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将于九月在深圳举办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04 新闻
２０13．7.2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News

7 月 1 日， 第二届中国公益
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

“中国慈展会”）新闻通报会在北
京举行。 中国慈展会组委会副主
任、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了
首届慈展会主要成效及第二届
慈展会主要特色和亮点，组委会
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副
市长张文介绍了第二届慈展会
总体安排和筹备进展情况。 通报
会由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
主任张卫星主持。

窦玉沛介绍，为了推动现代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在这两年
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包括推动慈
善主体间的联合与协作，科学引导
慈善组织的行为和活动，打造慈善
交流平台等。第二届慈展会将在吸
收上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五
项创新，实现五个更好。

创新展会主题，实现理念更
好。 在继续坚持慈展会“发展、融
合、透明”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本
届展览会提出“慈善，让中国更

美丽”的办会主题。
创新展会运作， 实现参与更

好。在整体运作方面，以公开征集、
自愿申报、专家评审为原则，分别
承办慈展会不同项目，由企业和社
会组织共同承办，在资金筹集方面
主要通过社会资源解决，同时有财
政资金给予一定的补贴。

创新展会形式，实现效果更
好。 一方面对参展机构的规模和
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参展项
目集中精选；另一方面，将通过

各主办单位对央企、民企、大型
慈善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发出的
详细有效的资源对接信息，拓展
各方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
提高展会的质量和实效。

创新展会设计，实现展风更
好。 本次展会将改变传统展会以
行政区域划分展区的惯例，换成
以救灾救助等不同主题来划分，
还将取消开幕式和闭幕式的活
动，提倡勤俭环保，简单布展，高
效务实合作。

创新展会传播， 实现氛围更
好。 本次展会引入了专业的策划
推广机构， 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主题歌、吉祥物设计等宣传创意。

据介绍，第二届中国慈展会
将于 9 月 21 日—23 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举办。 本次展会以“慈善，
让中国更美丽”为主题，选择美
丽的蝴蝶作为吉祥物，寓意慈善
像蝴蝶一样来自民间， 吉祥美
好， 期望展会激发慈善事业的
“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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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69,958,266.71

本年度总支出 20,228,238.5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9,638,499.0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5,058.50

行政办公支出 524,681.0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8.0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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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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5,710.88 0.00 32,405,710.88

32,380,696.58 0.00 32,380,696.58

6,888,420.40 0.00 6,888,4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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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68,721.62 69,865,816.17 流动负债 43,780.00 19,340.00

其中：货币资金 34,491,721.62 10,973,816.17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5,433,325.09 15,431,147.06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24,701.51 负债合计 43,780.00 19,340.00

净资产合计 69,958,266.71 85,302,324.74

资产总计 70,002,046.71 85,321,664.7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70,002,046.71 85,321,664.74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35,729,535.05 46,998,089.78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34,228,731.66 38,304,234.9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5,302,479.28 30,269,817.33 35,572,296.61

其中：捐赠收入 2,135,893.55 30,269,817.33 32,405,710.8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2,330,829.61 0.00 2,330,829.61

二、本年费用 20,228,238.58 0.00 20,228,238.58

（ 一）业务活动成本 19,638,499.03 0.00 19,638,499.03

（ 二）管理费用 589,739.55 0.00 589,739.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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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1,262.60 -19,001,262.6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075,503.30 11,268,554.73 15,344,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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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杨蜀康

6 月 19 日，广州市越秀区成
立了市内第一家异地务工人员
服务中心，将以“市民化待遇、人
性化管理、亲情化服务”为宗旨，
建立异地务工人员的生活、工作
指引平台，为他们提供“人性化
关怀和个性化服务”。 其中，部分
服务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方
式进行。

业务咨询与就业帮扶

服务中心具体事务由越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
地点设在东华北路 9 号，交通很
方便。 越秀区人社局就业培训科
相关负责人卢萃屏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中心的服务内容主要
分两部分，包括帮助异地务工人
员进行业务办理，满足他们生活
和精神方面的需求。

业务办理包括很多内容，如
就业帮扶， 为异地务工人员进行
求职登记、 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
等，服务中心一层设有心愿邮筒，
如果找不到工作， 可以把自己的
简历放进去，会有专人跟踪。

积分制入户申请，这是广东
省的一项户籍政策，对外来务工
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社保情
况、志愿服务时间等条件赋予一
定分值，在广州，积分满 85 分，
并符合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无
犯罪记录等基本条件，就可以提

出入户申请，广州市每年有 3000
个名额。

人才管理， 提供档案管理、
人事代理、职称评审和认定等服
务；劳动维权，为异地务工人员
提供劳动保障政策的指引和援
助，调解一些小的纠纷。

对关系到其他部门的业务，
会给予咨询、 指引和转接服务，
比如涉及到计划生育，可以告诉
来访者到哪里办理，需要带齐哪
些证件等。 之后也会再与各部门
商洽怎样方便业务办理。

专业社工服务

服务中心针对异地务工人员

的需求，在中心二层开设了 30 多
门课程，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创业培训等。 除业务办理和职业
培训外， 中心的其他服务内容都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委托给
广州市思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来
开展，由政府部门定期评估。

思媛社工会定期为异地务
工人员举办专题讲座、 主题沙
龙、工作坊等；定期请医院的医
护人员进行健康咨询， 请专业
的心理老师提供心理辅导，当
他们遇到生活、感情上的困难，
想要寻求帮助时， 也可以写在
小纸条上， 投入一楼的心愿邮
筒， 社工机构会有工作人员进
行跟踪服务；设置能力养吧，提

供图书、报刊阅览，并配备电脑
设备， 还有棋类等休闲趣味游
戏、各种兴趣小组；以展板、电
视循环播放等形式， 播出广州
市和越秀区相关政策， 提供生
活和工作上的指引。

社工机构在服务中心开设
了阳光驿站， 开展一些培训，其
中有极为实用的广东话培训班，
还有广州民间艺术学习，并配备
有 3D 电影设备， 定期为大家放
电影。 这些内容也全部免费，并
且已经在开展。 为了让更多异地
务工人员了解服务中心的业务
内容，为他们提供方便，卢萃屏
表示，部门还会派工作人员到各
大企业进行宣传。

广州市首家异地务工人员服务中心成立
部分服务由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