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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2012 年 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2012 ）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

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手签，不接受签名章、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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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登记证号 粤基证字第 0225 号 组织机构代码 57965115-1

宗旨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

统美德，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为建设和谐社会尽一份心力。

业务范围

（一）为教育多元化创新的研究、传播和实践提供资助；

（二）为外来工及子弟接受同等教育提供资助；

（三）为开办外来工及子弟教育机构提供资助；

（四）为赈灾救援、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提供资助；

（五）开展符合基金会宗旨的资助项目。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

成立时间 2011 年 7 月 19 日 原始基金数额 300 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广东省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基金会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49 号新赛格电子城 A2 座 2108 号

秘书长 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姓名及职务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李军 38625566 13902445909 吴明文 38625566 13808872803

电子邮箱地址
E-mail:shycs@foxmail.com

传真 020-87530288

及时通讯工具

联系方式

（QQ 号码等）

Q Q:2317971713
网址

http://www.shycs.org/

理事长 贺海珍 邮政编码 510630

理事数 7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2

负责人中现任国

家工作人员的人

数

0

负责人

中担任

过省部

级及以

上领导

职务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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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分支机构数 0 代表机构数 0

专项基金数 0
专职工作

人员数
5 人

志愿者数 230 人 举办刊物情况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106579651151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 理事会召开情况

1、本基金会于（2012）年（3）月（9）日召开（一）届（二）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2年 3月 9日
会议地点：基金会会议室

会议议题：讨论基金会 2011年工作报告和 2012年工作计划，审议通过 2011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2 年

财务预算报告，讨论及表决通过章程修正案，讨论基金会战略、使命，宗旨等，讨论基金会组织管理架

构。

出席理事名单：贺海珍，曹卫国，管朝阳，孙迪茶

未出席理事名单：李倩

出席监事名单：陈旭军

未出席监事名单：

会议决议：讨论通过基金会 2011年工作报告和 2012年工作计划，审议通过 2011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讨论及表决通过章程修正案，讨论通过基金会组织管理架构。

备注：

2、本基金会于（2012）年（6）月（9）日召开（一）届（三）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基金会会议室

会议地点：2012年 6月 9日
会议议题：增加理事：李泽武，李军

出席理事名单：贺海珍，曹卫国，管朝阳，孙迪茶 李倩

未出席理事名单：

出席监事名单：陈旭军

未出席监事名单：

会议决议：讨论并表决通过增加理事李泽武，李军

备注：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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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本年度出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
取的报酬(人民币

元)

领取报酬事由

1 贺海珍 女 1977/07/11 理事长 2011.7、19 2 0 0
2 曹卫国 男 1971/07/16 副理事长 2011、7、19 2 0 0
3 李军 男 1974/07/07 秘书长 2012、6、9 0 0 0
4 孙迪茶 男 1970/05/04 理事 2011、7、19 2 0 0
5 李倩 女 1978/11/03 理事 2011、7、19 1 0 0
6 管朝阳 男 1975/09/03 理事 2011、7、19 2 0 0
7 李泽武 男 1968/10/19 理事 2012、6、9 0 0 0

说明：上表按照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顺序填写，如有兼任情况，如副理事长兼

任秘书长，一并写清楚。

（三）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在登记管理机关

备案时间

本年度列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领取报酬事由

1 陈旭军 男 1969/01/19 2011、7、19 2 2011/7/19-2016/7/18 0

（四）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政治面貌 所在部门及职务

李军 群众 秘书长

吴明文 群众 财务总监

李芸 群众 出纳

吴秋波 群众 项目总监

郎德中 群众 项目主管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7023.2元/人年

三、业务活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714132.67 0 714132.6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14132.67 0 714132.6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658532.19 0 658532.19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5600.48 0 55600.48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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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

单位：人民币元

（三）公益支出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2983812.19

本年度总支出 867679.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7583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5732.14

行政办公支出 100607.6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2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5.71%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成本，上年基金余额为上年末净资产。

（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1、曹卫国 460000 资助山海之家外来工子弟

其中：捐款 460000 资助山海之家外来工子弟

捐物

2、科城电子 55500.48 资助山海源学校

其中：捐款 55500.48 资助山海源学校

捐物

……

合计 515500.48

说明：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以代号等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五）本年度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公益活动明细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6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本土化研究项目资助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7011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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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公益课堂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7180.9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319.4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参加人数 221 人

3、 项目名称 ：公益展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53.6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

4、 项目名称 ：助学行动项目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82951.7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57351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2012 年

项目内容简述：

6 项目名称 ：刘利杉慈善康复项目资助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 元

执行年度：自 2012 年至 2012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 字）

（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

于受助

人的款

物

项目直接成本

总计采购

费用

人员报

酬

资产

使用

费用

宣传推

广费用

差旅等

费用

其他费

用
小计

1．公

益

课

堂

项

目

17230.93 2181 7700 45 6479 917 17319 17319

2．助学行动项目 682951.7

4
82500 196019 340938 2687 35207 574851 657351

4、本土化研究

项目
12000 97011 9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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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712132.6

7
179511 198200 348638 45 9166 36121 617770 771681

说明：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包括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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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各位理事、监事：

大家好！

转眼间，2012 就从指缝间悄然流逝了，送走末日危机的 2012，又迎来的充满希望的

2013.回头看看身后的足迹，深深浅浅的脚印里有我们真实的痕迹。

2012 年总的来说就是学习与准备的一年！年初理事会中决议由于新的秘书长未到位，

暂由理事长先兼任秘书长工作，这对于本人对于机构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和准备的过程，

由于在基金会的运营上缺乏了解与经验，自己花了较长的时间做心理准备工作，包括购买相关

的书自学及向同行的基金会请教。“作为一个初生的基金会，作为一个初次进入公益领域的新

人，要如何才能达成机构的生存、发展最终能实现机构的愿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感

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挑战极大，内心不免有些惊恐，怕自己不能完成这个重任。但在接下来的

时间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生下这个孩子就是你的责任，你得为此负责，而不是指望别人来替

代。是啊，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我告诉自己：

不论做得好不好，首先我愿意去学习、去尝试、去努力！这样面对结果的时候也无憾！！我就

是这样开始这个旅程！

一． 2012年工作回顾：

2012 年理事会议修改与通过的内容：

2012 年 3月 9号，我们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的召开了第一届二次理事会会议。开启了

我们对2012 年的计划与对未来的展望，这次理事会会议我们重新商议并确定了基金会的

宗旨，愿景，与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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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支持教育多元化创新的研究、传播与实践，以达成家长、孩子与老师共同成长，迈

向自由而健康的生活。

愿景：尊重生命自然之道，发展人性本有的善良与智慧，服务于集教育、文化、环保于一

体的，自幼儿到老年的和谐社区。

使命：探索教育多元化之路。

战略定位：将原来 以支持外来工及子弟教育 为主的发展定位方向调整为“支持教育多元

化的研究、实践与传播”。并修改了章程！

业务范围：增加了“为教育多元化创新的研究、传播和实践提供资助

2012 年工作方向与计划：

1、2012 年的工作重点以学习与传播、推广为主。

2、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明晰

3、全面开展网络宣传（包括网站运营、新媒体操作）

4、筹款目标为 500 万，本金增值目标 10%，合理配置资金，委托理财）

6、建立紧密关系的慈善联盟。

二、2012 年工作总结

关于 2012 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1、 关于传播，2012 年三月底由名誉会长曹时达主导的华德福教育宣传册开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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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半年的七次修整新鲜出炉，从文案选择到编辑，从图片的挑选与修整反搭

配，从版面的思考与设计，无不花了大量的心思与心血。方向是希望将华德福教

育深厚的哲学理念透过简单易懂的语言与生动的图片来呈现，做为一本华德福教

育的入门册。册子从一出来立刻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一千本很快用完！这个过

程不仅让大家对华德福的教育理念开始深入的学习也让大家了解一个项目要如何

如期完成。

2、 在战略定位的认识上还不深，未能将“多元教育”中的多元深入的去了解和实施，

还只是在简单的召开活动的层面上工作，未能将活动项目与愿景和使命紧密联系

起来。这一点也是需要在 2013 年的理事会中大家进一步确认我们的战略定位，

并明确 3-5 年的战略目标！以便工作计划能清晰围绕主题开展。把有限的资源聚

焦。

3、 关于宣传，网站的工作从十月份开始启动，完善网站的功能及信息内容。开启了

微博与博客的宣传，但力度不够，还未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影响力，文章的主题和

版面设计也不够突出我们的定位与宗旨，有待进一步的提升与完善。

4、 关于筹款，这是我们基金会目前最大的困难。上年的计划是筹款 500万，但最后

实现的只有 714132.67，差额很大，自己的反思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

确认工厂为子弟上华德福学校捐的200万转入基金会，后因其他原因变成分期捐

助，造成计划额度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项目未能与战略方向挂勾，再加上缺乏

专业的人员使得项目未能有效执行，也未能将项目推广并为此募款。这个工作在

去年并没开展！如何有效的募款？如何有效吸取社会资金来开展和完成项目？这

将是 2013 年团队的工作和学习的重点！理财的部分去年只做了三个月或半年短

期的储畜，一是从安全角度，二是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也未有合适的机构



12

与产品来对接！因为资金量也不大，所以不是目前最紧的事情。

5、 关于慈善联盟关系，去年与行业内的基金会、NGO、及华德福教育组织，有深入

的沟通交流，建立了与中国华德福论坛小组，华南地区各华德福组织及华德福教

育培训机构的互动和活动支持，与麦田计划基金会的创办人有交流探讨。与本地

的NGO组织，大地之子等社会创新机构联系沟通。总之，2012 年正式开始了

公共关系的建立。2013 年需加强力度与深度，在项目资源上的联系和互动！形

成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关于项目的实施：

2012 年的项目实施总的来说不理想，原定项目总支出 100万，实际支出 71万，

只完成的计划的 70%。主要是在新教育助学行动与公益大讲堂及本土化研究的项

目上开展工作。

对于项目的整体实施方面，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没有专业固定的项目工作人员，所有项目的展开只有吴会计在开展，人手不

够。无法全面去推广和实施。

2.、原定六个项目（ 本土化研究, 资助外来工子弟教育，华德福教育资料翻译及出

版，新教育助学行动，外来工家长课堂 ）内容太多，面太广，无法深入去做项目

的调研，实施，评估。

3、还未形成正式的专业的项目工作管理。只能是一边做一边学！

关于 2012年机构的发展状况：

2012 年接手秘书长作时，首先感到最重要的事是：组建团队！一个机构要发展首

先要有良好的团队，人是关键。十月份开始第二次秘书长及项目经理的招骋，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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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十二月这期间开始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应骋者，最终确定吴秋波，郎德中两

位新同事加入基金会，十二月十五号正式到位。两位新同事都在公益领域分别有两

和三年的经验。同时李军理事也提出希望出任秘书长工作一职，他在公益领域有五

年的经验，有许多项目和机构运作的经验！并且自己也在学习和开办华德福学校。

这样团队的力量也加强了！

行政方面吴会计也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与工作流程制度，规范机构的内部治理，在

人员到位的情况下可以正式开启新的篇章。在此基础之上我对2013 年的工作也充

满的希望。

对于2012年问题的思考：

1、通过对 2012 年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发现在很多方面做得不够，一是自身的专业

成度不够，二是在项目运作时发现：项目与我们的愿景使命的结合不够，当有清

晰的愿景与战略时，如何清晰有效的实施？如何在计划与项目中体现？

建议在2013年理事会会议中能更加明确我们的战略定位及确定3-5年的战略目

标，并围绕这个目标设计好项目。确定好核心项目！！再做 2013 年的工作计划！

2、如何打造专业的执行团队？？2013 年在内部的管理上需要加大力度，建立起优

质、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这也是我们是否能实现目标的基础与关键 。

建议理事会审议通过基金会内部的管理制度，以便团队更好执行项目运作，达到

专业规范的标准及要求。在社会公众面前形成公信力和影响力！打造山海源基金

会的品牌形象！

3、如何更加有效开展筹款活动？如何更好的吸取社会资源及资金？？

建议理事会能商讨关于如何筹款的方案？贡献自己的智慧及资源，共同谋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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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活动！

4、如何建立良好的宣传与公共关系？

建议是每个人都能为基金会提供自己的资源，形成一个资源库，并定时维系，对于

机构与机构的关系需要加强平时的联系以及项目的互动来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在

宣传上需要加大对各媒体的良好互动。

5、如何建立良好的理事会治理机制？大家如何更加有效的紧密的一起工作？？如何将

各自的资源与智慧聚集，形成团队的力量？

建议能否每人将自己的优势与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分工与合作。为基

金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总的来说：2012 年就是一个变化年，学习年，准备年，这一年我们在变化中摸索前行，

在实践中渐渐成长，在错误中不断改进！这一年的麿练在内心播下了坚定的信念与决心：

我可以努力学习去走上这条成为健康的专业的公益之路。

以上是我对基金会 2012 工作的总结，有不正之处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及建议。

衷心祝愿山海源基金会在我们大家共同的支持与努力中开展暂新的 2013 年新的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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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983812.19 2830218.7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559.00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139.86

存 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2983812.19 2830218.72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698.8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固定资产原价 31

减：累计折旧 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745.40 负债合计 1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745.4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983812.19 2798633.81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31631.45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2983812.19 2830265.26

资产总计 60 2983812.19 2830964.1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983812.19 28309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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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2012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3009800.00 3009800.00 13150.22 700982.45 714132.67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收入合计 11 3009800.00 3009800.00 13150.22 700982.45 714132.67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89164.60 686670.40 775835.00

（二）管理费用 21 36635.70 36635.70 136339.69 136339.69

（三）筹资费用 24 -10647.89 -10647.89 -44495.09 -44495.09

（四）其他费用 28

费用合计 35 25987.81 25987.81 181009.20 686670.40 867679.6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2983812.19 2983812.19 -167858.98 14312.05 -1535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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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2012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714132.67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现金流入小计 13 714132.6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775835.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91891.14

现金流出小计 23 867726.1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53593.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535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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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年检情况：

年度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年检结论 合格

（年检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加”、“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

按规定申报”）

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否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年至 年。

税收优惠资格取得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取得过税收优惠资格？√是 □否

取得的优惠资格的类型（可多选）：√是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取得以上两种税收优惠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

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

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 2010 年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改进建议书？□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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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审计意见（此栏只填写审计意见，请另附审计报告纸质文本）

我们认为，贵单位财务报表已经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机构： 广州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王丽娟 申春耕

审计日期： 2013 年 2 月 22 日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8388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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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 1：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 2：

意见：

签名：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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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息公开情况

(一) 是否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 2011 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 是 口否

(二) 是否在其他媒体上公布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事项 刊载日期

1 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网站 工作报告

(三) 是否在开展募捐活动前媒体上公布募捐公告 口是 口否 （公募基金会填写）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事项 刊载日期

(四) 是否在媒体上公布了内部管理制度 口是 口否 （公募基金会填写）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事项 刊载日期

（五）在开展募捐以及为突发事件接收的公益捐赠，取得捐赠收入后，是否在自身网站和其他公开媒体上

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 口是 口否 （公募基金会应填写开展募捐以及为突发事件接收的公益

捐赠，非公募基金会应填写为突发事件接收的公益捐赠的收支明细的公布情况）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事项 刊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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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否在媒体上公布公益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使用情况 口是 口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 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事项 刊载日期

1 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网站 公益课堂项目，进展，财务

收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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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信息

（一）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2年 3月 25日

□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2年 3月 25日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2年 3月 25日

□ 负责人变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二）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下拉框（见下）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办公室（秘书处）、

其它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

合同人数
4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1 养老保险 1 医疗保险 1

工伤保险 1 生育保险 1

财务管理（此处

填写不下的，可

另附说明）

人民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全部账

号）

户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基本帐户 44001580909053002721

一般帐户 44001580909053003410

一般帐户 44001580909053003681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龙口路支行

外币开户银行及账号

（列出全部账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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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捐赠收据；□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

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吴明文 财务总监 持有会计证 助理会计师、审计师

李云芸 出纳 持有会计证 助理会计师

其他管理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费用报销制度及流程，档案管理制度

（三）涉外活动情况

1．涉外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境 外 合 作

单位名称

所 属 国 家

或地区

项目经费（人民币元） 项目类别 合 作 项 目

内容简介
境外 境内

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方名称 我方经费来源

3. 参加国际组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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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文全称）

国际组织名称

（英文全称）

参加时间 批准部门 担任何职务

年检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印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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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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