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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填写本报告书前，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社会团体必须认真如实填报本报告书，本报告书一式三份，A4 纸正反页装订。本报告书内

出现的“□”表示勾选项，请直接在“□”内打“√”；涉及数量金额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一、基本信息

本表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机构的基本情况。如登记住所与现办公场所不一致的，请填写现在

的办公场地。会员数=个人会员数+单位会员数，且会员数>理事数>常务理事数。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是税务登记的社会团体，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了免税资格认定并享受免税优惠政策。

二、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情况

本表反映的是本年度社团登记备案事项变更的情况。先勾选有无实际发生变更情况，表格

内为办理情况。已办理的需填写民政部门批准变更备案的时间。主要负责人包括社团中担任秘

书长以上职务的负责人和分支（代表）机构负责人。

三、本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本表反映的是本社团章程中规定的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届限或次数规

定，以及本社团实际执行的换届及会议情况。如果未设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一栏可不填。

四、社会团体内部治理

本表反映的是本社团内部建设情况。分支（代表）机构是根据专业或地域经民政部门审批

登记，不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机构，分支机构包括分会、专项基金委员会、专业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等；代表机构包括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内设机构是社团根据需要下设的办

公室、秘书处、培训部等机构。工作人员总数=专职人员数+兼职人员数，专职人员包括离退休

返聘人员。公务员兼职情况是指现职公务员（含参公）兼任本社团职务的情形，退休人员不计。

五、社会团体党建情况

本表反映的是本社团的党建情况。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总数=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兼职

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

六、业务活动情况

本表反映的是本社团年度开展的业务活动情况。表（一）为本年度举办的重大业务活动，

此表是衡量社团是否正常开展活动的重要依据，请详细填写；表（二）为本年度针对会员和服

务对象举办的评比、达标、表彰等活动；表（三）系本年度社团接收的捐赠资助及使用情况，

如有捐赠收入，必须注明主要用途和使用情况；表（四）为本年度社团开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情况，如果没有，填写“无”。

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

本表是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内含逻辑关系），反映的是本社团年度财务收支情况。需

由单位会计协助填报。

八、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

网上预审阶段请上传电子版，预审通过后，需打印粘贴。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



本社会团体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等有关规定编制 2016 年度年检报告书，并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请予审查。

（社会团体印章）

2017 年 5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申明

本报告书情况属实，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社团名称 宁波市慈善总会
成立登记

时间
1997/11/1

社团类别 社会服务

社团性质 联合性 注册资金 2000.00 万元

登记住所 西河街 74 号 5 楼 现办公场所 西河街 74 号 5楼

邮编 315010 邮编 315010

住所来源

■自有 □个人或组织无偿提供

□租赁

（租赁到期日：年月)

办公场所

面积
706.03 平方

法定代表人 谢永康 会长（理事长） 陈云金 秘书长 谢永康

会 员 数 170

个人会员数 35

理事人数 105
常务理事

人数
55

单位会员数 135

开户银行 工行鼓楼支行 银行账号 3901110009000120345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
■有 □无

社会组织评估

是否参加

过评估
□否 ■是 评估时间 2016 年度

获评等级
■5A □4A □3A □2A

□1A

2017年参评意

向

■否 □是

类型：

□初评 □晋级 □复评

是否收取会费

会费标准

■否 □是

通过会费标准

会议名称
第（）届（）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时间 年月日

二、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情况
本年度有无发生登记备案事项变更（□有 ■无 ）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名称
□已办理

□未办理
□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未办理

□业务范围
□已办理

□未办理
□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未办理

□住所
□已办理

□未办理
□章程核准

□已办理

□未办理

□注册资金
□已办理

□未办理
□主要负责人

□已办理

□未办理



三、2016 年度会议及换届情况

章程规定 换届或会议情况

会员（代表）大会（5）年一届 最近一次换届大会时间为（2013 年 9 月 27 日 ）

会员（代表）大会（5）年一次 最近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时间为（2013 年 9 月 27 日 ）

理事会一年（1）次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1）次

常务理事会一年（2）次 本年度召开常务理事会（2）次

四、社会团体内部治理

制度建设

证书、印章管理制度 ■有 □无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代表)机构

管理制度
■有 □无

执行重大活动报告

制度情况
■有 □无 信息披露制度 ■有 □无

分支（代

表）机构、

内设机构

情况

分支（代表）机构数 6 内设机构数 4

人力资源

建设

工作人员总数 15

专职人员数 15
其中离退休

返聘人员数
9

兼职人员数 0

专职人员

平均年龄
55 岁

专职人员有中级

以上职称人数
5

专职人员50周岁以下

人数
15

专职人员大专以

上学历人数
12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人数（含离退

休人员返聘合同）

15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保人数
6

缴纳住房公积金

人数
6

专职工作人员（除离

退休返聘人员）月平

均工资

7500 元

兼职（含离退休返

聘人员）人员月平

均补贴

4600 元

公务员兼职

总数
11

局级（含）以上干

部数
7

处级干部数 3

科级干部数 1



五、社会团体党建情况

工作人员中的

党员总数
9

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 9

兼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 0

是否建立

党组织
□否 ■是 建立党组织时间 2004 年 1 月

上级党组织

名称
宁波市民政局党委

党组织

设置情况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临时党支部■党小组□联合

支部

党组织负责人

姓 名 邵裔

联系电话 87250995

六、业务活动情况
（一）本年度举办研讨、展览、培训、讲座、竞赛、考察等活动的情况

序

号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地点 批准单位 收费情况

1． 全市慈善总会会长会议 研讨 2016年1月 余姚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2． 一日捐活动 募捐活动
2016年5月

-6 月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
无

3． 慈惠童心项目 助医活动
2016年1月

-12 月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4． 彩虹助学项目 助学活动
2016年5月

-6 月
宁波工程学院

宁波市慈善总会、宁

波晚报社
无

5． 元旦春节送温暖 助困活动 2016年1月 余姚困难户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6．

（二）本年度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情况

序

号
活动名称 类型 时间 地点 批准单位 收费情况

1． 表彰宁波市慈善村、慈善社区 表彰 2016年1月 余姚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2．
组织开展第三届宁波市“双十

大”评选表彰活动
评选表彰

2016年3月

-5 月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慈善总会 无

3．
“2015 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

闻事件和人物
评选 2016 月 12 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市新闻工作者协

会、宁波市慈善总会、

宁波晚报

无

（三）本年度接受捐赠资助情况和使用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35560961.17 8000.00 35568961.1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5560961.17 8000.00 35568961.1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14867110.17 0.00 14867110.17

来自境内组织 20693851.00 8000.00 20701851.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组织 0.00 0.00 0.00

主要用途和

使用情况



（四）年度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

1．国际合作项目

项目名称
批准

机关

境外合作

单位名称

境外合作单

位所属国

家、地区或

国际组织

项目资金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类别

项目实

施时间

项目

实施地
境内 境外

2．参加国际会议

会议名称
会议时

间

会议地

点
会议类型

会议主办单位

名称

我方经

费来源
我方发言主题

3．参加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

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

（单位：人民币

元/年）

担任职务情况

职务类型 任职起止时间

4．组团出国（境）访问

出访国家或地区
出访时

间

出访人

数
出访目的

经费来

源

境外邀请单

位名称
批准机关



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宁波市慈善总会 （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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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75196.

44

83097519.

34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71501888.

12

67148144.

24

应付款项 62 28844592.

10

21484243.76

应收款项 3 22781281.

15

18351733.

30

应付工资 63 0.00 4703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35799.27 25784.24

存 货 8 938989.00 200.00 预收账款 66 0.00 13861.12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160597354

.71

168597596

.88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28880391.

37

21570919.12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47162393.

06

46825780.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47162393.

06

46825780.

21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3774132.0

0

3774132.0

0减：累计折旧 32 1540840.0

0

1679645.0

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2233292.0

0

2094487.0

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28880391.

37

21570919.12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2233292.0

0

2094487.0

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10061448

.40

122245744.9

7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1051200.

00

7370120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181112648

.40

195946944.9

7

资产总计 60 209993039

.77

217517864

.0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09993039

.77

217517864.0

9



（二）业务活动表

（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宁波市慈善总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2015 年末数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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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3933.79 2300000.00
2844393

3.79

32918961.1

7
2650000.00

35568961.

17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1700000.00 200000.00
1900000

.00
1700000.00 186000.00

1886000.0

0

投资收益 6 2276782.87 0.00
2276782

.87
1348740.87 0.00

1348740.8

7

其他收入 9 1857005.46 0.00
1857005

.46
1330241.82 0.00

1330241.8

2

收入合计 11 31977722.12 2500000.00
3447772

2.12

37297943.8

6
2836000.00

40133943.

86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33515138.81 280421.60
3379556

0.41

30612944.8

7
186000.00

30798944.

87

其中：人员费用 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日常费用 14 33515138.81 280421.60
3379556

0.41

30612944.8

7
186000.00

30798944.

87

固定资产折旧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税费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21 1863722.61 0.00
1863722

.61
1861338.85 0.00

1861338.8

5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35378861.42 280421.60
3565928

3.02

32474283.7

2
186000.00

32660283.

7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3401139.30 2219578.40
-118156

0.90
4823660.14 2650000.00

7473660.1

4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宁波市慈善总会 （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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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68961.17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188600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7103686.51

现金流入小计 13 44558647.68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0798944.8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468338.5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93000.35

现金流出小计 23 32660283.7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1898363.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52353743.88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470215.0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53823958.9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48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48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5823958.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7722322.90



八、2016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17 年度工作计划（可附纸粘贴）

2016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市慈善总会认真学习贯彻《慈善法》和国务院、省政府关

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文件精神，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对策，稳步推进各项慈善工作，较好地实施了

年初预定的工作任务，并荣获第五届“浙江慈善奖”。

一、认真学习慈善法，努力提升慈善工作水平

2016 年 3 月，《慈善法》正式颁布。我会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学习、宣传《慈善法》。年初，我会

召开各县（市）区慈善总会会长会议和基层慈善工作经验交流会，研讨《慈善法》颁发后的慈善工作思路，

并表彰了全市第二批慈善村（社区）、慈善乡镇（街道）。3 月份，《慈善法》刚获全国人大通过，我会就在

同月召开的理事会上印发了《慈善法》，陈云金会长就《慈善法》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等方面做宣讲，要

求全体理事认真学习，全力促进宁波慈善事业的新发展。6月 6日至 8 日，我会协助省慈善总会，同江北

区慈善总会一起承办了中华慈善总会举办的学习贯彻慈善法培训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计

划单列市、省会城市、部分地级市的慈善会领导，浙江省各县、市、区慈善组织代表，宁波市各县（市）

区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共 400 余人参加培训。9 月 5 日，我会又召开了全市两级慈善总会负责人参加的首

个“中华慈善日”专题座谈会，学习《慈善法》，交流各地贯彻《慈善法》，开展慈善帮扶的具体做法。

根据《慈善法》和民政部有关文件精神，我会及时提交了慈善组织认定及公开募捐资格申请，经市民

政局审核，被认定为我市首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二、适应形势发展，强化慈善资源的动员能力

2016 年，我会募集善款 3556.9 万元，历年累计募集 6.17 亿元。全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 4.39 亿元，

历年累计募集 54.98 亿元。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筹措善款：

（一）形成机制，大型慈善活动与日常小额捐赠并重。我会通过举办“请让我来帮助你”、“星星音乐

会”等各类大型慈善活动，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为特殊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需要社会关

爱的群体筹集善款。坚持每年集中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2016 年共募集善款 899.2 万元，其中单位捐

款 225.9 万元，个人捐款 673.3 万元。与此同时，我会重视做好善款的日常接收工作。爱心人士赵毅通过

网上银行分五笔捐款 24.9995 万元，台胞严贤康先生委托宁波的亲属捐款 2 万元，林先生捐款 150 万元，

“顺其自然”又捐款 91 万（历年累计捐款达 859 万元）。仅 10 月份，就有金先生捐款 18.85 万余元，“无

名氏”捐款 8万元，唐老太捐款 6 万元。2016 年我会共接收日常捐赠 545.1 万元。

（二）深化服务，吸引社会各界建立慈善基金。对已建立各类基金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我会经常

联系，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善款去向及使用效果，以优质服务吸引他们继续捐赠或扩大基金。

对一些有条件、有意向而尚未建立基金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则主动加强联系，宣传慈善理念，引导他们通

过建立基金履行社会责任。我会 2016 年新建、扩建企业冠名慈善基金 16 个，到位善款 564.6 万元。在 2016

年新建或扩建的企业冠名基金中，“吉旺帮困基金”100 万元，累计 1300 万元；帅特龙集团“吴蕾蕾爱心

基金”100 万元；“帮困基金”60 万元，累计 505 万元。另外，企业(单位)定向捐款较多的有，市第一医院

200 万元，百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7.4 万元，浙江省烟草公司宁波市公司 73.3 万元，宁波锦地钢

铁有限公司 50 万元。2016 年新建小额冠名基金 9个，累计小额冠名基金 85 个，到位善款 658.3 万元。2016

年新建的“兴进”小额基金一次性到账 10 万元，用于助学、助困、助医。李女士的“晴朗”小额基金又捐

款 50 万元，总额达 250 万元；“帮困”基金又捐 15 万元，“荣盛”基金到账 10 万元，累计 30 万元。

（三）加强合作，联合挖掘慈善资源。我会加强与各类协会、系统及部门单位的合作，加强慈善项目

宣传，根据对方意愿，提供参与慈善项目的方式和途径，共同开展社会救助。目前已有女企业家协会、市

民建企业家协会、交通委机关工会，市餐饮业与烹饪协会，解放军 113 医院等 10 多家单位建立了定向捐助

的慈善基金。我会加强与媒体合作，推出慈善项目，向社会公开募集善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如与宁

波晚报联合发起筹建新疆托喀依乡“宁波幼儿园”的项目，现已募集到公众善款 20.65 万元。

（四）适应形势，积极拓展新型募集渠道。在募集方法上，我会一方面继续坚持、巩固以“十大品牌”

项目为依托的传统捐助体系，一方面以《慈善法》为指导，积极适应市场需要，探索互联网+慈善项目的新

形式，进一步完善网站、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新型网络募集渠道。借助“腾讯 9.9 公益日”的良好



契机，我会与奉化市义工分会联合推出“爱心馒头”项目，短短两天半就筹款 10.2 万元。近年来，由外籍

人士组成的爱心团队已成为参与我会慈善捐助的新生力量，他们通过开慈善晚会、筹拍门票、食品等多样

化的方式募集善款 8.3 万元，有的还建立了小额冠名基金。

三、开展精准帮扶，增强救助实效

我们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实施扶贫济困、扶老助残、助学助医、扶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救助项目，2016

年我会支出救助资金 3018.3 万元，受助群众 12700 余人次，累计支出救助款 46338.5 万元，受助 22.9 万

人次。全市救助支出 4.27 亿元，受助群众 42 万余人次，累计救助支出 42.24 亿元，受助 338.3 万人次。

（一）推进造血型扶贫基地建设。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我们会同县（市）区慈善总会，加强对慈善

扶贫基地的管理，督促落实各项制度；坚持年终考核，注重对扶贫基地的绩效评估；搞好服务，帮助扶贫

基地提升产品品质和科技含量，增强经济实力。为宣传慈善扶贫基地的帮扶成效，扩大社会影响，我们与

宁波电视台合作，拍摄专题片在《田野》栏目播出。同时，继续推进新建慈善扶贫基地工作。2016 年，新

增市级扶贫基地 1家，县、区新增 2 家，共增加帮扶农户 41 户。2016 年，市级扶贫基地达 17 家，帮扶 463

户，资助支出共计 179 万元。全市共建扶贫基地 55 家（含省级 1 家），共帮扶贫困农户 1229 户。

（二）开展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助学。2016 年，从“顺其自然”等隐名爱心人士和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

司储吉旺董事长的捐赠款中支出 185 万元，帮助 370 名大学新生；支出救助款 58.6 万元帮助在甬高校的

209 名大学生。5 月 16 日，我们与宁波晚报联合发起了第十四次彩虹助学活动，不到 1天半时间，150 名

特困大学生就被 120 名爱心人士认助一空。同时，我们出资 25.3 万元为 1100 名小学生配送近视镜。

（三）实施以大病救助为重点的助医项目。一年来，支出 121 万元资助重大疾病患者 97 人，其中市级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大病患者 22 人。“大爱基金”支出 6万元帮助 2 人。继续实施“慈惠童心”工程，

资助 13 名先心患儿 19 万元。开展血友病患者救助，共支出 146.9 万元，受助 200 人次。做好台塑慈爱复

聪项目，为 11 名听障患者植入人工耳蜗，折合人民币 93.5 万元。至此，台塑慈爱复聪项目已全部完成。

与浙江诺尔康科技有限公司、市老年福利基金会合作，实施老年复聪项目，救助 3人，支出 2.7 万元。另

外，配合中华慈善总会，向恶性肿瘤患者等发放“格列卫”、“易瑞沙”等药物达 5455 人次，药品价值 14355.12

万元。

（四）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公益事业。出资 210 万元，帮助 19 所乡镇敬老院、7家养老服务中心改

善老人生活条件；支出 141 万元，帮助 16 所农村小学、幼儿园更新教学设备；为 5家基层卫生院增添医疗

器材支出 29 万元。

同时，为有关单位搭建平台，资助公益项目 43 个，支出 965 万元。扶助市癌症康复协会等非营利机构，

华慈医院、颐康医院、星宝家庭支援中心、精疗康复基地和慈善商店等 5家慈善实体，共支出 233 万元。

（五）开展情暖万家和助残活动。元旦、春节期间，我会共拨出资金 36 万元，用于慰问困难群众和发

放慈善超市购物卡；市总会领导还专程去余姚市梁弄镇走访慰问了 12 户特困家庭。全市两级慈善总会开展

送温暖活动共支出善款 4317.4 万元，惠及城乡 6.67 万户困难家庭。

在第 26 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陈云金会长、任和君副会长带队走访慰问了江北区阳光家园，送

去助残资金 10 万元。另外，资助海曙区满天星残疾人服务中心 5 万元。

四、加强义工建设，构建慈善服务体系

截止 2016 年底，全市慈善义工已有近 6 万人，义工服务时间累计近 11 万小时。广大义工努力弘扬诚

信友爱、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充分发挥救助服务作用，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赏。

（一）全力打造专业化义工队伍。上半年，市义工分会与互联社区志愿者联盟合作，打造县（市）区

两级义工网络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完成义工登记注册。两级义工分会加强培训，陈海英、张雪亚、何美蓉、

赵燕儿等义工组织负责人为各地做培训讲座。义工服务逐渐由走访敬老院、贫困家庭等活动型服务向常态

化服务转变，由侧重于体力服务向奉献体能、智力并重转变，由慰问关怀式服务向专业化服务转变。心理

健康义工服务大队从为青少年提供基础讲座提升到危机干预，为特定对象做免费心理咨询和治疗，取得较



好效果。“丫丫修指甲”大队先后在海曙区苍水社区、江北区孔浦街道、望春街道西部区域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成立了爱心服务站，2016 年共为 1100 余人次老人提供修指甲服务。象山县义工分会“天使康复”项目

入选 2016 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项目。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承接了该项目的“心理呵护沙龙”的特

殊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到 12 月底，共为象山地区特殊儿童开展各类活动 39 场，为 110 余名自闭症患儿提

供服务。

（二）积极开展多样化义工活动。市义工分会各大队有序开展丰富多彩的服务活动。到 2016 年底，“衣

循环”项目累计组织 1950 余名义工参与活动，发放衣物 115.6 吨。7 月，我会与中国宁波网、北仑区慈善

总会、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等联合举行“大声说出爱-儿童品格成长训练营”活动，融合爱心企业员工子女，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受助大学生义工指导下过集体生活，培养青少年“感恩”、“仁

爱”品格的培养，收到了良好成效。“风信子”健康服务大队结对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201 班 11 名聋

哑学生开展以“爱的暖意”为主题的系列爱心活动。生命关怀义工大队 2016 年共有 342 名大学生义工在李

惠利医院等 4所医院开展临终关怀活动 114 次，服务 4821 名患者。秋韵义工演出队 2016 年安排 8 场慰问

演出，为市社会福利院、各养老机构及社区居民送去文化盛宴。星宝中心在原有服务点的基础上拓展了专

业康复部，现已为 83 位学龄前儿童提供一对一康复训练，义务提供家长培训服务 235 次。4月 2日世界自

闭症日，星宝中心联合宁波电台首次以“众筹”的方式举办“星星音乐会”，通过网络及现场筹款 168690

元。星宝中心全年共开展 74 场主题宣传、家长培训、社交融合活动，服务星宝家庭 1678 人次，接待参观

考察团 120 批（次）。2016 年，星宝自闭症家庭支援中心被市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授予“最具爱心助残服务

机构”称号，并被评为市级社会工作示范基地；星宝援助计划项目获得浙江慈善奖的慈善项目奖。

（三）努力开拓慈善义工服务新领域。针对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捐赠实物的意愿，7月 28 日，

我会联合市福利彩票协会、海曙区慈善总会筹建了宁波慈善商店，接收实物捐赠，吸收低收入者或残疾人

为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对各类爱心物资的售卖，实现爱心物资的循环使用，达到社会公益帮扶的目的。商

店还直接向恩美儿童院福利院赠送奶粉、尿不湿等，向社区困难户赠送月饼，向流浪人员发放衣物，使贫

困弱势群体直接享受慈善帮扶。此外，商店还突破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的局限，大量社区居民主动

到商店做义工，开辟了“用时间、用精力和爱心做慈善”的新路，使慈善事业进一步呈现平民化特色。商

店自开业以来，受到了老百姓的热捧，取得了喜人的成效，短短 3 个月，在扣除基本运营成本后，营业所

得共计 10 万余元，全部用于“与爱同行”护蕾爱苗、行知困境儿童行为矫正、象山爱心中转站关爱西部儿

童等 7 个关爱困境儿童项目。

五、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的慈善发展环境

2016 年，市慈善总会深入宣传《慈善法》，宣传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文件精

神，宣传为宁波慈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人物，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慈善氛围，推动慈善事业

不断发展。

（一）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文化宣传活动。依靠新闻媒体，围绕“慈善一日捐”、“彩虹助学”、“慈

爱助残”、“慈善助医”、“情暖万家”等捐助活动，宣传党和政府发展慈善事业的政策举措，宣传“乐善好

施、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慈善理念，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围绕慈善扶贫基地建设，开展电视专题

系列宣传，扩大“造血型”慈善救助的效果。继续在《慈善公益报》上开辟“大爱宁波之窗”栏目，坚持

每月编发一个专版，集中宣传宁波慈善，扩大宁波慈善的对外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市级新闻媒体

报道的各类慈善稿件共 423 条（篇），专版专题 14 个；中央与省级新闻媒体报道的宁波慈善稿件有 80 余条

（篇）。

（二）认真做好慈善典型的推荐评选和宣传。认真做好第五届“浙江慈善奖”的推荐和评选工作，除

我会获慈善工作奖，星宝援助计划获慈善项目奖外，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分别获得机构捐赠奖。开展第四届宁波市“十大慈善之星”、“十大最具爱心捐赠企业”评选活动，授

予“顺其自然”等 4 名个人第四届宁波市“十大慈善之星”特别奖，李一奎等 10 名个人第四届宁波市“十

大慈善之星”；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第四届宁波市“十大最具爱心捐赠企业”。开展“2015?

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评选活动，评出“爱心女士陈妍，推迟怀孕捐献造血干细胞救人”、“慈

善扶贫基地帮助贫困户‘造血’”等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

（三）不断加强自身宣传平台建设。利用《大爱》杂志、《宁波慈善信息》和宁波慈善网及时发布慈善

动态与募集救助情况，传递国内外慈善信息。为增强慈善信息的时效性，更好地发挥其宣传、交流作用，



从 5月份起，《大爱》杂志和《宁波慈善信息》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专门制作《精准扶贫闯新路—宁波慈善

扶贫基地建设纪实》专题片，编印《慈心惠民善行甬城——宁波慈善“十二五”回顾》特刊，总结、宣传

我会所开展的主要慈善活动和工作。加强对宁波慈善网的管理力度，全年发布信息 342 余条，点击量达 49.1

万人次。

六、规范运作机制，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信力

我会注重加强内部管理，按时召开会长会议、理事会会议，坚持重大事项提请集体讨论决定；坚持公

开透明的捐助运作机制，坚持慈善资金收支情况公开、透明，所接受的社会捐赠、年度慈善资金收支情况、

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均通过宁波日报、宁波慈善网、《大爱》杂志等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

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慈善法》，学习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促进事业健康发展的文件精神，不断提高

对慈善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搞好慈善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如通过互联网开展慈善募集、救助工

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慈善文化宣传的形式与载体有待进一步探索创新等。

2017 年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慈善法》的施行，既对慈善机构运作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也

为慈善事业发展带来机遇；经济环境依然会对企业捐赠产生不小影响，但随着社会公众慈善意识的提升，

个人捐赠的潜力正在不断激发出来。我们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争取把宁波慈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对

于 2017 年的工作，我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积极学习宣传《慈善法》，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慈善法》是我国社会领域的重要法律，

我们慈善工作者不仅要加强自身学习，还要做好宣传工作。要着力宣传《慈善法》，宣传国务院、省政府关

于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精神，宣传“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人人做慈善”的慈善理念，提高全社

会的慈善意识；要深入宣传党委政府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优惠政策，鼓励发动更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反哺社

会；要大力宣传重要慈善活动、有影响力的慈善品牌和有推广价值的工作经验，宣传乐善好施、积极奉献

的慈善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的慈善发展环境。

二、认真贯彻执行《慈善法》，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慈善法》施行后，我们既要在认真学法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工作努力贯彻落实，用以规范日常慈善行为，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又要根据《慈善法》

的要求，对现行的规章制度逐一进行修订、完善，对各类项目、基金、协议等再次进行仔细检查、核对，

使它们符合《慈善法》的精神，使我们的慈善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注重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宁波慈善事业。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要围绕“慈善创新与

发展”的主题，开展网络慈善创新、社区慈善创新、股权捐赠创新、慈善信托创新、志愿服务创新等方面

的理论研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为慈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要树立“互联网+慈善”的理念，进一步完善

网站、网上银行、微信、支付宝等新型网络募集渠道，做好网站平台服务工作，加强与各类合法、正规、

有慈善意愿的组织及个人合作，共同促进善款募集工作；积极策划、精准实施各类项目救助，创办各类慈

善实体，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真正做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突破。

四、建设义工品牌，力争促进义工事业发展。要加强义工网站建设，规范义工注册程序，建立义工服

务电子记录与查询档案。要继续扶持“宁波慈善商店”、“丫丫”、“衣循环”等现有义工品牌项目，逐步在

社区和相关单位拓展慈善商店的服务站点；有条件地增设“丫丫”服务点，帮服务点培训专职义工，变输

血为造血；抓住捐衣热潮节点，积极开展较大规模的集体捐衣联动活动。要加强对县（市）区义工分会的

工作指导，加强义工骨干的培训，推出菜单式培训，采取派出去、请进来，义工组织上下互动等方式打造

专业义工队伍，促进我市义工事业发展。

五、重视信息公开，全力提高社会公信力。要以《慈善法》为准绳，进一步强化信息公开，规范透明

操作，提高社会公信力。要不断健全慈善组织网络建设，对已建的村、社区联络站要在保持数量的基础上

提高质量；对还没有建联络站的村、社区，要积极创造条件建设。要继续加强与县（市）区慈善总会的联

系与合作，加强慈善组织能力建设，重视慈善工作者的培训与学习，努力提升业务素养，建设一支适应新

形势的专业人才队伍。各地要结合换届工作，配备好慈善组织领导班子、工作团队，促使全市慈善总会的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我市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九、年检审查意见

业
务
主
管
单
位
审
查
意
见
（
直
接
登
记
无
需
出
具
）

经办人：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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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社会组织对外工作情况信息表
■无此情况

1. 基本信息 无此情况

社会组织名称 登记管理机关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

构负责人
工作人员 志愿者 其他

人数

注：1.负责人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校长、院长）

2.社会团体不填负责人、理事两项，民办非企业单位需要填。

本年度参加国际

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举办外文网站 否 是，外文网站数量：个，外文网站使用的语言：

举办外文刊物 否 是，外文刊物数量：个，外文刊物使用的语言：

2. 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无此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

家（地区）

机构类型

（下拉框）
设立时间 工作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

人数

1

2

3

4

5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不仅限于年度建立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合作中心、工作站（基地）、其他。

3. 在境外开展的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无此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方
项目资金

（人民币元） 项目

形式

实施时间

（年月）

境外实施

国家（地

区）
组织类型

（下拉框）

所在国家

（地区）
中方 外方

1

2

3

4

5

注：1.组织类型：外国（地区）政府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外国（地区）企业、外国（地区）社

区、外国（地区）个人。

2.项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会议、培训、展览、研究、考察、资助等，统计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



4. 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国际组织） 无此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单

位：人民币元/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职务或资格

类型
起止时间

1

2

3

4

5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不仅限于年度参加的。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3.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际组

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5. 2014-2016 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和典型案例 无此情况

（以上 5 项信息如果栏目空间不够，请另行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