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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工培育计划”
企业社工认知度调查在京启动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开展红十字人道主义救助活动，促进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协助政府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办学条件，扶

危济困，敬老助残。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基证字第 0056 号

1994-03-15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3 号

65124154 互联网地址 www.crcf.org.cn

郭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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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35,360,376.49

本年度总支出 323,541,892.9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12,944,933.5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233,446.49

行政办公支出 3,909,215.7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32.9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83%

� � 本基金会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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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57,476.24 10,832,940.21 117,190,416.45

105,524,508.85 10,832,940.21 116,357,449.06

47,651,908.60 0.00 47,651,9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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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827,772.90 555,198,979.62 流动负债 108,313.09 4,659,666.96

其中：货币资金 639,112,275.60 554,589,6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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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749.10 1,268,802.56 负债合计 108,313.09 4,659,666.96

净资产合计 641,364,208.91 551,808,115.22

资产总计 641,472,522.00 556,467,782.1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641,472,522.00 556,467,782.18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50,000,000.00 50,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591,364,208.91 501,808,115.2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233,985,799.30 0.00 233,985,799.30

其中：捐赠收入 117,190,416.45 0.00 117,190,416.45

政府补助收入 88,566,300.00 0.00 88,566,3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323,541,892.99 0.00 323,541,892.99

（ 一）业务活动成本 312,944,933.53 0.00 312,944,933.53

（ 二）管理费用 9,142,662.24 0.00 9,142,662.24

（ 三）筹资费用 1,454,297.22 0.00 1,454,297.22

（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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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556,093.69 0.00 -89,556,093.6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4 月 12 日五、监事：徐猛 张莉

5 月 21 日“中国企业社工
培育计划” 企业社工认知度调
查在京启动。 本次调研活动是
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指导下，
由易才集团、 恩三基金会及公
益时报社联合北京零点指标数
据公司共同发起的公益活动，
旨在通过对企业社工课题的调
查研究， 了解企业和企业员工
对社工的具体需求， 培训相关
人员企业社工技能， 指导企业
社工相关工作， 在服务企业员
工的同时唤起社会公众对企业

社工的了解和关注， 建立企业
社工服务指导中心， 建立企业
社工服务模式， 为今后全面深
入开展社会工作打下良好基
础。

据悉， 本次调查将在全国
范围内展开，其中北京、上海、
杭州、深圳、成都为调查重点，
计划历时两个月时间， 采用定
性深访与定量访问相结合的方
式， 访问企业管理者、 企业员
工、企业社工、社工服务机构工
作人员、 企业社工领域专家学

者五类人群。 通过对他们的走
访调查，了解企业社工认知度、
企业社工发展现状、 受益人群
满意度、 现阶段企业及企业员
工核心需求、 企业社工及相关
工作人员的感知与需求等五个
方面内容。

企业社会工作是当今许多
西方企业应对雇佣关系的通用
策略。 该策略源自上个世纪六
七十年代的英国“员工协助计
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
grams，简称 EAPs），后来被美国

企业界普遍借用。 它是由企业
为员工设置的一套长期、 系统
的福利支持项目， 涉及人力资
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职业健
康和安全、 家庭生活、 维权行
动、 裁员和退休服务以及日间
照顾等项目， 并雇有专业社工
参与执行， 这些社工称为企业
社工（Corporate Social Workers,
也有称 Industrial Social Work－
ers, 或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ers）。 根据企业的规模或
性质的不同，有内置模式、外包

模式、联合模式、协会模式等。
事实证明，企业社工在介入

和调节雇佣关系上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它是把社工专业服
务延伸到企业领域，运用社会工
作的方法服务企业员工、管理者
和消费者，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
和与企业有关的社会公共政策，
以员工身心健康、职业发展与规
划、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以推
动社会、企业与员工的共赢发展
为目标。

（胡彬）

近日， 由北京市紧急救援基金会
发起的“善者恒乐”———公益拍卖活动
（救助雅安暨筹建专业救援队艺术品
拍卖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此次
拍卖会所得善款旨在救助芦山县双石
镇石凤村灾民，推动防灾减灾、紧急救
援事业等相关工作。

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紧
急救援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镛介绍：
北京市第一支国际中型标准的专业
应急救援队———北京市紧急救援总
队将于 10 月 13 日“世界防灾减灾
日”前完成组建，建队后将随时根据
北京及外地灾情需求参与救援，并为

北京各社区救援队的建立进行培训
指导。

刘镛说：“4·20 的芦山地震， 牵动
了全国人民的心。 北京市紧急救援基
金会在得知消息后做出应急响应，代
表北京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通过参与汶川地震救援、北京 7·21 特
大暴雨灾害救援和芦山地震救援等救
援工作后， 我们意识到， 良好的专业
性、 组织性和团队合作性是救援的关
键， 一线救灾更需要专业的队伍和设
备。 因此，为加快构建应急救援工作体
系， 组建一支能代表首都参与紧急救
援的队伍势在必行， 也是未来灾区指

挥部门的迫切需要。 ”
据了解， 即将成立的北京紧急救

援总队本着自愿参加、自我管理、自我
约束的原则， 由中国国际救援队，武
警、消防、解放军等部队退伍官兵以及
各急救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组成，他们
都具有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 并且热
爱社会公益事业。 拟建一支 36 人（不
含预备队员）、装备齐全、经培训考核
合格符合国际中型标准的专业应急救
援队伍，凡热爱志愿工作、年满 22 周
岁至 55 周岁的公民，经审查考核合格
后均可加入紧急救援队伍。

（张雪弢）

北京将筹建紧急救援总队
“神华爱心行动”宣传
活动在诸城市举办

2013 年 6 月 2 日，由诸城市社会工作协
会主办的“搭建爱心之桥真诚守护生命———
寻找先天性心脏病、 白血病患儿神华爱心救
治行动”宣传活动在该市中百大厦广场举办。
近 80 名社工和义工参加了宣传活动，活动当
天发放宣传材料 8000 余份，同时在诸城电视
台、诸城信息港、潍坊日报今日诸城、诸城手
机报等媒体广泛宣传。

山东省诸城市社会工作协会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 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争
取到“神华爱心行动”落户诸城，为诸城市的
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患儿带来了福音，活动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刘桂娟 贾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