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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0079

1995-04-06 业务主管单位 卫生部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50号院豪柏大厦 C１－－907

51901903 互联网地址 http://www.adfc.org.cn

陶斯亮 原始基金数额 11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48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6,154,500.66

本年度总支出 6,586,303.5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078,622.5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30,612.49

行政办公支出 220,729.51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98.7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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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0

3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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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7,936.02 13,932,555.42 流动负债 1,230,447.02 0.00

其中：货币资金 6,128,146.02 13,462,7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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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69.21 133,124.65 负债合计 1,230,447.02 0.00

净资产合计 11,114,558.21 14,065,680.07

资产总计 12,345,005.23 14,065,680.0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345,005.23 14,065,680.0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8,000,000.00 3,495,486.8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114,558.21 10,570,193.2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7,874.23 6,459,551.19 6,537,425.42

其中：捐赠收入 0.00 6,459,551.19 6,459,5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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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6,303.56 0.00 6,586,303.56

（一）业务活动成本 6,078,622.57 0.00 6,078,622.57

（二）管理费用 394,646.61 0.00 394,646.61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13,034.38 0.00 113,034.3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964,064.36 -10,964,064.36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455,635.03 -4,504,513.17 -48,8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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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监事：于晓明 李鹏飞

A New Idea for Coping With Radiation Refugees

日本欲出新招安置福岛核事故难民
� � 福岛县一处废弃的村落里，
有一条小河， 河水涓涓而流，河
谷盛开着大片大片紫色鸢尾花。
这里被人们称之为“密语之道”。
道路旁，清澈的溪水从竹筒里潺
潺流出，那是从“神山”山顶流
下来的溪水，一块手写的木牌热
情地邀请游客啜饮这甘露。 然
而，随着辐射探测器一阵尖锐的
信号声响起 ， 甘露不再是甘
露———神水被检测出含有铯-
137。 村落周围所有动植物都含
有这一元素，现在连来自神山之
巅的神水也无法幸免于难。“密
语之道” 对面房子的窗户上，贴
着一首又一首语调轻蔑、嘲讽东
京电力公司的短诗。 这次核事故
几乎把福岛变为灾难之城，而村
落附近的福岛核电站，便是归东
电所有。 短诗中有一首极似俳
句：“心伤临时屋， 拜君所赐，东
京电力公司。 ”

离乡之痛

海啸和核电站事故发生至
今已经快 15 个月了，然而，将近
10 万由于辐射而不得不转移的
灾民却依旧感受着家园不再，身
居异处的苦楚 。 若松承太郎
(Jotaro Wakamatsu)是一名反核诗
人， 住在核电站附近 20 公里隔
离地带的边缘，他有感于 4 个当
地居民的自杀，写了一些诗。 在
这 4 名死者中， 有一位 93 岁的

老太太是上吊自杀，她在遗书里
说，她最想要的安置方式就是走
进墓地。

大多数转移的灾民，或者用
东电的赔偿金租个公寓，或者住
在窄小到只能放一张床垫、一个
电视机和一台电冰箱的临时住
所。 这些临时住所安置在町镇
里，然而，即使是在这些町镇，辐
射水平也经常超出国际标准界
限。 为此，家长们依旧十分担心
子女的身体健康。

辐射之苦

今年 4 月，日本政府对禁区
的一些村庄放松了限制，称在每
年辐射量低于 20 毫西弗的地区
做短期停留是安全的———只要
不在那里过夜就可以。 但是，日
本政府的这番“苦心”到目前为
止依旧让人们十分不满。

村民们说尽管清除土壤有
害物质的工作在不停地进行中，
但是很多危险区域的辐射都超
过了 20 毫西弗； 很多水源因为
辐射而不能再用；海啸和地震产
生的碎石瓦砾到处都是，因为受
到辐射而不能清除。 更糟糕的是
大家都没有工作可做，农民不能
种田，渔夫不能捕鱼。

事实上， 在被转移的灾民
中，最常听见的抱怨之一便是政
府的土壤净化工作，整项工程就
是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没有

什么实际用处。 政府把人们最为
关注的问题推到以后解决，可等
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早已适
应了新的学校，不会愿意再回到
自己以前的家园。 这样，他们以
前的社区将会四分五裂，最终被
人们所遗忘。

新政之忧

不过， 政府有一个新想法，
可能会给这些灾民所担心的问
题带来一线希望。 日本新复兴厅
的官员安藤吉生 (Yoshio Ando)

说新建设的临时町可能会跟自
治区很相似， 距核电站最近的
四町———双叶、奥间、浪江和富
冈的居民将会先住进这些町
镇，他们会有自己的学校，自己
的商店以及其他设施。 他说，这
样至少可以使这些町镇不至于
分裂。

要实行这一计划，需要克服
很多难题，包括怎么在这些町镇
征税，征得的税收收入如何使用
等。 不过，被转移的町与町之间
以及可能会接受这些灾民的其
他町镇都开始了磋商咨询事宜，

看能否找出行得通的办法。 当地
居民对这个想法很是欣喜，但是
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这无异
于‘画地作饼’。 ”鹿屋盛寿(Mori－
hisa Kanoya)这样说道。 他是浪
江町的一名老渔夫，现在住在
一个窄小的临时房 ， 离海很
远。 他的意思是这个想法只是
个空中楼阁。 其他的人，虽然
也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依旧表
示重建终于真正地开始了，当
然，这语气就不是那么自信和肯
定了。

（据《经济学人》网站）

日本地震一年有余，仍有超过 10 万从福岛撤离的民众住在简易的安置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