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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社区，让城市更加美丽

� � 本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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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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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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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28,788.98 159,031,803.72 流动负债 16,302,147.26 16,791,890.37

其中：货币资金 30,755,310.60 67,833,326.5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6,387,197.20 56,387,197.2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80,225,318.16 78,391,428.11 负债合计 16,302,147.26 16,791,890.37

净资产合计 259,031,657.08 277,884,788.66

资产总计 275,333,804.34 294,676,679.0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75,333,804.34 294,676,679.03

无形资产 892,500.00 866,250.00 限定性净资产 181,227,917.65 192,308,538.52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7,803,739.43 85,576,250.1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8,235,737.82 127,021,705.40 135,257,443.22

其中：捐赠收入 0.00 122,987,107.90 122,987,107.9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500,000.00 500,000.00

二、本年费用 116,404,311.64 0.00 116,404,311.64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8,791,984.93 0.00 108,791,984.93

（二）管理费用 5,975,651.17 0.00 5,975,651.17

（三）筹资费用 244,271.27 0.00 244,271.27

（四）其他费用 1,392,404.27 0.00 1,392,404.27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15,941,084.53 -115,941,084.5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7,772,510.71 11,080,620.87 18,853,131.58

投资收益 4,628,141.57 0.00 4,628,141.5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单位：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

五、监事：王富慧 黄锦辉 于伟加 邓志高 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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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87,107.90 0.00 122,987,107.90

92,966,232.84 0.00 92,966,232.84

8,976,059.35 0.00 8,976,059.35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07,589,117.82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83,524,629.28

本年度总支出 116,404,311.64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07,842,052.02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
额的比例） 129.11%（136.39%）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7.68%

管理费用 8,937,498.31

其他支出 -375,238.69

住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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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苑

如果说，“慈善之城” 是广
州的城市新名片，那么，社区慈
善便是这张新名片的闪亮一
笔。 事实上，在广州，公益慈善
早已走进社区，因地而异，各有
特色， 深刻影响着各地的社区
生活。

有观察指出，目前，广州市
已经有多个街道、 社区建立了
成熟的社区慈善服务体系或尝
试创新社区慈善模式。 例如，
荔湾区逢源街、 海珠区沙园
街， 不仅有各类枢纽型组织、
一线社工服务机构给居民提
供服务，还发动居民参与志愿
服务，在参与自助或者互助的
过程中，建立志愿者团队或义
工团队；白云区人和街，发动
本地资源， 成立社区基金，筹
措资金服务社区居民；天河区
车陂街， 将文化保育同社区慈
善结合。

长者义工服务邻里

2018 年 5 月 27 日，荔湾区
逢源街耀华社区非常热闹。 百
余名 60 岁以上的长者载歌载
舞， 庆祝文昌邻舍康龄社区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康龄中心”）
成立 20 周年。

逢源街位于广州西关老城

区， 是一个典型的人口老龄化
社区，常住人口 6 万多人，60 岁
以上长者超过 20%。 因应社区
居民的需要， 街道的社会服务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便开始引
进香港的先进服务理念和手
法， 促成了香港邻舍辅导会与
逢源街道办事处的合作， 由此
成立了康龄中心。 据逢源街党
工委原书记王辉介绍， 中心的
成立，首先是做好长者服务，再
引导他们帮助别人， 加入到义
工队伍。

今年 82 岁的陈杰禹陈叔
就是其中一员， 他是康龄中心
初创见证人之一。 后来，逢源街
成立广州市第一支长者义工联
队，陈杰禹被推选为大队长，一
直做到现在。如今，这支成立 16
年的长者义工队已经成为耀华
社区的一大特色， 定期开展探
访、巡逻、义修、义演等服务。在
街坊眼中， 他们是创建幸福社
区的重要力量，被誉为“常青不
老松”。

耀华社区，典型的老西关建
筑风格，大宅幽雅，小巷纵横悠
长。 一条条巷子，大体也就两三
米宽，曲曲折折，像迷宫般，刚走
出了这条小巷，又走进另一条小
巷。 巷与巷的交接之处，可能就
是一幢两层高的灰色楼。

不同于高楼大厦的垂直式
居住， 这里大都是邻里式的西
关大屋， 既方便社区居民串门
聊天，又保有市井的人情味。 左
邻右里互相照应， 在此尤为常
见。

和陈杰禹一样， 简艳梅也
是一名资深义工，她从 1998 年
开始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经常
探访辖内的孤寡、独居老人。

广州的众多社区， 活跃着
一批热心社会事务的街坊。 他
们或成立义工队， 或参与公益
组织， 举办各种各样的公益慈
善活动， 为社区居民解决众多
微小但又实在的生活困难，一
人有难，众人相助，让社区变得
更有凝聚力。

“民间河长”巡护车陂涌

2017 年 6 月， 车陂志愿者
服务队（总队）注册成立，汇聚
了多支以保护河涌为目标的
“民间河长”队伍，车陂涌因此
成了广州“民间河长”最多的河
涌之一。

2018 年 5 月以来， 高温笼
罩广州。 车陂涌附近社区的彭
姨顶着大太阳， 和巡河志愿服
务的志愿者一起沿涌巡护。“今
天巡查的情况很好， 水面有树

叶漂浮物，绿化带干净，无偷排
现象。 ”据彭姨介绍，逢周四，他
们就会到河涌巡查。 在彭姨看
来，这样的巡护并不难，只要坚
持，就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
“我们这队志愿者，都是感受到
社区的护涌氛围之后， 加入到
行动中来的。 ”

苏淦浩是土生土长的车陂
村民，他也是治水护涌的一名
志愿者。 他在朋友圈里写道 ：

“现在的车陂涌每天都在变
化。 如果你几年前来过，今年
再来，会发现涌水由黑臭变清
幽。 景色美了，环境好了，居民
心情好了， 社区氛围自然和
善。 ”

如今， 车陂涌的巡护志愿
者规模，从去年的零星几人，扩
大到上百人。 这些变化，让苏志
均看到了在地保护力量的成
长。

环境的改善， 同时吸引着
更多人去扒龙船。 在车陂龙舟
赛结束后，“扒仔” 们久久不愿
离去， 在河涌中互相泼洒着水
花，嬉闹欢腾。

此外， 为了让居民更深入
了解社区文化，推动本土人士
与外来人口的文化融合，增强
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广州市天河区车陂龙舟文

化促进会引入“爷爷奶奶一堂
课”品牌。 这是成都市和川公
益发展中心（和公益）的品牌
项目，即邀请德高望重 、有一
技之长的老人走进学校或社
区， 给孩子上一堂乡土文化
课。

2017 年的冬至， 车陂街隆
兴苏公祠内，40 多位车陂小学
的孩子围坐在长者苏文洽、苏
镇昌身旁， 听他们讲述本土的
宗族迁移故事、 旧时传唱的民
谣。“孩子受教育、老人得尊重，
文化有传承。 ”苏志均希望，传
统文化能一代代传承下去，不
被遗忘。

2017 年，“车陂村扒龙舟”
成功入选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同年 11 月，车陂“一
水同舟守望相助” 社区公益项
目获第二届广州市社会创新奖

“十佳社会创新项目”。
“一水，即珠江水；同舟，即

同舟共济之精神；守望相助，是
为车陂社区搭建公益项目平
台，让车陂做好社区营造。 ”关
于未来 ， 苏志均有美好的期
待--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车
陂文化能与公益、旅游、环保、
时尚跨界交融， 打造广州慈善
新地标。

（据《善城 》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