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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12,372,308.53

本年度总支出 8,671,870.4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625,776.6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65,430.00

行政办公支出 1,688,396.8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53.5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4.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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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0,000.00 0.00 6,900,000.00

6,900,000.00 0.00 6,900,000.00

6,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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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0,124.19 14,390,822.26 流动负债 103,735.81 31,663.73

其中：货币资金 16,023,724.19 12,975,122.26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2,0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60,647.55 272,606.15 负债合计 103,735.81 31,663.73

净资产合计 18,127,035.93 16,631,764.68

资产总计 18,230,771.74 16,663,428.4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8,230,771.74 16,663,428.41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2,561,563.70 1,309,222.8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5,565,472.23 15,322,541.83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7,176,599.23 0.00 7,176,599.23

其中：捐赠收入 6,900,000.00 0.00 6,9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165,812.00 0.00 165,812.00

投资收益 60,811.06 0.00 60,811.06

二、本年费用 8,671,870.48 0.00 8,671,870.48

（ 一）业务活动成本 6,625,776.62 0.00 6,625,776.62

（ 二）管理费用 2,045,826.86 0.00 2,045,826.86

（ 三）筹资费用 267.00 0.00 26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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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340.85 -1,252,340.8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242,930.40 -1,252,340.85 -1,495,271.2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荣鹰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

当“常回家看看”入法后
� � 7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简称“保障法”）正式实施，并首
次将媒体先前长期炒作的“常回
家看看” 作为新增内容写入法
条，明确指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
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
问候老年人，否则恐将违法。

也就是在当天, 江苏一法院
的判决成为新修订的《保障法》
实施后国内首例判罚。

“至少要保证两个月看望
一次， 重大传统节日至少看望
两次， 除夕至元宵节之间必须
至少看望一次……”7 月 1 日上
午， 江苏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
院对一起老年人赡养案件开庭
审理， 法官当庭宣判要求子女
必须“常回家看看”。 但法官也
坦言， 对于精神赡养的判决执
行起来要比物质赡养案的执行
复杂得多。

对此，专家和公众认为条款
不切实际部分在哪？ 执行起来又
有何尴尬，老人们愿意状告自己
子女吗？ 为此，《公益时报》记者
进行了走访。

为何要修订？

早在 1996 年 8 月 29 日第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
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 就已经实施并
一直沿用了 11 年。 直到 2007

年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委办公室
才启动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
订工作。 2011 年 3 月由全国人
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牵头组织修
订起草工作。 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公布 ，
2013 年 7 月 1 日实施。

“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据
了解， 到 2020 年全国老年人数
量会达到 20%，这一庞大的数字
将会对今后的老龄工作产生很
大影响，特别是在老年人精神赡
养、社会养老优待和老年人宜居
环境方面，这些条款之前并没有
写入《保障法》之中，随着时间的
变迁， 法条也应该与时俱进，这
就是修订的初衷。 ”参与《保障
法》修订工作、现为上海市民政
局巡视员、上海老年人法律服务
中心主任的吴幼敏在接受《公益
时报》记者专访时说。

与老版《保障法》相比，内容
从原来的 50 条扩展到了 9 章 85
条，新增条款多属于对老年人的
社会服务范畴。 其中明确指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
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不
常看望老人将违法，并首次从法
律上明确了将农历九月九日定
为老年节。

“新法可能也不太成熟，修
订是我们通过在全国大量调研
后才开始着手的，最初很多专家

都认为‘常回家看看’入法没有
必要， 法院很难判决， 执行很
难，可操作性很低。 但随着独
生子女的增多，4-2-1 家庭成
为普遍现象， 家庭老龄化趋势
特别明显， 像上海现在就已经
有 200 万是独生子女的老年
人，希望孩子常回家看看、能够
多与儿女们团聚， 这是老年人
的诉求， 修订当然是有必要
的。 ”吴幼敏说。

被吐槽执行难

7 月 1 日， 新修订的《保障
法》正式施行，也引来法律界人
士和公众的纷纷吐槽。

“‘常回家看看’入法看上去
很美，其实真正执行起来还会遇
到很多尴尬。 人与身俱来的一种
亲情岂能用法律来判决，如果判
决生效后子女不执行怎么办，强
加的惩罚措施就一定能达到效
果吗，我看未必。 ”北京市两高律
师事务所律师臧云对《公益时
报》记者说。

作为民事起诉主体去告自
己的子女，也让很多老人感到为
难。 今年 61 岁，刚步入老年的北
京市民李超英对记者说：“保障
法出台倒是维护着咱们老年人
的权益，但我不知道儿女们不孝
顺时，真让我去法院告自己的儿
女，我能不能狠得下心来，这个
我现在只是考虑考虑吧。 ”

“其实这部法律还是倡导性
的内容比较多， 如果不写进去，
那么对老年人心理慰藉和精神
赡养方面也是一种伤害，新《保
障法》 更要强调子女们的家庭
责任意识。 ”吴幼敏认为，立法
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处罚， 而在
于倡导， 如果说这个子女就是
对老年人不孝顺， 就算强制性
让他去也注定是对老年人更大
的伤害，判决效果也很难显现。
所以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更多还
是梳、调结合。 ”

“如果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
的口号， 是一个道德领域的召
唤，必然会受到全体国民的热烈
响应。 但将其规定为一个法律规
则， 恐怕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得不到有效的强制执行，其效果
可能也会适得其反。 ”臧云说。

新法“催生”淘宝服务

新法施行还不到一周，互联
网 上 已 有 随 之 而 生 的 新 服
务———“代看老人服务”。 在“淘
宝网”上输入“代看望老人”后，
页面中跳出了 13 件宝贝， 这些
店家推出的宝贝中大多以帮忙
跑腿送礼、代看望老人等字眼出
现， 宝贝价格从 10 元至 3000 元
不等，但截至目前，显示成交信
息均为 0 笔，还没有成交。

一位推出此种业务的淘宝
店主表示：“推出这种服务就是

为了帮助子女不能亲自回家看
望尽孝而推出的，《保障法》的出
台可能还会火了这种服务。 ”但
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社
区的走访记者发现，大家对于这
种服务还是有着一定抵触。

“现在这种服务花店也能完
成，但是我请一陌生人去看上了
年纪的老人， 特别是 70 岁以上
老人，这势必是对老人的一种伤
害，血浓于水的亲情不能被商业
性所替代。 ”住在和平里社区的
居民胡自力说。

上海市老年维权十大标兵
律师、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主
任李东方认为， 回家不重在回，
而在于关注到完整的家。“新法
条款并没有涉及到强制子女们
回家看望老人，对老年人精神慰
藉本身就是道德层面上的一种
东西，现在写入法条也是使老年
人从法制制度层面有保障。 子女
的探望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多种
渠道表达，电话、信件、邮件、网
络都是可以的，希望这种倡导能
够成为子女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行为。 ”李东方对《公益时报》记
者说。

“至于怎么看望，形式怎么
样，采取什么频率去看望，这个
实际上都有可操作性的， 低龄
老人和高龄老人又是不一样
的，这么多的关心方式都可以，
不用将法条解释得那么死板。 ”
吴幼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