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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专项资助、教育培训、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南都公益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46 号

2007-05-11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6 号万通中心 C 座 1505

51656856 互联网地址 www.naradafoundation.org

徐永光 原始基金数额 10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20

南都公益基金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103,588,948.72

本年度总支出 26,239,282.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4,849,425.4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061,673.17

行政办公支出 463,273.8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3.9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62%

� � 本基金会（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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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56,537.49 0.00 24,356,537.49

24,204,983.89 0.00 24,204,983.89

329,600.00 0.00 32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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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8,674.06 9,965,831.27 流动负债 5,032,751.54 3,303,446.77

其中：货币资金 4,044,274.38 9,893,131.5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00,000,000.00 94,645,955.86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483,026.20 4,322,145.29 负债合计 5,032,751.54 3,303,446.77

净资产合计 103,588,948.72 105,630,485.65

资产总计 108,621,700.26 108,933,932.4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08,621,700.26 108,933,932.42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643,402.47 12,375,051.69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5,945,546.25 93,255,433.96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19,934,297.87 8,346,521.06 28,280,818.93

其中：捐赠收入 16,010,016.43 8,346,521.06 24,356,537.49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26,239,282.00 0.00 26,239,282.00

（一）业务活动成本 24,849,425.40 0.00 24,849,425.40

（二）管理费用 1,348,965.30 0.00 1,348,965.30

（三）筹资费用 40,891.30 0.00 40,8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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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871.84 -3,614,871.84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690,112.29 4,731,649.22 2,041,536.93

投资收益 3,852,498.86 0.00 3,852,498.86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4 年 5 月 13 日五、监事：陆建桥 朱卫国 何进

6 月 16 日，《广州市社会组
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
槛，取消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基金会除外）的注册资金
要求，社会组织年检制度改为报
告制度。

一元注册
民宅可作办公场地

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社
会组织办公地点不得设在住宅
内、注册资金较高等内容引起了
诸多行业内人士的不满。 正式出
台的《办法》对这些条款做了修
改，将“住所规范”要求简化为：
社会组织应当有固定的住所，且
该住所必须是邮政通信可达地
址。 同时降低了社会团体的会员
数量要求，规定在本市设立登记
的社会团体会员数量不少于 15
个即可。

注册资金方面，广州市法制
办主任吴明场表示，在对社团和
民非的注册资金由“实缴制”改
为“认缴制”之外，还借鉴广州商
事登记制度改革的最新成果，取
消了两者的注册资金要求，其成
立时不再需向登记管理机关提
交具备资质的社会验资机构出
具的验资报告。 此前，在广州区
级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为 3
万元注册资金， 市级注册为 30
万元。

《办法》也明确，除了民办教

育培训机构、民办非营利医疗机
构、民办社会福利机构、民办博
物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
前置审批的社会组织之外，其他
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成立登记。

《办法》规定，将社会组织年
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规定
社会组织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
前提交年度报告书。 除社会组织
负责人换届或者更换法定代表
人之外，年度报告不需要提交财
务审计报告。

质疑：
利好背后有隐忧

《办法》出台后，有人叫好，
但也有“弊大于利”的声音，认为
在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的情况
下，这样的政策引导可能会带来
不良发展。

拜客广州陈嘉俊认为，这是
对 NGO 的挑战以及对非 NGO
的机遇。 会有更多商业机构看好
非营利领域， 而商业领域的资
金、人力相对一般的 NGO 来说，
有着太大的优势。 另外，门槛降
低的同时监管和约束都还处在
真空的状态， 而且没有了年检，
利用渠道优势钻政策漏洞、挣政
府钱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

另一家广州 NGO 映诺社区
发展机构的总监李镝表示，新法
规和政策每一次出台，都让还处
于萌芽阶段的同行为之雀跃和
摩拳擦掌。 然而，回应和解决社

会需求，关键还是靠每一个机构
的能力和行业的生态链。“我在
进入公益慈善行业之前，在市场
研究和公共关系部门供职了几
年。 若前两个行业的能力和生态
链构建是 10 分的话， 公益慈善
机构行业 4 分都不够。 ”社会组
织假如过分依靠有限的政策出
台带来的好处，而放弃自身能力
提升，后果不堪设想。

专家：
规范、扶持和引导更重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
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
国胜表示， 降低门槛是大势所
趋， 但具体降低到什么程度，也
要视当地具体情况而定。 另一方
面，政府放宽政策后，行业内要
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形成行业
规范体系建设。

对于公益行业外的力量进
入，邓国胜表示，应该鼓励企业
界的人创办公益事业， 但同时
要有很好的监督机制保证，使
其不能偏离公益机构的目标和
使命。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南
方公益研究院研究员唐昊表示，
取消注册资金的规定，可能吸取
了西方国家对待社会组织的一
般性规则： 放低进入的门槛，严
格规范它的行为。“在社会组织
出生时，给予更大的空间，在它
进行活动时，用法律、规章制度
规范、引导它的行为。 我认为这

是正确的做法。 ”
唐昊分析，广州市此次政策

放宽，需要两个前提条件。 首先
广州市对社会组织有更加强烈
的需求，这种需求与经济、社会
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 市场经济
发展到现在的程度，社会愈加复
杂， 出现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
多，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才能解
决这些复杂社会中产生的问题。
面对现实的需求， 放宽门槛，让
更多人进入公益行业，同时让更
多社会组织进入实践层面，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这是现在所需要
的。 广州市的政策是顺应了这样
的潮流。

另一个前提是， 广州市此
前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
在制度规范上比其他地方更
好， 有信心去规范这些组织的
行为， 所以它敢放手让更多社
会组织进入领域。 对于社会组
织发展成长来讲， 最重要的不
是出生时的资格审查， 通过办
公地点等外在条件去判定它以
后的成长空间， 而是要给它更
多出生和发展的机会， 在成长
过程中给予扶持和引导。

而对于其他地区是否适合
学习推广广州的政策，唐昊认为
应该参考上述两个条件。 他同时
认为， 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
在中国目前是迫切需要的政策，
但与此同时，规范、监督、支持的
相关条例要尽快出台、完善和细
节化。 否则，成长环境过于恶劣，

会导致很多组织行之不远，降低
门槛的意义也就不大。

6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广州市慈
善事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披露，截
至 ２０１３ 年底，广州市登记的各类
公益慈善组织达 到 ７９２ 个 ，比
２００８ 年底增加 ６２６ 个，远超其他
类型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广州市登记的公益慈善
组织（不含备案的社区公益慈善
组织 ）增幅逐年递增 ，年增数量
分 别 为 ２８ 家 、７２ 家 和 ９６ 家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广州在全国率
先实施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
允许慈善组织直接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登记成立，当年新登记
慈善组织数量达到 ２２９ 家 ，２０１３
年又新登记 ２１１ 家。 “松绑”政策
效应明显，得到了民间慈善力量
的积极响应。

而从各类型社会组织的总
数来看，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底，广
州市全市共有社会组织 ６２０２ 个
（含备案 ７４７ 个 ）。 “直接登记放
开之前，广州市社会组织数量的
年均增幅在 ８％左右， 放开后几
年保持在 １６％左右 ，总体上算是
稳健增长，没有出现井喷。 ”广州
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说 ，“学界
和一些监管部门对社会组织曾
有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的疑
虑 ，但从广州实践来看 ，这两年
没有出现大的管理问题。 ”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