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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基金会

第四届理事会五年工作报告

2020 年 5 月 22 日

各位理事、监事，各位领导：

大家好。下面我就本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五年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如下。

第一部分 五年来主要工作情况

本届基金会从 2015 年 4 月换届以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

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在理事会、监事会的决策监督下，在各有关单位

的协同支持下，继承发扬前三届理事会、监事会的优良传统和良好的

工作基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积极开展各项

慈善公益活动，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各项收入、支出情况。

基金会工作班子首要任务就是努力落实理事、监事会议通过的历

年财务预算，保证资金筹措、管理和使用的顺利进行。

(一)各项收入情况。

五年来总收入合计 11366.46 万元。

其中：2015 年总收入 1760.92 万元；2016 年总收入 2274.85 万

元；2017 年总收入 2402.66 万元；2018 年总收入合计 2524.21 万元；

2019 年总收入 2019.19 万元；2020 年 1—4 月总收入 213.6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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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捐赠收入合计 8419.14 万元。

2、投资收益共计 2485.52 万元。

3、其他收入 461.81 万元。

（二）各项支出情况。

五年总支出合计 9400.42 万元。

其中：2015 年 1741.29 万元， 2016 年 1810.27 万元，2017 年

1766.64 万元，2018 年 1800.17 万元，2019 年 1873.42 万元，2020

年 1—4月 408.62 万元。

1、业务活动成本支出8864.67万元,公益项目五年平均完成指标

77.34%。(慈善法规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

入平均数额的70%）。

2、管理费支出 423.8 万元，五年平均占业务成本和管理费支出

的 4.3%。（慈善法规定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5%）

3、筹资费用支出合计35.9万元。

4、其他费用支出合计73.09万元。

（三）资产情况。

截止 2020 年 4 月总资产 10943.23 万元，其中，净资产 9300.5

万元，负债 1642.73 万元。2015 年底，总资产 9378.08 万元。2016

年底，总资产 10061.02 万元。2017 年底总资产 10515.03 万元。2018

年总资产 11102.92 万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988.46 万元。

二、五年来公益项目实施情况。

五年来，本会慈善公益项目发展渐趋成熟，合作伙伴和机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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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涉足领域有所拓展，项目开展基本规范，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建立在共同遵守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合作

共事，就能形成公益慈善事业良好的环境。

五年共开展公益项目155个（次），涉及的领域有助老、助学、助

教、助医、助残、帮困、脱贫攻坚、社会文化事业公益项目等。

（一）巩固深化传统项目。

传统项目是历届理事会打下的基础，本届理事会努力保持和维

护好项目的连续性，加强与捐赠方的联系与合作，发挥好项目的应有

作用。主要有新沪商助老项目，浦东巴士帮困助学项目，泥城镇、潍

坊街道、南码头街道、川沙新镇联合捐项目，川沙新镇公益慈善文化

建设项目,华夏义工、管乐团和川沙新镇大病帮困项目，启明书社“爱

阅读”项目，骏地建筑捐助贫困地区等项目。

其中新沪商社区助老项目目前已运作了 9年，基本上形成了相对

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和管理模式，截至 2019 年 12 月已在 6个街镇、74

个居委(社区)开展，共组建志愿服务站 63 个，志愿者 519 名，服务

四类高龄空巢老人 2774 人，五年共为老人服务 83万余小时，受到广

大受助老人、志愿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好评和肯定。经过各方的共同

努力，获得了 2015 年由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评选的十名上海市

“群众最喜爱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之一，2016-2017 年度上海市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2017 年第二届全国敬老文明号,被上海市推荐为

2019 年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的荣誉。

（二）努力开拓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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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公益事业的需求、捐赠方的要求、及本会的宗旨和能力，

积极开拓了一些新领域和新项目，力争进一步扩大本会对公益事业的

贡献率和社会影响力。

主要有为浦东新区无电梯多层公寓老人安装助力折叠休息椅项

目，连续四年分别为浦东新区养老院 1.6 万左右老年人赠送专用围

兜、羊毛绒线帽、盖毯、营养食品项目，为浦东新区每家老年人日间

照护中心捐赠医用血压计项目，浦东新区卫计委文化建设和人才项

目，浦东新区石头汤图书漂流项目，安信农保助浦东阳光慈善社项目，

开拓了“爱心帮困绿色行”、“雨泽社区公益行”等定向捐赠项目，福

鼎赤溪村文化扶贫项目，东方证券助金山区综合帮扶项目，阅文传媒

公益项目，与浙江“赢在未来、关爱他人”志愿者协会合作开展上海

浦东校园足球公益项目和治理沙漠项目，青聪泉自闭症患儿训练公益

项目，《世界中医文化史》编纂项目，“尊医爱民”活动和弘扬医德医

风先进人物等，均得到受助单位和个人的感谢和社会好评。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实施了资助西藏日喀则地区贫困家庭大学生

项目，积极筹措人工晶体 15 付，帮助西藏日喀则地区 15 名患有

严重白内障的贫困农牧民项目，主动认领西藏日喀则地区脱贫攻

坚项目。青海果洛州脱贫攻坚对口捐赠项目（农牧、科技）。资助

贵州遵义市 60名贫困高中生项目，贵州遵义第十三中学受灾重建项

目，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正安县第一中学 2018 年

贫困学生资助项目，贵州遵义市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遵义乌江镇坪

塘村亮化工程项目，贵州遵义湄潭县敬老院建设项目，贵州遵义仁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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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儿童福利院、市中心敬老院建设，贵州遵义赤水市养老院建设。参

与救治云南红河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51 名，云南

红河州两所贫困学校建立电脑教室捐赠项目，云南迪庆州帮困助学等

项目。受到当地政府、民政、教育、卫生等系统和受助群众的好评、

欢迎，得到市、区民政局的充分肯定。

2020 年伊始，新冠病毒肆虐，我们根据市、区民政局的安

排，为黑龙江绥芬河市和新疆克拉玛依市分别捐赠了防护面罩、

护目镜。为浦东新区 10 个街道、镇的 345 个社区捐赠了防疫应

急箱，受到社区的欢迎。支持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制作儿科社会工

作服务指引和“新冠”医务社会工作服务 60 问，开展对全国新

冠防护医务社工服务。以上合计捐赠款 81 万元。

（三）探索巩固和开拓项目的措施。

1、加强对项目开展情况和效果的评估。我们对项目的实施情况

和效果比较重视,多次到项目执行地去考察评估。2019 年 3月，我会

与合作方一起赴云南红河洲元阳县考察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情况和

两所学校建立电化教室的情况。2019 年 5 月和 10 月，我们赶赴河

南商丘、周口地区，对启明书社在当地农村小学推广开展的“爱阅读”

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评估，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状况和学习环境做

了深入的了解，对进一步支持“爱阅读”项目的开展有了更加清晰的

理解和规划。2019 年 11 月和年底，我们分别对贵州遵义市、云南大

理州脱贫攻坚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迫切需求，选择有针

对性的项目开展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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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募集资金的新方法。从 2015 年始,我们进行了初步探索，

试行了新措施，用本会自有资金资助项目与募集定向捐赠资金挂钩。

对项目的公益性、可持续性综合评审后，按募集资金的一定比例来实

行配捐，以调动各社会组织募集资金的积极性。2015 年来的实践证

明，该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将继续推行。

3、扩大联系，以利增加捐赠收入来源和开展公益项目的合作。

通过郁建生监事长的积极联系与陪同，我们走访了塘桥街道、沪东街

道和金桥镇，与街镇领导进行了良好的交流和沟通，为下一步开展募

捐和公益项目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4、加强对公益项目的宣传。在东方广播电台、东方电视台、上

海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浦东时报、东方城乡报、浦东新区养老服

务行业协会杂志等宣传媒体上进行多次报道。

三、五年来基金会自身建设的情况。

按照理事会历年工作安排，基金会工作班子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认真组织学习十八大、十九大精神。

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慈善公益活动，努力提高政治

思想和业务水平，树立做公益就是做良心，做责任，做诚信，做实事

的理念。切实践行“干净、透明、和善”的宗旨，贯彻执行全国社团

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要求和廉政规定，不断提高募捐和捐赠的透

明度，把公益慈善工作做得更好更实。深刻认识新时代基金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定位和作用、发展目标和任务，不断改进基金会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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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努力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二）完成换届选举和充实调整领导人员的工作。

基金会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换届选举会议暨四届一次理、

监事会议。会后工作班子完成了各项登记变更工作，结合基金会工作

实际，对本基金会的章程作了数次修改，经理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

后，报市社团局审核通过，保证了本会正常运行。几年来，为加强基

金会各项工作，及时调整充实基金会工作班子领导力量，经理、监事

会通过，增选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加强了领导力量，以适应不断变

化发展的公益慈善大环境的需求。

（三）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执行。

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和政策，加强了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运营程序。

一是对现有的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根据新的要求逐步完

善。为了积极筹措慈善款项，充分发掘和用好社会资源，制定了基金

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以加强对专项基金的规范管理。专项基金管理

办法经十次理、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已经分别与浦东新区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和浦东新区公交公司共同建立专项基金。

二是加强了对基金会印章的管理，规范了印章使用的程序，每次

使用印章必须予以登记，进一步防范规避风险。

三是认真学习贯彻民政部《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办法》。基金会对

照自身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加以整改，基金会的基本信

息、财务信息以及项目的操作信息都定期（每年四次）在网站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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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工作的规范性、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的全面监督和主管部门的

监管。扩大本会在社会上的信誉度。

四、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进加强的方面。

1、在项目后期的跟踪检查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2、在自有资金的投资方面，需要更加谨慎，以实现资金的保值

增值。

3、在发展互联网平台募资、发挥和联合相关社会组织合作做好

公益项目对接上，还有潜力可挖掘，要进行专题研讨。

我们将认真查找问题，逐条对照检查不足，分析原因，汲取教训，

认真改进。

第二部分 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现对第五届理事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慈善公益活

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识学习，努力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

平，树立做公益就是做良心，做责任，做诚信，做实事的理念。深刻

认识新时代基金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定位和作用、发展目标和任务，

不断改进基金会的各项工作。

二、坚持慈善公益的宗旨目标。

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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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信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依法依规开展公

益慈善事业的意识。要履行好基金会的宗旨，发挥好基金会的作用，

帮助解决一些有关民生方面的“急、难、愁”问题，更多地开拓扶持

一些创新型、有推广价值、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继续发挥以本会自有

资金资助带动社会资金捐赠的优势，运用杠杆原理来拉动更多的社会

资金加入公益事业，不断扩大公益活动的受益面，为推进社会事业发

展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三、坚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

贯彻执行全国社团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要求和廉政规定，树

立做公益就是做良心，做责任，做诚信，做实事的理念。切实践行“干

净、透明、和善”的宗旨，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自觉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

四、坚持加强和改进内部建设。

要进一步完善基金会现有的制度规定，规范资金募集、资金使用，

跟踪项目落实的情况，不断提高募集资金的能力和筹划管理项目的能

力，在募资的形式上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积极慎重地运用好互联

网募资的渠道，为热心公益事业的捐赠者提供方便创造条件。进一步

加强内部管理和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养和能力。

以上报告，请审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