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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将考虑采取对器官捐献者进行经济
补偿的政策。 比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者家庭的医疗保险、困
难救助、学费优惠、税收减免，包括殓葬费用等都可以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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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8,977,309.33

本年度总支出 4,046,371.5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099,462.8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24,893.21

行政办公支出 448,588.3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34.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1.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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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0,000.00 0.00 4,350,000.00

4,350,000.00 0.00 4,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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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7,885.07 5,518,265.72 流动负债 4,756,021.63 2,966,595.74

其中：货币资金 5,982,643.01 3,668,463.6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300,000.00 3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078,634.35 1,036,617.86 负债合计 4,756,021.63 2,966,595.74

净资产合计 3,460,497.79 3,888,287.84

资产总计 8,216,519.42 6,854,883.5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216,519.42 6,854,883.5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044,769.57 4,640,769.5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415,728.22 -752,481.7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24,161.55 4,350,000.00 4,474,161.55

其中：捐赠收入 0.00 4,350,000.00 4,3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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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6,371.50 0.00 4,046,371.50

（一）业务活动成本 3,099,462.89 0.00 3,099,462.89

（二）管理费用 873,481.53 0.00 873,481.53

（三）筹资费用 67,235.39 0.00 67,235.39

（四）其他费用 6,191.69 0.00 6,191.6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754,000.00 -2,754,00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168,209.95 1,596,000.00 427,790.0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张进战

� � 11 月 13 日， 山东省菏泽市
东明县 18 岁青年袁振的母亲陈
爱云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
表》上签字按手印。 这是媒体报
道的菏泽市首例器官捐赠案例。

几日后，11 月 22 日，卫生部
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表示，我国
正在创建符合国情的器官捐献
和移植体系，并摆脱对死刑犯器
官捐献的依赖，中国的器官捐献
体系将考虑纳入一定的刺激机
制，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
偿。 比如减免器官捐献者及其家
人的住院医疗费用、减免器官捐
献者的殓葬费用等。

据悉，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
会于 2010 年 3 月 2 日启动人体
器官捐献试点工作， 截至 2012
年 3 月，全国试点范围已经扩大
到 16 个省（市、区）。 到 2012 年 9
月 30 日，38 个试点单位完成人
体捐献 465 例，捐献器官共 1279
个。

“刺激机制”

据介绍， 器官捐献的登记、
分配、保存、器官的获取等都会
涉及必要的经费需求，考虑到器
官捐献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的
医疗费用负担和捐赠者的困难，
提供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
比如住院医疗费用的减免、捐赠
者家庭的医疗保险、 困难救助、
学费优惠、税收减免，包括殓葬
费用等都可以纳入考虑。

黄洁夫称，器官移植将考虑
纳入刺激机制，卫生部门、医院、
医生都不参与其中，将主要是由
红十字会部门来进行。 据悉，在
国际上的器官捐献也有经济刺
激的办法。

早前，黄洁夫曾回应如何构
建透明公正的捐献体系的问题：

“中国针对器官捐献的三个分类
标准都制定了严格的实施流程，
确保所有的器官捐献都遵循自
愿、知情、同意的原则，实施过程
中都要多次获得家属同意。 ”

捐献试点

袁振因遭遇车祸一直昏迷
不醒，且意识完全丧失。 11 月 24
日晚 11 时 30 分，因器官衰竭，袁
振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 25 日
凌晨 1 时许，山东省内权威医疗
机构专家结束了器官、角膜提取
手术，分别从袁振身上提取了眼
角膜、肝脏、肾脏等器官。

“这些器官将分别给需要的
人，帮助他们恢复光明、挽救生
命。 ”菏泽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
人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
目前全世界的器官供需比平均
是 1：25， 即有 25 个人需要的时
候，一个人捐献。 美国的器官供
需比为 1：4，英国是 1：3，中国则
是 1：150。

就我国目前现实看，公民捐
献意愿低迷造成的“器官荒”问

题已经相当严重，迫切需要尽快
破解。 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
话说，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民器
官捐献体系， 移植事业将成为
“无源之水”。

两年半以前，2010 年 3 月，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首先在
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广
东、江西、福建厦门、江苏南京、
湖北武汉等十个省市开始试点。
同年 4 月 20 日， 广东省人体器
官捐献试点也正式启动。

红会的作用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
协委员，黄洁夫曾表示，中国正
在制定政策规范器官捐献。 黄洁
夫透露，目前正在做器官捐献的
网络，全国范围内的器官捐献和
分配由红十字会主导，并为心跳
死亡设了三个标准， 训练一支
160 多名专家组成的死亡鉴定队
伍，人道主义救助来自于政府社
会和医院，要训练一支队伍进行
死亡鉴定。

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
的一次发布会上，中国红十字会
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人体器
官捐献，目前中国红十字会主要
有六个方面的协同职能：一是宣
传推动； 二是报名登记工作；三
是捐献的见证；四是参与器官分
配；五是缅怀纪念；第六项职责
是人道救助。

（本报综合报道）

由红会主导

我国拟以经济补偿刺激器官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