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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举办论坛、多边交流、专业培训、政策宣传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基证字第 4309 号

2011-01-14 业务主管单位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5 号院 17 号楼

68186523 互联网地址 www.cfpd.org.cn

孙家正 原始基金数额 301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6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301,004,804.00

本年度总支出 25,188,898.7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4,159,601.5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12,882.63

行政办公支出 821,111.4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8.0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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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0,000.00 0.00 23,700,000.00

23,700,000.00 0.00 23,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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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34,871.88 318,215,830.23 流动负债 2,801,601.34 5,092.00

其中：货币资金 1,634,871.88 18,215,8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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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33.46 505,700.74 负债合计 2,801,601.34 5,092.00

净资产合计 301,004,804.00 318,716,438.97

资产总计 303,806,405.34 318,721,530.9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03,806,405.34 318,721,5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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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04,804.00 318,716,438.97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42,900,150.92 0.00 42,900,150.92

其中：捐赠收入 23,700,000.00 0.00 23,7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18,989,160.00 0.00 18,989,160.00

二、本年费用 25,188,515.95 0.00 25,188,515.95

（ 一）业务活动成本 24,159,601.51 0.00 24,159,601.51

（ 二）管理费用 1,029,297.20 0.00 1,029,297.20

（ 三）筹资费用 -382.76 0.00 -38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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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1,634.97 0.00 17,711,634.97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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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萍

日前，第二届中国慈展会组
委会成立公益资源交流对接平
台，平台的优秀项目遴选办法已
于近日发布，本届慈善会组委会
将在全国公开征集项目的基础
上，对遴选出的优秀项目提供进
一步的服务。 这是本届慈展会组
委会在已启动全国公益慈善项
目征集活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公益资源交流对接，注重公众参
与、媒体宣传、项目服务和数据
整理等工作的具体体现。

本届慈展会面向全国公开
征集慈善公益项目的征集时间
截止到 8 月 31 日。 凡是已经实
施和可复制的、具有可行性和值
得推介的公益慈善项目（无论是
否成为参展机构，都可以申报项
目）； 有资金需求和明确资源需
求的公益慈善项目；希望借助慈
展会的平台进行展示推广、获取
更多的资金支持和社会资源，希
望与各方资源形成持续长效的

合作机制的项目；有基金会或企
业和公益组织合作签约意向的
公益慈善项目；已申报过第二届
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的项目，
符合以上 5 种情况其中一种的
公益慈善机构或个人均可报名
参展。

可申报项目分四类，分别是
公益服务、社会事务、文化体育、
慈善救助、社区维权等方面的社
会服务类和社会组织发展类公
益项目；社区服务建设、社会福
利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社会慈
善事业发展的项目；科技、文化、
环保等现代慈善公益项目；加强
社会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促进
社会和谐的公益项目。 机构申报
需提供具有注册资质的证明文
件，个人申报需提交身份证。 工
作组对申报项目进行专业性打
分（60 分）和内容性打分（40 分），
按合计得分值进行由高到低排
列。

专业性打分主要考察社会
需求的广泛性与迫切性、目标定
位的公益性、 项目的可执行性、
项目理念的创新性、项目实施的
专业性、 项目预算的专业性等。
要求项目所涉及的社会需求具
有广泛性，在项目实施区域有一
定比例的人群遇到相同的社会
问题；同时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
系尚未开展足够的专门服务以
满足此部分需求，亟需公益服务
项目的介入。 项目实施理念、运
作模式、参与方式具有明显创新
性，同时项目传播产品化，具象
性、指向性清晰。 项目实施团队
的主要负责人和核心成员拥有
与项目相关的专业技能和工作
经验。 经费预算精准，进度安排
合理，评估标准科学，落地性、可
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较强。 项目预
算可量化；项目设有专帐，专款
专用，有专人管理，相关财务制
度完整。

内容性打分主要要求申报
项目具体化、数据化:服务对象、
区域、范围、周期等明确；概述简
洁明了，项目元素齐全；项目成
效用数据呈现，描述翔实，不空
泛， 尤其注意社会效益的展现。
如：社会需求、服务人数、募款数
额、社会反馈，实施成效等。 资金
运作有效、清晰、达标且富有社
会效益。

对照首届慈展会对参展公
益项目“公益慈善项目应针对解
决一定社会问题或满足社会需
求，具有可行性、可持续发展性、
可复制性和创新性，产生良好的
社会效果”的要求，本届慈展会
出台的项目遴选办法对项目提
出了更加细化的考量标准和更
完善的服务配套。 据了解，工作
组将依据项目得分情况进行遴
选并呈交组委会办公室审查，前
1000 个项目将在展会现场做
LED 大屏滚动推荐并被纳入本

届慈善公益项目集。 选取成功结
对的 100 个项目提供签约服务。
在品牌建设、公信力、创意性、社
会成效、进度、财务公示和社会
互动等方面表现优秀的项目，还
有机会参加项目竞拍活动。 所有
入围项目将作为全国公益项目
库入选项目，长期接受社会资源
对接。 为此，本届慈展会专门设
置公益资源对接服务区，推动资
源与公益项目对接、人才与组织
的有效对接。 对申报项目的签
收、整理和汇总由承办执行机构
明善公益网负责，同时依据遴选
办法对公益项目申报主体资格、
项目描述等进行遴选。 经组委会
办公室审查后，项目拟纳入《第
二届慈展会全国慈善公益项目
集》及提供资源对接服务。

链接：具体参展方法可以登
陆 慈 展 会 官 方 网 站 www.cncf.
org.cn，点击图标 “公益慈善项目
征集”了解详情。

7 月 22 日，民政部“百名处
长进百家敬老院服务”活动正式
启动。 当天，百名处长分赴辽宁、
山东、 江西等地的养老机构，开
始为期 3 个工作日及以上的进
院服务。

7 月 18 日，民政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召开大会，对此次“百名处
长进百家敬老院服务”活动进行
专门动员。

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部
纪检组组长、部党的群众路线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曲
淑辉在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要
充分认识“百名处长进百院”活

动的重要意义。 民政部开展“百
名处长进百院”活动，是贯彻中
央统一部署， 紧密结合实际，突
出民政特色，精心设计、着力打
造的三个活动载体之一。 目的是
使部直属机关处级干部牢固树
立群众观点、 自觉践行群众路
线、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增进与

民政服务对象和基层工作人员
的感情，密切与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增强做好民政工作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 各司局和单位，全体
带队人员、督导人员和进院服务
人员要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领
会精神、把握要求，扎实开展好
“百名处长进百院”活动，为部直

属机关开门搞教育实践活动带
一个好头、起一个好步。 她指出，
开展这一活动是增进部直属机
关与人民群众感情的必然要求，
也是发挥部直属机关处级干部
作用、提升部直属机关为民服务
能力的必然要求。

■ 本报记者 王勇

民政部开展“百名处长进百家敬老院”活动 ■ 本报记者 张雪弢

第二届慈展会成立公益资源交流对接平台
优秀项目将帮助进行社会资源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