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慈溪小志愿者吴昊天现场展示面塑技艺

各类组织在志愿服务洽谈会现场宣传

■ 本报记者 王会贤宁波市举办首届志愿服务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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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资金支持，是很多草根
公益组织进行志愿活动的瓶颈，
尤其是尚未正式注册、 规模小、
缺少社会资源的小型组织。 为了
破解志愿服务中存在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为各类参与、支持志
愿服务的个人、组织搭建一个开
放、高效的交流对接和资源整合
平台，近日宁波市举办了一场以

“汇聚爱的力量” 为口号的志愿
服务洽谈会，为公益组织和爱心
企业、个人牵线搭桥。

建立志愿者、项目、资源
对接平台

宁波市首届志洽会由宁波团
市委、民政局、工商联、慈善总会、
宁波日报社等几家机构联合举
办， 将参与机构分为志愿服务提
供方、支持方、需求方和参与方，
并为志愿服务供应方提供现场摊
位展示。 志洽会最大限度动员各
方资源， 为希望支持志愿服务发
展的企业、机构提供渠道，为有心
参与志愿服务的社会团体提供舞
台发挥自身价值，实现“志愿者、
项目、资源”的无缝对接。

宁波市志愿者服务指导中
心的工作人员赵女士告诉记者，
大会设立了项目评审委员会，负
责申报项目的评审，以及洽谈成
功后项目计划书的再审核。 洽谈
成功的项目， 大会作为监督方与
企业和公益组织签订三方协议，
并设立了财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洽
谈资金的审核、 公益资金入出账

的监督和全程财务审计。 志洽会
从 3 月份开始报名，13 日当天，
184 个公益志愿组织和上百家爱
心机构参与，涵盖了生态环保、扶
老助残、文体科普等多个领域。最
终，135 个志愿服务项目现场对
接，接受捐助资金 410万元。

“以前做志愿服务项目，总被
资金绑住手脚； 现在终于有平台
顺利对接资金， 自然尽可能在项
目设计和资金透明上做到最好。 ”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徐忆妮说道， 并表示今
后还将主动将爱心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资助方，在监督下让每一份
爱心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提供孵化培育支持

赵女士告诉记者，本次志洽
会对申报项目提出了很具体的
要求，如项目实施时间原则上持
续到 2014 年底， 申报项目实施
经费则要求在 8 万元以内，但为
了不给草根组织设立太多门槛，
并没有限制必须注册、必须有固
定办公地点等条件，而事实上申
报的组织大多也是没有注册的。

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方面考
虑到大项目难以执行和管理，另
一方面则希望对中小型公益组
织起到培育支持作用。 小型组织
的特点是活动内容专一、有相对
固定的志愿人员，可以做好小项
目。“这些组织很多并不成熟，有
项目、有活动成果，也有资金需
求。 志洽会的目的之一也是引导
社会组织向更成熟和专业发展，
提升它们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
能力。 ”赵女士说。

大会还制定了志愿服务组
织孵化计划和项目支持指引。 成
立一年左右的“美丽心灵”志愿
者团队，在大会上成功募集了一
批来自高校的志愿者，并和鄞州
偏远的外来工子弟小学取得了
联系。 该团队还将和其他 4 家青
年公益组织一起，成为第一批入
驻宁波市志愿者指导中心的志
愿服务组织， 接受专业孵化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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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46,425,807.75

本年度总支出 23,046,755.5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2,580,821.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31,222.26

行政办公支出 334,711.9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5.4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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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27,498.35 0.00 59,127,498.35

57,862,601.44 0.00 57,862,601.44

2,482,625.90 0.00 2,482,6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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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14,604.20 154,681,524.70 流动负债 4,247.76 22,932.74

其中：货币资金 76,414,604.20 80,581,524.70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5,000,000.00 31,545,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5,451.31 1,429,938.09 负债合计 4,247.76 22,932.74

净资产合计 146,425,807.75 187,633,530.05

资产总计 146,430,055.51 187,656,462.7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46,430,055.51 187,656,462.7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7,201,540.19 86,282,901.0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69,224,267.56 101,350,628.9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3,028,681.70 31,208,241.13 64,236,922.83

其中：捐赠收入 27,919,257.22 31,208,241.13 59,127,498.35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510,382.73 0.00 510,382.73

二、本年费用 23,046,755.53 0.00 23,046,755.53

（ 一）业务活动成本 22,580,821.35 0.00 22,580,821.35

（ 二）管理费用 465,934.18 0.00 465,93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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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0,821.35 -22,580,821.3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32,562,747.52 8,627,419.78 41,190,1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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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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