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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调研广东社会组织管理工作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 专项资助 信息交流 业务培训 评选表彰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70号

1982-10-23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２１号

64463707 64463708 互联网地址 无

许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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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13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2010)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456,310.89

本年度总支出 2,089,652.5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40,854.3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01,552.25

行政办公支出 80,455.8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0.8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71%

� � 本基金会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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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0.00 500,000.00

500,000.00 0.00 50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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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624.37 385,876.40 流动负债 26,348.78 13,781.94

其中：货币资金 3,928,168.37 361,126.4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7,000,000.00 9,5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3,956.00 37,747.01 负债合计 26,348.78 13,781.9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998,231.59 9,909,841.47

净资产合计 10,998,231.59 9,909,841.47

资产总计 11,024,580.37 9,923,623.41 54,561,614.32 11,024,580.37 9,923,623.4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001,262.47 0.00 1,001,262.47

其中：捐赠收入 500,000.00 0.00 5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478,114.26 0.00 478,114.26

二、本年费用 2,089,652.59 0.00 2,089,652.5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741,404.39 0.00 1,741,404.39

（二）管理费用 182,008.05 0.00 182,008.05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66,240.15 0.00 166,2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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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390.12 0.00 -1,088,390.1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日期：2011 年 3 月 23 日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 五、监事：王广德

2 月 18 日，国家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率调研组到广东调研社
会组织及社区建设工作。 是日下
午，调研组一行在广州举行民政
部社会组织调研座谈会，听取广
东省政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
与社会组织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李立国在会上谈到，广东地
处改革开放前沿，走在全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前列。 在发展改革
中，创新意识强烈，善于从发展
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建

设的成功经验，在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改革中，注重社会组织改革
发展，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培
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
能力、依法监管社会组织”的新
路子， 形成了新的社会治理结
构，为全国提供了社会组织发展
与管理的好做法和成功经验。

广东省副省长刘昆表示，近
年来，广东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 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
织， 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管

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扶持政策
措施不断完善。 社会组织发挥作
用更加突出， 已形成门类齐全、
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参与
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不断提
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
作用显著提高。

刘昆谈到， 广东今年将推进
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一系列举
措，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社会能力，
着力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 自治
化和市场化。 改革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体制， 推进政府职能转移和
购买服务，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分
类扶持和监管体制。 同时重点培
育、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类、公益慈
善类、枢纽(联合)型、城乡基层群
众生活类等四类社会组织， 并强
化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据了解，19 至 20 日，调研组
一行分别进行社会组织代表和
省直有关部门座谈会，并到清远
市调研。

（据《南方日报》）

2 月 14 日， 全国减灾救灾
工作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出席会议
并讲话。福建省副省长陈荣凯到
会并致辞。

罗平飞认为，过去的一年各
级民政部门努力提高应急水平，
有效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着力加
强政策创制， 有力促进规范管
理；认真谋划长远发展，规划体
系衔接更加紧密；积极创新措施
手段， 防灾减灾意识显著提升；
继续坚持固本强基，基层能力建
设成效明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
主要得益于以人为本、民生优先
的理念，得益于依法推进、规范
运作的方式， 得益于统筹兼顾、
整体推进的方法，得益于尊重科
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得益于强
化基础、关口前移的导向。

罗平飞指出， 今年减灾救灾
工作要重点做好以下六方面工
作：一是继续做好冬春救助工作，
尽快下拨冬春救助资金， 努力加
大地方投入， 确保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 二是抓紧推进综合防灾减
灾工作，加快落实《国家综合防灾
减灾规划（2011－2015年）》；三
是深入开展政策创制工作， 进一
步提高减灾救灾工作的标准化、
规范化程度； 四是扎实做好灾害
救助工作， 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
急救助、 过渡性生活救助和倒损
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 五是加快
全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抓
紧实施中央储备库的新建和改扩
建工程，论证出台“十二五”时期
救灾物资储备体系规划； 六是加
快减灾救灾人才队伍建设， 统筹
做好岗位设置、培训鉴定、待遇保
障和职能发挥等方面的工作。

罗平飞强调，在当前的减灾
和救灾工作中，应重点强化四方
面的能力： 一是统筹协调能力，
要坚持统筹兼顾， 注重内部衔
接，强化内外整合；二是应急管理
能力， 要完善预警监测机制和应
急预案体系，加强基层力量；三是
社会动员能力， 要尊重人民群众
主体地位， 把握和引导好舆论宣
传，搭建资源整合平台；四是科技
运用能力，要树立现代思维方式，
加强救灾减灾科技支撑体系研
究，强化高新技术转化应用。

会议为福建省获得“全国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称号的社区代
表颁发了牌匾， 学习交流了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甘肃等地
减灾救灾工作经验，听取了专家
对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2011－2015 年）》的介绍，实地
考察了厦门、龙岩两市避难场所

建设和灾区农房恢复重建等情
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
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民政厅（局）分管减灾救灾工作
的厅（局）长、救灾处长和中央救
灾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参加了会
议，国务院应急办、财政部、总参
应急办等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应
邀出席会议。

云南逾 631万人受旱灾
国家启动
4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于 2 月
17 日 9 时针对云南省旱情启动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工
作组赶赴重旱区，查看受旱情况，
指导开展救灾工作。 针对当前云
南省部分地区受旱情况，2 月 16
日， 国家减灾委办公室组织召开
旱情会商会， 分析研判旱情发展
趋势，共同研究旱灾救灾工作。

据云南省民政厅报告， 截至
2 月 16 日 10 时， 持续干旱已造
成曲靖、楚雄、文山、昭通、大理、
临沧等 13州市 91 个县 (市、 区)
631.83 万人受灾， 饮水困难人口
242.76 万人， 其中生活困难需政
府救助人口 231.38 万人，饮水困
难大牲畜 155.45万头。

（据民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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