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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新闻

一个 28 年老基金会的挣扎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1 月 5 日， 民政部发布基金
会 2015 年度检查结论公告（第
二批）， 欧美同学基金会的年检
结论是不合格。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资料，
这家成立于 1989 年 6 月的基金
会，已经连续 3 年没有拿到“合
格” 的年检结论：2012 年合格、
2013 年不合格、2014 年基本合
格、2015 年不合格。 过完春节上
班再搜索欧美同学基金会官网，
显示“该网站因主机过期暂时无
法访问”。

成立近 28周年的欧美同学基
金会，与最初的基金会发起方欧美
同学会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在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
换证工作拖了 8 年之久， 直到
2012年才完成换证，称之为“僵尸
基金会” 也并不过分。 2012年之
后，基金会重起炉灶，但显然，重启
后的三四年，仍然不太顺利。

第一次重新登记遇阻

1989 年，中国有 140 家基金
会（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国扶
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等都是在这一年成立。 当年 6
月，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
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
长、时任欧美同学会第一常务副
会长武修权发起成立了欧美同
学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为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根据 2014 年出版的《欧美同
学会简史》记录，欧美同学基金
会的主要任务是秉承欧美同学
会的宗旨，为团结新、老留学生
积极开展海内外联谊活动、科技
文化交流活动，筹集、管理和使
用资金。 成立后，先后举行了向
亚运会捐赠书画、接待苏联民间
歌舞团来华演出等活动。

1989 年 10 月， 国务院发布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随后
几年对社团进行了清理整顿和
复查登记工作。 欧美同学基金会

在重新登记时遇到了问题。 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时任欧美同学会会长卢
嘉锡亲自前往民政部商谈此事，
登记问题后来得到初步解决。

与发起方脱离关系

“后来， 这个基金会与欧美
同学会脱离了关系，欧美同学会
重新发起设立了一个基金会。 ”
———《欧美同学会简史》。

重新发起的就是 2007 年在
民政部注册的中国留学人才发
展基金会。 1992 年欧美同学会的
行政挂靠单位为国家教委，后来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代管。 这一早
一晚两家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也
分别是教育部和统战部。

从负责人职务来看， 欧美同
学基金会的首任理事长武修权曾
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欧美
同学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柴泽民
曾任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
（1986-2003），后来的理事长郭洪
祥、 吴华及现任理事长李春江则
没有欧美同学会理事会职务。

在欧美同学会 2011 年版本
的章程中，第十七条为：加强与
欧美同学基金会的联系，筹集开
展留学生工作的基金。 基金会的
理事长由同学会会长推荐。 此前
的章程和 2014 年新修订的章程
中均没有这一条。 2014 年，欧美
同学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上，
重新将欧美同学会列为“基金会
的关联方”，关系是发起人。

欧美同学会的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欧美同学基金会与
同学会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关
联了。 直到 2016 年，双方有了合
作。 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首届中
法文化论坛，欧美同学基金会是
协办方之一。

第二次换证，拖了 8 年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

颁布后，此前已成立的基金会应
按规定申请换发登记证书。 欧美
同学基金会的换证工作拖了 8
年，直到 2012 年才完成。

一家 20 多年的老基金会，
面临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公益
环境。 2012 年欧美同学基金会重
整旗鼓， 增补了年轻理事， 此前
2011 年基金会换届时，理事会平
均年龄达 74 岁。 此外，建立了内
部管理制度；开通了官网；在前任
秘书长把持所有印章， 不交出原
有银行账户、账号的困难情况下，
清理和注销了基金会原在工商行
的账户、账号，重新申请和批准在
中国银行设立账户和账号。 基金
会的 2012 年度总结中这样写道：
还没有来得及与如欧美同学会等
单位和部门沟通， 有待下一步行
动见实效。 募集基金和开展项目
只是在谋划中， 已开展的项目还
欠管理，暂未见成效，也有待在
未来工作中克服和努力。

2012 年基金会的业务活动
情况数据全部为零。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理事会上，调整了基金
会组织结构， 由代理副理事长、
常务副秘书长李海峰代理秘书
长职务，李海峰向理事会做出承
诺，并签订了协议书，在责权利
相对匹配的情况下，如在规定的
时间内不能兑现承诺，欧美同学

基金会将视实际情况免除李海
峰秘书长职务。 具体是什么承
诺，不得而知。

2013 年度，接受捐赠情况依
然为零，行政支出超过年度总支
出的 90%，年检不合格，接到了民
政部的整改建议书。

情况依然不理想

2014 年，基金会有了包括秘
书长、出纳、办公室主任等在内
的 7 名专职工作人员， 设立了 4
个专项基金， 捐赠收入 460 万
元。 其中最大的捐赠 300 万来自
北京深泉投资策划有限公司，李
海峰是股东之一。

举办的活动包括捐助公安
民警英烈子女、设立贫困学生奖
学基金、与卫生部合作中美健康
峰会，与道路安全协会合作“安
全行 中国首届道路交通安全
公益微电影大赛”活动等。

2014 年基金会年检结果是
基本合格。 从 2015 年年报的总
结可以看到，民政部对该基金会
提出的几个方面的意见，包括年
末净资产应达到《基金会管理条
例》第八条的规定，在相关报刊
登载活动报道、 公开年度报告，
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应符合《中共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

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
的通知》规范退（离）休干部兼职
行为的规定等。

2015 年新增加了 4 个项目，
包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项目、
光明奖学金、 中华文化专项基
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 尚
未看到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

2015 年， 基金会召开了 5
次理事会，前 4 次出席人数都
没有达到 2/3， 许多老同志因
身体原因无法参加。 这一年，
原理事长郭洪祥、副理事长潘
维煌、 蒲伦昌因已经超龄，集
体卸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理
事职务； 监事伍一曼和其他 5
名理事，裴景峰、胡有萼（已去
世）、苏豁达 、贾春增 、曹冶为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退
（离）休干部，按照《中共中央
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
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
的通知》规范退（离）休干部兼
职行为，做出整改 ，同时卸任
理事、监事职务。

该年度捐赠收入中的 500
万大额捐赠来自董立三，用于设
立中华文化专项基金。 该专项基
金 2015 年的捐赠占年度捐赠支
出的 10.38%，捐赠对象北京市雅
伊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
之一是董立三。

从捐赠来源上看，作为一家
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欧美同学基
金会的捐赠收入几乎全部来自
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日常的
小额捐赠微乎其微。 显然还没有
学会向公众募捐的能力。 基金会
工作人员只有行政或管理职能
人员，除了财务、办公室、网络管
理外，也没有专门的筹资和项目
运作人员。 重新启动后的基金会
连续三年没有拿到年检合格，对
基金会工作团队来说也是不小
的压力。

面对又一个不合格结果，新
的整改意见，2017 年还要继续挣
扎下去。

2 月 4 日，民政部发布《关于
开展基金会 2016 年度报告和年
度检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登记或者
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应当
报送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含财
务会计报告）。 ”

年度报告制度正式实施，标
志着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监管
方式的变革终于有了实质性的
举动。 那么，对于实施年度报告
的基金会究竟是如何监管的呢？

年度报告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慈善组织实施年度
报告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慈善
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而之所
以会有这样的规定，是基于推进
简政放权，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推动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大背
景之上的。

简政放权在社会组织领域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的实施。 随之而来的是社
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如何监
管便成为问题。

一方面沿用以前的年检，登
记管理机关面对海量的社会组
织,人手不足是个大问题；另一方
面，对社会组织来说应对年检也
是不小的负担。

实施年度报告以后， 慈善
组织不仅是向登记管理机关报
送年度报告等， 慈善组织还应
当向社会公开组织章程和决
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以
及国务院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
其他信息， 还要每年向社会公
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
报告。

《慈善法》还特别强调，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

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
开慈善信息，并免费提供慈善信
息发布服务。

通过充分发挥社会的监督
力量，就可以达到促进慈善组织
的自律和社会共治的目标。

正因为这样，不仅《慈善法》
规定的是年度报告制度，社会组
织登记管理三大条例的修订稿
也都删除了登记管理机关实施
年度检查的规定，而强调了年度
报告的要求，还设专章对基金会
的信息公开进行了规定。

年度报告之外，还有哪些
监管？

实施年度报告之后，是不是
社会组织将相关信息报告、公开
就结束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公
众可以监督举报，登记管理机关

还会受理投诉、实施调查，进行
抽查、专项检查。

《慈善法》在强调慈善组织
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
同时，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发现慈善组织、 慈善信托有
违法行为的，可以向民政部门、
其他有关部门或者慈善行业组
织投诉、举报。 民政部门、其他
有关部门或者慈善行业组织接
到投诉、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
处理。

公众投诉、举报，登记管理
机关受理、调查，作出结论，将成
为一种社会组织监督常态。

民政部也在 2016 年出台了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受理投
诉举报办法（试行）》，指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对其登
记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投诉
举报的受理和查处工作。 登记管

理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
渠道，方便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
调查结果要求告知举报人， 行政
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

除了接受举报被动触发检
查机制之外，民政部门还将主动
作为，实施抽查、专项检查。

2017 年 1 月 3 日，民政部办
公厅刚刚公布了《社会组织抽查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
抽查分为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
查。

定期抽查是指登记管理机
关按年度随机抽取本级登记的
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抽查比例一
般不低于已登记社会组织总数
的 3%。

不定期抽查是指登记管理
机关根据社会组织类别、所属行
业、检查事项等条件，不定期随
机抽取社会组织开展检查。

年度报告开始，社会组织监管正式进入新时代 ■ 本报记者 王勇

� � 加上 2015 年检不合格， 欧美同学基金会已经连续 3 年没有拿
到“合格”的年检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