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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弢

7 月 12 日，首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隆重
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发来贺信，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宣布慈展会开幕，全
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孟复出席开幕式。 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回良玉在贺信中说，公益慈
善事业是奉献爱心、 彰显美德、
服务民生、 促进和谐的崇高事
业。 近年来，我国公益慈善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在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赈灾和改善民生、促进
社会事业发展上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举办国家级、综合性
的慈展会，集中展示我国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成果，有利于弘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现代慈善
精神，是推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有益尝试， 意义十分重
大。

回良玉说，慈心为人，善举
济世， 加快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是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 希
望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进一步
发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
精神，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向需
要帮助的人们奉献更多的关爱。
希望各级各类公益慈善组织不
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开展交流
合作，努力提高社会公信力和专

业化水平，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中发挥重要载体作用，不断扩大
公益慈善活动范围和社会效果。

回良玉强调，各级政府和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公益慈善事
业，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和激励机
制，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增强
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
动力，促进公益慈善组织公开透

明、健康发展，共同开创公益慈
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
贡献。

李立国致辞指出，现代公益
慈善事业目前依然面临着发展
不足和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做
好完善法规政策、壮大公益慈善
组织、培育专业人才、理顺体制

机制等工作。 按照社会化、规范
化、专业化和公开、公正、公平的
要求，广泛传播慈善文化，普及
“人人可慈善”的理念，为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政
策和舆论环境，努力创新慈善载
体和平台，不断扩大公益慈善主
体，形成全民参与、共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

的新局面。
李立国表示，首届慈展会必

将成为一次公益行业发展的盛
会、全民参与慈善的盛会和现代
慈善文化传播的盛会，必将催生
和弘扬现代公益慈善的新理念、
新思路、新模式，助推中国公益
慈善事业不断创新实践和广泛
发展。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姜
力、窦玉沛、孙绍骋，中纪委驻民
政部纪检组组长曲淑辉一同出
席开幕式。

据介绍，首届中国公益慈善
项目交流展示会由民政部、国务
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
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 展会以“发展·融合·透明”
为主题，汇聚国内的公益慈善组
织（项目）、基金会、企业、教研机
构及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展
团，展示国内优秀的公益慈善组
织（项目）和公益创意。 这是我国
首次举办国家级、综合性公益慈
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此次展会
上，共有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全国 500 多家公益慈善组
织、企业设台参展。 展会主会场
面积 2.2 万平方米， 共设置静态
展示区、动态体验区、大型论坛
和沙龙、 公益项目电视大赛、公
益节庆、网络交流展示平台六大
板块。 展会期间举办了 10 场峰
会、41 场沙龙、18 场公益体验活
动。

回良玉致信祝贺 汪洋宣布开幕

首届中国慈展会在深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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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会展中心 6、7、8 号展馆举办，图为 6 号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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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7,044,662.82

本年度总支出 10,910,528.2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326,716.2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53,611.75

行政办公支出 213,887.5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03%

� � 本基金会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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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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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6,245.43 8,508,099.42 流动负债 1,505,900.33 6,255.43

其中：货币资金 9,706,245.43 8,508,0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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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85.75 31,270.75 负债合计 1,505,900.33 6,255.43

净资产合计 8,241,830.85 8,533,114.74

资产总计 9,747,731.18 8,539,370.1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9,747,731.18 8,539,370.1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484,513.49 8,378,100.2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57,317.36 155,014.4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981,509.15 8,220,303.00 11,201,812.15

其中：捐赠收入 65,000.00 8,220,303.00 8,285,303.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0,910,528.26 0.00 10,910,528.26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125,046.30 0.00 10,125,046.30

（二）管理费用 767,499.30 0.00 767,499.30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7,982.66 0.00 17,982.6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326,716.24 -7,326,716.2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02,302.87 893,586.76 291,283.8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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