日正式注
销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
发展基金会，并立即启动注销程
序。 请所有债权人务必于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与纪念苏
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
会联系， 及时处理债权债务事
宜，并清算未了结业务。

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
才发展基金会于 1991 年 10 月
10 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非公募
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据介绍，该基金会是纪念为
中国仪器仪表做出杰出贡献的
苏天先生和日本横河电机的创
立者横河先生设立的。 苏天是原
机械工业部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副局长，该局于 1982 年 5 月与原
第一机械工业部、国家机械设备
成套总局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机械工业部，后并入工业和
信息化部。

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
才发展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 810
万元人民币，由日本横河电机株
式会社独家捐赠，日本横河电机
株式会社(YOKOGAWA)创建于
1915 年， 总部位于日本东京，创
始人为横河民辅，经营领域涉及
测量、 控制、 信息三大领域，于
1979 年在北京设立事务所，1985
年在西安建立第一个合资公司，
横河西仪有限公司。

《公益时报》记者发现该基
金会并没有官网，而在其对外公
布的年度工作报告摘要中发现，
该基金会 2013 年净资产 433.37
万元，当年支出 116.6 万元；2014
年净资产减少为 371.6 万元，当
年支出 139.7 万元； 而到了 2015
年， 基金会净资产再次减少到
329.14 万元， 当年公益支出为
106.93 万元，而这三年当中，基金
会的捐赠收入均为 0。

注销原因：钱不够了

对于基金会注销原因，《公
益时报》记者首先联系民政部社

会组织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关于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
表人才发展基金会的注销，是该
基金会理事会决议通过的。

《公益时报》记者随即联系
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
展基金会，该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谭仲说：“按照《基金会管理条
例》规定，原始基金低于 200 万
的基金会，必须注销，我们基金
会目前账户里只有 100 多万的
资金，钱不够了，只能注销。 ”

成立 26 年，只有一笔捐赠

从 1991 年注册成立至今，纪
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
基金会走过了 26 个年头， 但只
有发起方给予的唯一一笔捐赠
资金。

“基金会这 26 年来，只有一
笔捐赠，就是日本横河电机株式
会社捐赠的 810 万注册资金，这
笔捐赠分三次付清，第一次是在
基金会成立之初， 捐赠 50 万美
元， 后分别在 2002 年和 2003 年
分两次分别捐助 25 万美元，累
计 100 万美元。 ”谭仲表示。

谭仲说：“我们当时是归中
国人民银行监管，2004 年《基金
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管理
办法》废止后，统一划归民政部
管理。按照当时的汇率，100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 810 万。 我们每年
开展项目的费用支出，都是依靠
这笔资金，现在钱不够了，收入
又没有，也就只能注销了。 ”

有人捐款，无法接收

一家成立了 26 年的基金
会， 为什么会一直坐吃老本，而
从来没有想过为了自身发展而
寻找捐赠来源。

“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实际
上有很多企业也想给我们捐款，
但是我们根本接收不了，作为发
起方，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在
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在基金会章
程中规定，我们只能接收来自日
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的独家捐
款，其他任何企业的捐款，我们
根本无法接收。 ”谭仲表示。

对此，谭仲无奈地表示：“包
括日本的一些企业，还有国内的
一些仪器仪表行业的企业都曾
经找到我们，希望捐款，但是章
程规定我们不能接收，而在理事
会当中，有一半的理事来自于横
河电机株式会社，他们也拒绝接
收其他企业的捐赠。 ”

不能接收其他企业的捐款，
基金会也曾向横河电机株式会
社申请， 希望能够追加捐赠，但
一直没有回复。“之前，我们也考
虑用基金会账上资金进行投资，
依靠投资收益增加一些额外收
入，但是我们的方案在理事会上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通过。 ”
谭仲补充说道。

“这些年，基金会从来没有
任何捐赠收入，但是项目每年持
续开展， 所以资金越来越少，也

就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基金会
注销，也是在理事会上日方提出
来的，理事会表决同意了。 ”

我们就是个“桥梁”

根据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
表人才发展基金会章程规定，该
基金会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派往
日本或其他国家进行仪表企业
管理方面和技术方面的人员培
训以及邀请国外讲师在中国进
行讲学。

谭仲表示：“基金会长期以
来的最主要的项目就是组织国
内仪器仪表行业不同企业的管
理层前往日本进行相关业务学
习和培训， 每年模式都不一样，
但都是由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
社进行培训行程的制定，然后提
交基金会理事会进行决议，决议
通过后由基金会具体执行。 ”

“除了前往日本培训，我们
每年也会邀请日本的专家到中
国进行讲学。 ”谭仲补充道。

在谭仲看来，基金会的角色
更像是一个“桥梁”，连接着这家
世界 500 强的日企与整个中国
仪器仪表行业

“基金会的初衷包括开展的
项目，是帮助国内培养仪器仪表
行业人才， 这方面毋庸置疑，这
些年从来没有间断过相关工作 ;
但从另一方面，日本横河电机株
式会社发起成立基金会，通过基
金会开展的项目，与国内诸多企
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算是一种双
赢吧。 ”谭仲强调。

账户资金全额
转入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三十三条规定：基金会注销后的
剩余财产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
用于公益目的；无法按照章程规
定处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组织
捐赠给与该基金会性质、宗旨相
同的社会公益组织，并向社会公
告。

对于基金会注销后账户资

金去向， 谭仲说：“基金会注销
时， 账户上还有 100 多万资金，
经过理事会讨论，这笔资金将全
部捐赠给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
会，继续用于仪器仪表行业人才
培养，捐赠完成后也就与我们没
有任何关系了。 ”

基金会注销，
我们也该退休了

基金会走完了 26 年的生
命， 今年已经 68 岁的谭仲也陪
着基金会走了 26 年，“基金会有
5 个工作人员， 除了理事长是西
南某仪器仪表集团董事长兼职
外，我们剩下的 4 个人都是从当
年的工业机械部指派到这家基

金会的，我们 4 个都是苏天的老
部下。 ”

据谭仲回忆，最初成立基金
会的念头，就发生在 1989 年老领
导苏天的追悼会上，当时作为苏
天的朋友，横河先生在追悼会上
向时任国务委员兼机械电子工
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邹家华口头
承诺捐款 50 万美元成立基金
会，纪念苏天为仪器仪表领域做
出的杰出贡献。

“经过两年的努力，基金会
注册成立，组织派我和另外 3 位
同事到基金会工作，刚开始属于
兼任，后来机关改革，我们成为
基金会的全职工作人员。 如今，
基金会注销了，我们的工作也完
成了，可以退休了。 ”

� �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发现，日本横河电机
株式会社在中国北京、 上海、西
安 、重庆 、广州 、惠州 、成都 、新
疆、南通、宁波均有子公司，而位
于上海的中国总部于 1985 年
10 月 21 日，即西安子公司成立
的第二天注册成立 ， 注册资金
1.19 亿元人民币，为日本横河电
机株式会社独资， 并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将企业经营期限从
1985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0 日变更延长至 2045 年
10 月 20 日。

而除了横河电机 (中国 )有
限公司外，位于济南和新疆的两
家分公司同样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济南分公司原因为无法通
过登记的住所联系到企业，而新
疆分公司原因为未按照《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在规定期限内
公示年度报告，而这两家分公司
的负责人均在 2015 年从原来的
浜中荣司变更为竹之内弘典，而
据公开资料显示，竹之内弘典已
经是包括惠州、 广州、 北京、成
都、重庆在内所有子公司的负责
人。而作为总部的上海横河电机
(中国 )有限公司，《公益时报》记

者发现该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 6 月分别进行了两次董
事会变更，而在最近一次的变更
中，浜中荣司已经不在该公司董
事会。

作为中国总部，位于上海的
横河电机 (中国 )有限公司年度
报告中显示，该公司当年营业总
额超过 8 亿 ， 利润总额为 792
万 ，净利润 411 万 ;而到了 2014
年，该公司营业总额下降为 7.45
亿 ，利润总额为-2494 万 ，净利
润为-1988 万 ;2015 年， 该公司
营业总收入继续下滑 ， 为 6.69
亿 ，利润总额为-2610 万 ，净利
润为-3100 万元。 《公益时报》记
者逐一查询其各地分公司近三
年年报，但均未公布其营业额及
净利润。

《公益时报 》记者在横河电
机 (中国)有限公司官网了解到 ，
该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分别在
汶 川地 震 和 玉树 地 震 中捐 款
75.8 万元和 2.8 万元 ;而从 2005
年至 2010 年间， 横河集团中国
各相关公司开展对就学困难的
贫困地区儿童进行学费资助活
动 ，共资助 653 名儿童 ，资助总
金额 28.298 万元。

� � 2015 年 11 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和“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组织学员
赴日本横河电机学习。 这是基金会的主要项目。

2 月 15 日发布的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