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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云南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4文件征求意见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募集资金 专项资助 学术交流 宣传普及 国际合作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公募基证字第 0020 号

1994-07-05 业务主管单位 文化部

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 1 号北京音乐厅

66054016 互联网地址 www.csdf.org

郭珊 原始基金数额 8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3,174,921.50

本年度总支出 15,297,974.33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4,066,308.6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186,576.45

行政办公支出 141,812.3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443.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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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9,681.00 0.00 7,949,681.00

7,949,681.00 0.00 7,949,68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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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519.39 12,038,442.11 流动负债 26,165.69 127,809.68

其中：货币资金 8,574,119.39 11,027,5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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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6.96 14,630.96 负债合计 26,165.69 127,809.68

净资产合计 8,564,140.66 11,925,263.39

资产总计 8,590,306.35 12,053,073.0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590,306.35 12,053,073.07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0.00 7,207,732.97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8,564,140.66 4,717,530.4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859,097.06 14,800,000.00 18,659,097.06

其中：捐赠收入 3,649,681.00 4,300,000.00 7,949,681.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15,297,974.33 0.00 15,297,974.33

（ 一）业务活动成本 14,663,073.10 0.00 14,663,073.10

（ 二）管理费用 634,901.23 0.00 634,9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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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2,267.03 -7,592,267.03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3,846,610.24 7,207,732.97 3,361,122.7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4 日五、监事：迟俭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 公务员不再兼任民间组织职务

� “想在云南下一场雨，让社
会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
来。 ”这是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
的愿景。 这一愿景在 7 月 18 日
由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共同主
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
织座谈会”上逐渐清晰起来。

会上，云南省公布《关于大
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加快推进
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意
见》、《云南省公益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
务暂行办法》以及《2013 年省级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目录》(第
一批)4 个文件，并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其中就包括“政府退出公
益慈善募捐市场， 除发生重大灾
害，不再参与社会募捐”这样的表
述。 另外，“现职公务员一律不得
兼任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民办
非企业单位负责人”的规定，也将
进一步推动“政社分开”。 这也意
味着，云南省社会建设创新、社会
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社会组织改革创新
观察点显成效

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对
云南近年来在推进社会组织管
理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 他说，近年来，云南
省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总数
已经达到 15600 个， 年均增长
10%以上。 作为民政部确定的社
会组织改革创新观察点，云南省
在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方面进

行了大胆实践探索并取得良好
效果。 李立国对云南的举措给予
高度评价，称其为“改革举措率
先垂范”、“对全国建立现代社会
组织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据李
立国介绍，近期国家层面也将出
台一系列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
但他要求各地政府“不等不靠”，
尽快研制符合本地的具体政策。

秦光荣在会上表示，政府现
时管得太多， 日常工作非常繁
重，基层政府尤甚。“矛盾很多，
一处理就把党和政府推向人民
的对立面。 政府要转变职能，回
到它该管的角色中去。 ”在秦光
荣看来，当前的社会矛盾解决要
走群众路线，激发社会活力。“社
会和经济发展本身充满活力，把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
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 目前，
推进社会建设是大势所趋。 ”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

此次公布的 4 个云南省培
育发展社会组织文件中最引人
注目的无过于“鼓励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依法申请成立公益
慈善组织。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
捐市场， 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
再参与社会募捐”。

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
场，在多位专家们看来，有两层意
思， 一是政府不再作为募捐主体
开展募捐， 二是政府不再指定募
捐对象，“这也意味着， 云南所有

的基金会都可以公平地募捐。 ”
“如果不是平等竞争，此次

壹基金在芦山地震中的捐款不
可能一枝独秀。 ”中国扶贫基金
会副会长何道峰介绍，云南此次
明确规定政府退出募捐市场，可
谓是领全国风气之先。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所长
王名表示，“政府不能完全退出
募捐市场，政府一定要承担建章
立制的责任，它应是公共募捐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主体。 ”王
名说，募捐市场中没有政府意味
着无政府、无制度、无规则，但政
府怎么发挥作用，对政府的定位
是非常重要的，但政府不是募捐
者，“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成为一
个裁判，而不是去踢球。 ”

公务员禁兼任 NGO负责人

据了解，此次云南将培育发
展重点确定为公益慈善类组织，
行业协会、商会类、城乡类和科
技类，与民政部此前的相关政策
基本一致，这四类组织可以直接
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在准入门
槛上，社会组织的注册资金、会员
数也都有所下降。基金会、异地商
会可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直接登
记等。 同时要求现职公务员一律
不得兼任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

“云南在社会组织登记方
面，比其他地方的改革试验门槛
降得更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邓国胜介绍，这些举措
大大有利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

而对于现任公务员一律不
得在社会组织兼任负责人的规
定，北大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认
为，民政部此前的政策中还有一
个缺口，即组织部门同意的还可
以继续兼任，“云南基本上把这
个口给堵死了，将有利于进一步
推动政社分开。 ”

购买服务
优先培育社会组织

秦光荣介绍，此次云南编制
了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目录
以及具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
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目录，今后
会逐步将政府微观层面的事务
性服务职能、 部分行业管理职
能、 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
农村生产经营和农业技术服务
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等职
能转移给社会组织。

在购买服务上，此次云南将
购买服务资金纳入预算，“这就
有了制度性保障”。 据介绍，云南
还有一个进步之处在于，社会组
织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列支必要
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
这实际就是管理费。

“以往政府购买服务，往往
不允许提取管理费。 ”邓国胜说，
但很多社会组织主要提供社会
服务，主要是人工成本，云南的
做法比较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到
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困

难，无疑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
务中的一个重大突破。

欣喜之余，中央编译局比较
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增
科担心， 在购买社会服务过程
中，钱会大多流向事业单位与官
办 NGO。 他建议，政府宜设立公
开透明的基金会，并给予社会组
织与事业单位平等的待遇。

社会组织参政议政
探索设立专门界别

在文件中云南省还提出“逐
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在党代会、
人大、政协中的比例，探索在人
大、政协中设立社会组织界别”，
这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民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
底，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
三类主要社会组织已达 45.75 万
家，据调查估计，这些社会组织
所吸纳的就业人员规模大体为
专职 500 万人，兼职 300 万人，志
愿者 2700 万人。

“社会组织因其所具有的非
营利性、公益性或互益性，在社会
公共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
话语权，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王名介绍，目前广东在县市
级已经开始推行增设社会组织界
别， 但在省级层面作此规定，“云
南给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方向，
有了这个表态，以后政协、人大就
可以按照这个去制定细则。 ”

（本报记者王勇根据公开报
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