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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登记证号  0028 组织机构代码  50001847-7

宗旨  

围绕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团结有志为改革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资助他们开展理论研
究、政策分析、方案设计等。

业务范围  

资助项目，举办会议，评奖及中外学术交流，培训，咨询。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科学研究 

成立时间 1995年10月25日 原始基金数额 1,850.00 (人民币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联系电话 (  )-  010 82190552

电子邮箱 crf@crfoundation.org 传真 (  )-  010 82190552

网站名称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网址  www.crfoundation.org

理事长  樊纲 秘书长   鲁利玲

理事数  16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4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数 

 0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
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数

 0

分支机构数  0 代表机构数  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专职工作人员数  6

志愿者数  0 志愿劳动时间 0(小时) 

纳税人识别号  02807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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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及理事会情况

 １、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变更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变更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业务范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原始基金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法定代表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基金会类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宗旨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修改章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负责人变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本年度会务情况
章程规定应当每年召开理事会（  ）次，本年度实际召开（  ）次。

召开时间：  

2 2

2009-03，2009-10

 

（二）内部建设制度

机构管理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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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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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
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险  0 生育保险  0

财务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全
部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西单北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全
部帐号)

020101040006530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部
开户行)

无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全部
帐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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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昕  会计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梁雨芝  出纳  是  否  助理会计师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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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机构、办事机构、经营性实体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代表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设立备案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办事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实体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立  个0 本年度撤销  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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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年检情况： 

  

年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年检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评估情况：  
 

  本基金会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年至  年。1A 20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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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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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情况
1．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745,700.00  0.00 745,7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745,700.00  0.00 745,7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745,700.00  0.00 745,7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2．公开募捐情况表（公募基金会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组织开展募捐活动(4)项，募捐取得的收
入（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3．公益支出情况（公募基金会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186,486.18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186,486.18

本年度总支出  1,979,847.9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715,141.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2,620.00

行政办公支出  9,086.9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自动生成）    %78.4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自动生成）    %2.61

说明：公募基金会计算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时，公益事业支出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于开
展符合公益目的的活动的费用，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上年度收入合计-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
用的限定性收入+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2008年经民政部门批准开展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募捐，或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中有救灾职能的公募基
金会，扣除为汶川地震所接收捐赠部分以后的2009年公益支出比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调整后的本年度公益支出  

调整后的本年度公益支出比例（自动生成）    %

说明：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于上
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上年度为汶川地震所接收的捐赠收入。调整后的本年度公益支出=本年度实际公益
支出-本年度使用为汶川地震所接收捐赠的公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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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单位：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2008年经民政部门批准开展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募捐，或其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中有救灾职能的公
募基金会，请说明上年度接收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收入为  （单位：元）；本年度
用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的公益支出为  （单位：元）。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
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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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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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9

 1 项目名称 ：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体制改革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70,000.00 7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通过对国企红利上缴的历史考察，就我国目前预算制度的弊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目标与原则、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和公共财政预算、社会保障预算的关系及其协调措施进行政策分析，针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要来源，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方式与办法，红利上缴的用途，提出一个既要维护产权制度、又要减少改革
阻力的方案，使国有资产的收益物归原主。

 2 项目名称 ：  社保体制改革与扩大内需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70,000.00 7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两个方面提高消费：第一，是通过收入转移，将一部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转入居民的社
会保障基金（账户），间接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利于刺激消费；第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使居民为应对未
来各种需求而进行的储蓄更有效率，减少后顾之忧，可以提高居民当前的消费。因此，应以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居
民消费的思路，重新审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包括重新审视国民收入（包括资源收入、国企利润收入等）的转移支
付和国有资产的重新配置（财产性收入的转移）；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的具体方案，并就其效果进行分析。

 3 项目名称 ：  城市化与城乡结合部社会问题研究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70,000.00 7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近年来，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凸显在城乡结合部。第一，由于管理体制的矛盾，同一地域上出现交
叉管理或三不管，带来管理真空，权责不清。第二，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形成了公众利益、小地方利益、私人利益三
种利益诉求。第三，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土地越来越成为开发的焦点。第四，非正规现象突
出，包括小诊所、小饭馆、小浴室、小发廊，民工子弟学校等。由于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他们的消费水平普
遍比较低，很难享受到或承受不起城市现有的正规经济部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本项目以实证分析为基础，就上述
问题的解决提出政策性建议。

 4 项目名称 ：  人民本位论研究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300,000.00 10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现在我们处在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已有的经验很难适应现实
情况的需要。因此，需要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传统的观念。民本经济的精髓在于，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要
我发展”，改变为“我要发展”，使人从工具性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的主体性。新阶段如何继续调动人的积极
性？要依法给人更大范围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人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就是要把人的发展作为
发展的本质。新阶段如何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就是使经济发展少依赖自然资源，多依赖人力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尽
快使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按照十七大的精神全面推进改革，将人的发展制度化。

 5 项目名称 ：  中国新能源战略研究课题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100,000.00 10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能源问题一直是困扰国际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瓶颈。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能源的需求问题尤其突出，对于能源
问题的历史演化及其中间规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能源问题在中国需求出现后，世界能源需求格局出现了
重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把握，是我们研究重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常规油
气已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能源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新能源资源十分
丰富，发展新能源对国家能源安全、环境改善、煤炭安全生产和三农问题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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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项目名称 ：  储备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区域债券市场的发展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150,000.00 15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本课题的主要目的是，总结过去10年来亚洲货币政策合作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提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政策合作
的方向与具体建议。亚洲政策决策，离不开全球货币体系的变化，同时也与地区汇率政策改革紧密相关。因此，本
研究项目将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亚洲经济与货币政策合作
的经验、教训与未来方面；地区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地区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及中国的战略策略。

 7 项目名称 ：  财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平衡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150,000.00 15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本课题通过对国民经济账户关系的分析，实证地说明，我国的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其实都源于一个问题，即企业
储蓄比重加大，“挤占”了消费基金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些年我国企业储蓄比重加大、居
民消费比例过低的直接原因是，企业收入大大增加，而居民收入比重过低。因此，解决我国内外经济比例失衡的一
个最重要措施，就是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将企业未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
入，来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降低国民储蓄率。

 8 项目名称 ：  中国企业经营环境调查（2009）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200,000.00 200,0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本课题每年对我国的企业经营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各类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绝大
部分是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调查范围为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全部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问卷从以下8个不
同方面，来考察企业经营环境的情况：政府行政管理，法制环境和市场秩序，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生产要素
配置，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适合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大部分调查指标，来自被调查者对各方面
经营环境的主观评价，也包括一部分量化的数量指标。2009年，该项目的有效样本总量在3000个以上，绝大部分省
（直辖市/自治区）的有效样本数量在40个以上，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9 项目名称 ：  宏观经济论坛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745,700.00 745,700.00 2009 2009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该项目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和我研究所共同发起，国民经济研究所主办。每两个月定期举办的内部研讨会。
“论坛”旨在加强对我国宏观经济现状与趋势的研究与分析，加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研究工作者与实际经济
工作者之间经常的交流与沟通，为各方提供决策参考。2009年“论坛”举办研讨会6次，针对各个时期经济中的主
要问题和情况进行专题讨论，先后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与效果分析”、“产业振兴规划”、“国内外经
济形势展望”、“经济复苏、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2010年经济形势展望”等专题。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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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一、主要成绩 
2009年，基金会最主要的成绩是，实现了基金本金规模的重要扩充，当年净资产增值904.52万元，
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其一，通过股权置换，溢价增值759万元。历史上，华远集团公司捐赠给基金会800万元；根据捐赠
者要求，该项资金一直由华远集团公司负责运作增值。鉴于华远集团公司非金融机构，不具备资金
运作的资格，遂在2008年底，基金会与华远集团公司签署了股权置换协议。即将委托其运作的800
万元资金，置换为其持有的北京商业银行100万股权，当时股价为8元/股。到2009年7月，该股票市
值升至15.59元/股，基金会立即将其卖出，兑现资金1559万元，增值759万元。 
其二，通过举办宏观经济论坛，获得捐赠款149.14万元。根据该论坛计划书要求，每家企业每年捐
赠20万元；其中，50%用于宏观经济论坛费用支出，50%用于扩大基金本金规模。2009年，此项捐赠
收益为74.57万元。 
其三，基金会始终坚持低成本运作，2009年度行政管理费用仅为5.17万元，占当年支出的比例为
2.61%。加上当年结余，共节省资金70.95万元。 
二、存在不足 
长期以来，基金会的不足主要是，在拓展业务方面比较保守。目前，每年的公益项目支出，仅有根
据现实需要资助有关改革的研究项目和举办政策性的专题论坛，而在其他方面较少涉及。 
鉴于此，经基金会理事会讨论决定，在设立专项基金方面，进行认真探索。2009年8月，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开始筹划“住房需求指数”研究项目，计划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中心联
合开展研究。由于这项研究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和公益性，研究经费投入大、周期长，经过研究决
定，设立住房制度改革专项基金。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住宅产业化中心和房地产研究会共
同发起，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作为管理机构，专款专用，独立核算。 
目前，该项目计划书正在审议过程中，待研究会领导和建设部领导做出文字批示后，将开始基金的
立项、报批、登记注册及募资等各项工作。届时，恳请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有关领导给予指导与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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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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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4,865.62 9,157,396.26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15,000,000.00 31,000,000.00  应付款项 62 9,420,533.20 7,402,199.94

 应收款项 3 55,000.00 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0.00 661.06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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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9,865.62 40,157,396.26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9,420,533.20 7,402,861.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21 0.00 0.00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24 8,000,00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30 8,00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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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减：累计折旧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3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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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0,533.20 7,402,861.00

 固定资产清理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5,209,332.42 5,918,835.26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8,500,000.00 26,835,700.00

 受托代理资产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23,709,332.42 32,754,535.26

 资产总计 60 33,129,865.62 40,157,396.2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33,129,865.62 40,157,396.26

利用 pdfFactory Pro 测试版本创建的PDF文档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业务活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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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83,500.00 0.00 883,500.00 0.00 745,700.00 74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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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1,262,665.12 0.00 1,262,665.12 1,500,300.47 0.00 1,500,300.47

   其他收入 9 40,321.06 0.00 40,321.06 443,350.27 0.00 443,350.27

   收入合计 11 2,186,486.18 0.00 2,186,486.18 1,943,650.74 745,700.00 2,689,350.74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093,374.10 0.00 1,093,374.10 969,441.00 745,700.00 1,715,141.00

其中1：2 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2：3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3：4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4：5 16 55,000.00 0.00 55,000.00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21 62,263.70 0.00 62,263.70 51,706.90 0.00 51,7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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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费用 28 50,000.00 0.00 50,000.00 213,000.00 0.00 213,000.00

费用合计 35 1,205,637.80 0.00 1,205,637.80 1,234,147.90 745,700.00 1,979,8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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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980,848.38 0.00 980,848.38 709,502.84 0.00 709,502.84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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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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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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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644,103.67

现金流入小计 13  1,389,803.6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42,62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44,502.72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4,056,150.78

现金流出小计 23  4,143,273.5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753,469.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8,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500,3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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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0,3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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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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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6,499,6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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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5,70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8,33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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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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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4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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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审计结论（此栏只填写审计结论，请另附审计报告纸质文本）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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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基金会200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9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 

  

审计机构：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方芹  刘士向

  

审计日期：  年  月  日2010 2 8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010）5856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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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意见

 

 

监事意见 

      

     我认为，年度工作报告情况属实，审计结论清楚。请予审核通过。

 监事签字（手签）：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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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情况

（一）本基金会开展和参与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活动 

1、本基金会用自有资金捐赠汶川地震灾区：人民币  元。 

2、本基金会利用2008年接收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共开展和参与了  项灾后重建活动：

0.00

0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2008年接收的汶川地震捐赠  元，截止2009年12月31日共使用 

 元，结存  元。 

    其中，2008年年度工作报告中所申报2009年计划使用  元，2009年实际使用

 元，实际使用占计划使用的  %。

0.00

0.00 0.00

0.0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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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会2008年底结存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计划需要调整的请填写下表： 

本基金会结存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计划  

 

  本基金会承诺，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管理和支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 

  截止2008年12月31日，本基金会结存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为人民币  元，救灾

物资人民币  元。 本基金会承诺将在履行捐赠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以下计划使用：

0.00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计划使用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合 计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资金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物资金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基金会盖章）
 
 
 

                           签名：（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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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它信息 
(一)人员情况

1.理事会成员情况

2.监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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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波明 男 1955-05-02 理事 2008-05-21  1  0

 2 冯伦 男 1959-07-05 理事 2008-05-30  1  0

 3 石小敏 男 1950-07-12 理事 2008-03-02  1  0

 4 乔刚 男 1951-08-23 副理事长 2008-03-01  1  0

 5 杨冠三 男 1955-02-28 理事 2009-12-28  1  0

 6 张昌鸣 男 1948-06-07 理事 2009-12-28  1  0

 7 任志强 男 1951-03-08 副理事长 2008-04-05  1  0

 8 许美征 女 1931-02-05 理事 2008-03-03  1  0

 9 张少杰 男 1953-12-04 理事 2008-03-03  1  0

 10 杨启先 男 1927-06-27 名誉理事长 2008-03-03  1  0

 11 赵玉吉 男 1954-10-28 理事 2008-03-03  1  0

 12 黄永山 男 1962-11-17 理事 2009-12-28  1  0

 13 高尚全 男 1929-09-10 名誉理事长 2008-03-03  1  0

 14 袁绪程 男 1951-04-28 理事 2008-03-03  1  0

 15 鲁利玲 女 1954-10-08 秘书长 2008-03-03  1  10200

 16 樊纲 男 1953-09-20 理事长 2008-03-0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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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任伟民 男 1957-11-25 2009-12-28  1 自 2009-10-23 至 2014-10-22  0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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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政治面貌 所在部门及职务

 1 樊纲 中共党员  理事长

 2 鲁利玲 无党派民主人士  秘书长

 3 张宝龙 无党派民主人士  办公室主任

 4 赵珍 中共党员  学术部主任

 5 张昕 中共党员  财务部会计

 6 梁雨芝 中共党员  财务部出纳

   

   

   

   

   

   

   

   

   

   

   

   

   

   

   

   

   

   

   

   

   

   

   

   

   

   

   

   

   

利用 pdfFactory Pro 测试版本创建的PDF文档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二)信息公布情况

  是否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上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否 

序号 公布事项 刊载的报刊或网站名称 刊载日期

 1  
工作报告摘要

 
《公益时报》

200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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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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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 境外 

    
    

    
   

    
   

    
   

    
   

 

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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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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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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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登记管理机关年检结论

(印 鉴)
 年  月  日

(印 鉴)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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