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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公益盘点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1、资助老年机构建设及老年福利服务；2、大学生就业扶助；3、资助孤寡病残等民政对象群体；4、理事会
认为必要的其他慈善项目。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华民慈善基金会 基证字第 1051 号

2008-03-11 业务主管单位 民政部

北京东城西总布胡同 13 号

85120939 互联网地址 http://www.chinahuamin.org

卢德之 原始基金数额 5000 万元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华民慈善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基金余额 78,050,370.25

本年度总支出 20,402,681.3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8,524,019.7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446,954.24

行政办公支出 377,595.89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3.7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94%

� � 本基金会（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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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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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9,941.06 55,421,211.58 流动负债 11,070,000.00 0.00

其中：货币资金 365,232.22 4,451,976.0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75,060,00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60,429.19 54,940.61 负债合计 11,070,000.00 0.00

净资产合计 78,050,370.25 55,476,152.19

资产总计 89,120,370.25 55,476,152.1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89,120,370.25 55,476,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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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50,370.25 55,476,152.1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171,536.68 1,000,000.00 -2,171,536.68

其中：捐赠收入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二、本年费用 20,402,681.38 0.00 20,402,681.38

（一）业务活动成本 18,524,019.72 0.00 18,524,019.72

（二）管理费用 1,878,661.66 0.00 1,878,6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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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0.00 1,000,00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2,574,218.06 0.00 -22,574,218.06

投资收益 -3,235,932.35 0.00 -3,235,9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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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分所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5 年 12 月 4 日五、监事：邵家严 彭建林

三月两会季， 全中国的目光都被
吸引到首都北京。 在关注经济发展的
同时，民生、社会治理问题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重视。作为发展民生事业、创新
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及各
种公益慈善语汇开始出现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及两会的重要场合。

2015 年 3 月 5 日上午 9 时， 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政府工作报告。 民生改善和社会建
设得到特别重视，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多次出现在报告之中。

在对 2014 年工作的回顾中，李克
强指出去年云南鲁甸、 景谷等地发生
较强地震， 我们及时高效展开抗震救
灾，灾后恢复重建顺利推进。加强城乡
社区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等四类社会
组织实现直接登记。

对于 2015 年的工作，李克强强调
要针对困境儿童、高龄和失能老人、重
度和贫困残疾人等特困群体， 健全福
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

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深化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加快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支持群团组织
依法参与社会治理， 发展专业社会工
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鼓励社会力
量兴办养老设施， 发展社区和居家养
老。 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提供
关爱服务， 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
度。 提高公共突发事件防范处置和防
灾救灾减灾能力。

公益慈善也成为众多代表、 委员
关注的重点。 从公益慈善政策、立法、
执行、监管等层面，到养老、女童保护、
器官捐赠、 环保等各个领域， 相关领
导、学者、企业家、名人明星等纷纷建
言献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
在提案中呼吁加快出台三大条例，依
法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慈善联合会
常务理事、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起
人韩红带了两个提案参会。 一个是关
于雾霾。 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留守女童
性安全问题，她提到，这个提案已经连
续提了六年。

全国政协委员、壹基金理事长、招
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提出《关于在深
圳开展慈善信托试点》的提案，他指出
公益信托制度目前缺乏操作性。

此外， 马蔚华还在提案中建议放宽
对基金会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限
制，促进基金会行业用人机制的市场化。

全国政协委员、 央视著名主持人
周涛的提案是关于我国社会公益慈善
组织走出去的相关问题。 她说：“我之
前做过一些调研， 我国的一些慈善组
织和公益基金会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跟一些国家相比， 我们做的工作
是杯水车薪。 所以我的提案就是建议
从国家层面来重视这方面工作， 把它
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的角度来扶持，从
政策、财政角度给予更大支持，起到小
杠杆撬起大地球的作用。 ”

聚焦两会 公益发声

关键词：两会 民生

� � 2015 年 3 月 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开幕。

� � 2015 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
告和 “两会 ”提案高度关注公益事业
的发展。

1、法治。 2015年，酝酿 10 年的《慈
善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是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最大的进展。 首部《反家庭
暴力法》出台，新《环保法》颁布实施，修
订后的《刑法》废除“嫖宿幼女罪”。

2、改革。 “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
革”是 2015 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的首
个任务。 2015 年，在公益领域，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从中央到地
方推展开来 ，基金会 、社会团体分支
机构等登记审权下放或取消。

3、创新。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创新扶贫开发
方式。 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全面实现小
康社会为目标， 要求重点实现脱贫，
中央决定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充分发
挥社会力量作用。

4、平等。两会多个提案关注女童、
留守儿童、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
2015 年，义务教育经费改革将流动儿
童、特殊教育学生纳入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范围 ， 残疾人两项津贴制度实
施，受家暴者、女童得到法律保护等，
是社会走向平等的重要标志。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专家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