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广东、 北京、
上海等地从 2011年
开始陆续放开社会
组织直接登记之后，
浙江省也开始有切
实行动。

“

”

今年 10 月份， 宁波龚学明
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社会
组织登记表，由他创始的蓝天下
爱心工作室终于可以在民政部
门正式登记了。

龚学明的蓝天下爱心工作
室成立于 2008 年， 他在宁波开
始做爱心助学则更早，但是因为
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工作室成
立 4 年以来一直都没能在宁波
市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 没有
合法的身份，在开展活动时束手
束脚，困难重重。 龚学明也一直
在尝试与民政部门沟通，直到今
年 10 月份，他终于迎来了转机。

2012 年 10 月 10 日，宁波市
发布《关于公益类社会组织直接
登记的若干意见（试行）》，放开
公益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 几
乎是与宁波同时，温州市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的意见》1+7 系列文件，其中规
定，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等
社会组织申请成立登记时，对开
办资金不作要求。

这意味着，在广东、北京、上
海等地从 2011 年开始陆续放开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之后，浙江省
也开始有切实行动。

直接登记的宁波样本

宁波市本次颁布的政策是
直接针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具
体包括从事扶贫济困、 救孤助
残、助老扶弱、赈灾救援等业务

为主的慈善类社会组织；无法明
确业务主管单位或业务主管单
位明确表示不承担业务主管职
责， 但社会服务发展需要的、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的公益
服务性社会组织。

宁波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崔
秀朋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公益类社会组织在很多
方面触及到原来政府部门没有涉
及的问题， 是政府职能的有效补
充， 而宁波市目前登记注册的公
益类社会组织还为数不多， 这也
是今年出台这项政策的原因之
一。今年上半年，宁波市民间组织
管理局对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现状
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除部分社
区幼儿园及少数社区服务中心
（占调查总数的 14%）进行了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外， 其余均未经
任何部门登记。

崔秀朋说， 社会组织登记遇
到的最大困难， 是难以找到业务
对口并愿意承担管理职责的业务
主管单位， 其次是 3 万元的注册
资金、场地租赁等问题。宁波市民
政部门多次邀请市内社会组织负
责人座谈商讨， 根据现实存在的
问题出台了具体解决办法。 符合
直接登记范围和法定设立条件但
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的公益类社
会组织，民政部门经审查核实后，
可以同时作为该社会组织的登记
管理和业务指导单位。 对注册资
金、 住所场地等条件一时无法达
到法定要求条件的组织也适当给

予变通。 参与过民政部门座谈的
蓝天下爱心工作室负责人龚学
明， 在政策推出后很快就接到了
通知，登记程序正在进行中。

崔秀朋表示，一年的时间相当
于社会组织的孵化期，一年之后，政
府会视情况给予扶持。 如宁波草根
NGO满天星儿童成长服务中心，
就是此前在宁波市海曙区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孵化出的第一家正式登记
的公益组织， 也是海曙区第一家民
营自闭症康复机构， 获得了区政府
在场地、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

温州试行零注册资金登记

温州市此次开展的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更为
丰富。 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
法、 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工作、安
排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对社会
组织进行培育扶持、建设社会组
织服务平台等方面都出台了十
分具体的实施细则。

温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副
局长蔡建旺在接受《公益时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方面，原来承担归口管理职
能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
导单位。 取消了原业务主管单位
在社会组织成立登记、 变更登
记、 注销登记和年检的前置审
查，着重突出了业务指导单位要
在相关业务领域内加强对社会
组织的信息发布、 政策引导、职
能转移、 资金扶持方面的职责。
社会组织原则上需要有业务指
导单位，对确实找不到业务指导
单位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要求的公益服务性社会组织适
当放宽限制。 在注册资金方面，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申
请成立登记时，开办资金可减至
1 万元， 公益慈善类、 社会福利
类、社会服务类和基层社区社会
组织申请登记的，对开办资金不
作要求。 也就是说，公益慈善类
社会组织可以零注册资金登记。

此外，蔡建旺表示，温州市
还将启动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
管理试点工作，已得到浙江省民
政厅的“原则同意”，正在进行一
些细节方面的准备和对接。

双重管理仍难突破

地方的社会组织登记改革
让人鼓舞，但反观此前已经试行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地区，效果
尚有待观察。 今年 7 月 1 日起，

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除了特
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均可直接在
民政部门登记，不用再找业务主
管单位挂靠。 而早在年初，北京
市民政局也提出，将研究探索推
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
务指导单位转变。 然而在探索阶
段， 新的政策效果并不十分明
晰，双重管理体制实际上没有真
正突破，寻找挂靠单位依然是制
约民间组织发展的主要问题。

以成立于 1982 年的北京汇
天羽信息咨询中心为例， 该机构
是专门针对残疾人开展公益服务
的NGO。创办人吴润玲在登记过
程中多次碰壁。至今，汇天羽的名
字还是在北京工商局的企业名录
中， 既不能享受免税等各类优惠
政策， 也因为企业的身份而难以
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扶持资金。

目前， 对于各市开展的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改革， 浙江省民政
部门暂无指导意见出台， 但是已
将“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
出台当地政策”作为 2012 年度对
市一级的考核目标任务， 省委书
记赵洪祝也在浙江省民政大会上
提出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在降低准入门槛后，如何有
效监管成为另一个问题。 温州市
已着重构建综合监管机制，如财
务审计监督、年度审查等，并开
始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 宁波
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崔秀朋则
表示，为保证政府扶持资金得到
有效使用，会加强监督管理。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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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业务培训 国际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24号

1981-09-08 业务主管单位 商务部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富国街 2号院南楼 4层

63344576 互联网地址 www.chinateafund.cn

王宪章 原始基金数额 2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4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4,392,530.43

本年度总支出 2,118,564.7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969,639.6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0,222.00

行政办公支出 118,513.0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0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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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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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1,431.72 23,060,542.74 流动负债 133.11 133.11

其中：货币资金 5,773,325.72 22,960,7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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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31.82 127,886.86 负债合计 133.11 133.11

净资产合计 24,392,530.43 23,188,296.49

资产总计 24,392,663.54 23,188,429.6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4,392,663.54 23,188,4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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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2,530.43 23,188,296.4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914,330.80 0.00 914,330.80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900,000.00 0.00 900,000.00

二、本年费用 2,118,564.74 0.00 2,118,564.74

（一）业务活动成本 1,969,639.65 0.00 1,969,639.65

（二）管理费用 148,735.09 0.00 148,735.0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90.00 0.00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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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233.94 0.00 -1,204,2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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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范永强

浙江部分城市试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