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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扶贫赈灾、教育、卫生、科研、文化艺术、环保、新农村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泛海公益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77 号

2010-10-25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统战部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5 层 502

85259792 互联网地址 www.oceanwidefund.org

卢晓云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5

泛海公益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201,707,058.18

本年度总支出 63,658,858.3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2,500,00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50,527.94

行政办公支出 138,364.9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0.9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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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0 0.00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50,000,00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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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49,937.51 201,087,154.53 流动负债 5,259,287.79 1,081,286.17

其中：货币资金 2,666,830.65 840,9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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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8.46 10,376.03 负债合计 5,259,287.79 1,081,286.17

净资产合计 201,707,058.18 200,016,244.39

资产总计 206,966,345.97 201,097,530.5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6,966,345.97 201,097,530.56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707,058.18 200,016,244.3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61,968,044.58 0.00 61,968,044.58

其中：捐赠收入 50,000,000.00 0.00 50,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1,961,150.68 0.00 11,961,150.68

二、本年费用 63,658,858.37 0.00 63,658,858.37

（ 一）业务活动成本 63,169,824.44 0.00 63,169,824.44

（ 二）管理费用 488,892.93 0.00 488,892.93

（ 三）筹资费用 141.00 0.00 1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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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813.79 0.00 -1,690,813.79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戚建美 王宏 赵英伟

� � 深圳市拟出台政府职能转
变目录，为社会组织发展让出更
大空间。 在 7 月 11 日下午举行
的社会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深圳
市编办相关负责人透露了此消
息。

目前， 深圳市编办正在牵头
推进该市新一轮政府职能和工作
事项清理，该负责人表示，会结合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政府职能转
变来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
能，拟出台政府职能转变目录；同
时， 继续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
职能的配套政策， 包括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职能的步骤、程序、监督

管理及绩效评估机制。
如何避免在承接政府职能

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变成“二政
府”或乱收费，增加企业办事负
担，从而影响职能转移的实际效
果？ 对此深圳市编办表示会加强
监管。 将加快形成民政部门统筹
管理和服务，行业管理部门各司
其职并协同配合，市、区政府分
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综合监管体
制。 同时，完善社会组织信息披
露制度、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公
众投诉制度，健全社会组织评估
机制和诚信制度等。

近年来， 深圳市以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和
事业单位改革为抓手， 把不应
由政府行使的行政审批职能逐
步转移给行业组织承担， 将原
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辅助性、事
务性和专业性工作交由市场和
社会组织承担， 逐步形成政府

“放权”、民间“接力”的常态化
工作机制。 2009 年深圳市政府
机构改革时，取消、调整和转移
了政府有关部门的评比表彰、
统计考核、宣传培训、办展办会
等 87 项事务性职责， 其中 69
项进行了转移委托，占 80%。 在
2012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

又明确将 6 项行政审批事项进
行了转移。

截至目前，深圳市共有社会

组织 6012 家，其中社团 2754 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3202 家、 基金
会 56 家。 (据深圳特区报)

深圳拟出台政府职能转变目录

近年来， 北京市通州区经济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社会组织也
在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加大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的力度，以服务群众、做群
众工作为主要任务， 加强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加强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成为通州区
社会建设的工作重点之一。 党建
工作的开展， 同时也为社区工作
者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更能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方式。
为此， 记者采访了通州区委社会
工委副书记曹锡钧， 向他了解了
通州区近期党建工作的情况和今
后的发展计划以及党建工作对社

会工作带来的积极效应。
曹锡钧分析，非公企业有数

量多、分布散、行业杂、规模小等
特点，在对党建工作的认识上有
一些模糊和偏差， 缺少内生动
力，在开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中
有着天然的不便。 针对这些情
况，“我们正在进行详细的调研，
并想出了一些办法。 ”提出了三
对接：企业一把手与地方党政一
把手对接，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
要与地域发展和地域文化对接，
企业活动与党建活动的对接。 将
党建工作细致入微地嵌入到非
公企业方方面面的发展之中，发
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作用，有
力地促进企业发展。

目前，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
化社会组织、 草根社会组织等不
同类型组织的发展、培育、孵化也
是通州区社会工作的重点之一，
这其中党建工作也是推动社会组
织发展的内容之一。 要大力加强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完善社会组
织党建管理体制， 推动社会组织
建立规范运作、诚信执业、公平竞
争、信息公开、奖励惩戒、自律保
障等机制，提高自律性，增强透明
度和公信力。曹锡钧表示，社会组
织党建工作与非公企业有所不
同，需要探索不同的工作方法。

党建工作也渗透到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建设之中。 通州区社
会工作人才在数量增长的同时，

其专业化和职业化也实现了质
的改变。

近年来， 通州区社区工作开
展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并涌现
出了很多十分优秀的社工代表。
北苑街道办的李亚义， 拥有研究
生学历的他一次就考取了目前社
工资格考试中最高等级的中级社
工师证书， 并毅然决然地选择坚
持工作在一线，扎根在社区。李亚
义对所在社区的各项工作， 尤其
是分管的党建工作极为认真负
责，在工作方法上不断探索，以丰
富的知识和经验为辖区群众提供
最专业的服务。 玉桥东里社区的
杨平主任， 带动同事和群众一起
将一个居民构成复杂、 流动人员

较多、矛盾重重的新建社区，建设
成为通州的先进社区， 并探索出
了楼门文化， 成为全市乃至外省
市争相学习的试点社区。

曹锡钧说， 社区工作，“党建
是龙头”， 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方面，党
建工作渗透到了社区的各种工作
之中，起到带动和促进作用，一个
社区党建工作开展得好坏， 对其
他工作的影响至关重要， 起到了
基础作用。实际工作上来讲，党组
织具有动员、组织的能力，在开展
社区工作上具有优势。在 2012年
全国最美社工的评选活动中，通
州区玉桥东里的杨平主任入选，
她的工作就非常到位、非常扎实。

探访北京市通州区社会工委：

以党建促社会工作发展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
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议上指出：
即使是基本公共服务， 也要深化
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创新供给方
式，更多地利用社会力量，加大购
买基本公共服务的力度， 要加快
制定出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的指导意见。凡适合市场、社会
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

包、 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
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
机构。 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
务产品短缺问题， 又能形成公共
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
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
当然， 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
机制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监管、
搞好服务。

延伸阅读

系列之：通州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