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接受捐赠、专项资助、国际合作、咨询服务、其它符合本会宗旨的活动。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29号

1989-08-30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东路新纪元家园 2号楼 7单元 303室

62767071 互联网地址 www.wuzuoren.org

范迪安 原始基金数额 3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89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0,783,794.69

本年度总支出 1,931,887.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126,746.3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90,657.47

行政办公支出 52,779.57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9.7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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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000.00 0.00 3,570,000.00

3,570,000.00 0.00 3,570,000.00

560,000.00 0.00 5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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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614.11 372,772.67 流动负债 7,655.60 16,114.14

其中：货币资金 596,614.11 372,772.6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9,954,915.32 11,947,224.75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239,920.86 202,175.39 负债合计 7,655.60 16,114.14

净资产合计 10,783,794.69 12,506,058.67

资产总计 10,791,450.29 12,522,172.8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791,450.29 12,522,172.8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664,913.37 4,401,217.93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8,118,881.32 8,104,840.7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84,150.98 2,970,000.00 3,654,150.98

其中：捐赠收入 600,000.00 2,970,000.00 3,57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77,363.15 0.00 77,363.15

二、本年费用 1,931,887.00 0.00 1,931,887.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2,126,746.39 0.00 2,126,746.39

（二）管理费用 -194,859.39 0.00 -194,859.39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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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0.58 1,736,304.56 1,722,263.98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4 月 12 日五、监事：马宝琛

6 月 6 日，“2013 年公共政策
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民生
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同时由
北京师范大学“民生发展报告课
题组”起草的《2013 中国民生发
展报告》正式发布。《2013 中国民
生发展报告》的主题是“新城市
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 该报告
显示，省级民生指数排名大致呈
现东高西低的区域集中性，但相
比以往年份，部分中西部地区进
入中上游梯队，正逐渐打破明显
的区域界线。 报告还指出继续按
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推行新型城
镇化就有可能存在四大隐忧，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

量化分析

报告起草人之一、 北京师范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兼政
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指出，

“这份报告是对中国民生问题研
究的深入和深化，也是《2012中国
民生发展报告： 跨越变革世界中
的‘民生陷阱’》的继续。 ”两年前，
国内首份民生发展年度报告
《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发布，
报告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民
生进展状况， 分析了中国民生发
展“十二五”面临的诸多挑战，编
制“2010中国民生发展指数”。 此
后，该报告每年编制一次。

唐任伍介绍，《2013 中国民

生发展报告》对中国总体和区域
情况做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省
级民生指数排名大致呈现东高
西低的区域集中性，但相比以往
年份，正在逐渐打破明显的区域
界线，部分中西部地区进入中上
游梯队；排名表现出较强的区域
经济实力相关性，但二者并非一
致，中部地区重视民生发展的迹
象明显；从近半数地区的民生发
展指数排名超过其人均地方生
产总值排名，可以看出地方政府

把民生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做
法已在 2013 年显效。

报告对中国 30 个省、 自治
区、 直辖市的民生发展进行了测
度和评价，“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
指数”在报告中发布。北京今年以
0.707 的分数继续蝉联第一，接下
来是上海、天津紧随其后。与前两
年的排名相比，排名前 10 的省份
中变化较大的是重庆和河北。
2013年重庆首次进入前 10名，而
河北则从前 10 名跌出。 云南、甘

肃和贵州则分别以 0.258、0.256
和 0.217的分数位居后三位。

民生隐忧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
告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2012 年年末城市化率达
52.57%。但是，由于中国民生历史
欠账太多，民生保障和改善的法
制和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时代的
步伐， 民生改善和发展进展缓

慢，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
比， 城市化还存在着相当多、相
当大的问题。 其中，城市化带来
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因城市化而
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民生问题。

唐任伍强调:“今年的民生发
展报告以新城镇化进程中的民
生隐忧为主题，继续按照过去的
发展模式推行新型城镇化就有
可能存在四大隐忧。 ”

第一大隐忧是耕地减少，粮
食危机； 第二大隐忧是资源恶
化，环境被破坏；第三个隐忧是
新型城镇化形成以后，人口的生
活质量在下降；第四个隐忧是被
城市化， 尽管农民进入了城市，
上了楼，但是他们的心没有皈依
这个城市，这是被城市化。

化解之策

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环
境下的各项民生隐忧， 开拓了民
生发展的新道路。在价值取向上，
着眼于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权利、
促进社会公正、加强人文关怀；在
框架上，提倡以“政府主导，精英
推动，上下结合，共建共享”为行
动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倡导以经
济驱动、社会调节、法律支持、文
化滋养等切入和落实。 沿着这条
新的民生发展道路， 本报告也同
时适时提出了新城市化环境下各
项民生隐忧的具体化解之策。

民生指数大致呈现东高西低 城市化进程暴露四重隐忧

《2013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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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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