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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创办青少年发展的各项福利事业，并开展与国际友好青少年组织的友好往来。

1994年10月

吴仁杰

黄浦区进贤路219号

62583800

业务主管单位

原始基金数额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500.00万元

网址

登记证号

基金会类型

邮政编码

www.project-hope.sh.cn

沪民基证第0026号

公募

200020

二、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单位：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4822943.19 0.00 14822943.19

其中：开展募捐活动取得的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度用于公益资助项目的支出 13817127.12 0.00 13817127.12

2．公益支出
公募基金会 单位：元

项目

上年度总收入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数额

21248349.54

15076188.68

13817127.12

313468.00

945593.56

65.03%（综合两年 67.69%，综合

三年73.00%）

8.35%

三、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2015年） 单位：元

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92389772.13 95447643.99 流动负债 0.00 1578.39

其中：货币资金 91867141.93 94925013.7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6287979.03 46290879.03 负债合计 0.00 1578.39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73408420.74 77050831.7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65269330.42 64686112.93

净资产合计 138677751.16 141736944.63

资产总计 138677751.16 141738523.0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38677751.16 141738523.02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2015年） 单位：元

项 目

一、本年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二、本年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二）管理费用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非限定性

3312438.96

0.00

0.00

0.00

1259061.56

0.00

1259061.56

0.00

0.00

0.00

2053377.40

限定性

14822943.19

14822943.19

0.00

0.00

13817127.12

13817127.12

0.00

0.00

0.00

0.00

1005816.07

合计

18135382.15

14822943.19

0.00

0.00

15076188.68

13817127.12

1259061.56

0.00

0.00

0.00

3059193.47

四、审计报告结论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15年度公益事业支出13,817,127.12元，上年总收
入合计32,658,349.54元（其中：上海市青年联合会捐赠741万元，徐绍村助学基金捐
赠400万元，合计1141万元。需跨年度使用。调整后收入为21,248,349.54元），公
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收入的比例为65.03%；工作人员工资福利313,468.00元，行政
办公支出945,593.56元，二者合计1,259061.56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
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8.35%。

审计机构：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
2016年3月24日

五、监事意见
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十届市
委九次全会和团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年，市青基会全体工作人员保持昂扬向
上、奋发有为的精神，以更大的干劲、闯劲和韧劲，把各项工作做好。上海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2015年度公益事业支出13,817,127.12元，做好服务革命老区、服务贫
困地区、服务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援助工作，继续创造新的业绩。

监事：何全刚、高少莉、周恩溥
2016年3月25日

本基金会（2015）年度工作报告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现予摘要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全文请查阅“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政务网站”（网址：www.shstj.gov.cn）。

广告

查验身份证要不要出示警察
证？当事人不配合执法怎么处理？
在21日公安部举办的全国公安机关
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上，全国公
安民警首次通过视频形式，就当前基
层一线民警面临的执法难点和困惑
问题接受集中培训。

此次视频培训主要围绕治安、刑
事、交通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执
法内容，从法律要求、处置流程、行为
举止、策略技巧等方面，对民警在执
法实践中具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
什么进行了直观演示。

根据演示的执法规范，民警执法
时应随身携带警察证，如执法对象质
疑警察证效力，应明确告知警察证是
警察法定的执法证件；在查验身份证
时，如执法对象不配合，应告知其有
义务出示身份证件并接受查验。没
有随身携带居民身份证的，可以提供
机动车驾驶证、护照等有效证件证明
身份，也可以报出自己的公民身份号
码、姓名等信息，供民警查验。

当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遇到阻碍
执法的行为时，要用执法记录仪全程
录像固定证据，向围观群众表明警察
身份，争取群众配合支持。如果执法
对象或其亲友拖拽、缠抱民警，可采
取拉肘别臂等相对安全的控制动作
摆脱纠缠，避免拳击、抓头发、扭脖子
等危险动作。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出的执法规
范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进行了细化，并对各地公安机关成
功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在制定
执法规范之外，公安部还将通过一系
列的配套措施和监督机制，让规范执
法成为民警日常执法的自觉行为。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充
分借鉴这次视频演示培训，建立健全
常态化的执法教育培训机制，教育广
大民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
法理念，进一步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
识、权限意识，努力通过每一项执法活
动、每一起案件办理，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社会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四川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省长李成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李成云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
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
律，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
犯罪；在国有企业改制中违规决策，
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李成云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成云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又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安徽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省长杨振超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杨振超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接受宴请，公款旅游；违反
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
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
罪，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滥
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涉
嫌滥用职权犯罪。

杨振超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杨振超开除党籍处
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
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电

查验身份证要不要出示警察证？
公安部推出执法规范 全国民警首次通过视频接受培训

四川、安徽两名副省长
因严重违纪被“双开”

针对眼下百姓最关心的“延迟退
休”这一热门话题，25日，人社部官方网
站连续转载5篇报道，由5位专家解读
延迟退休政策。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郑功成建议，延迟退休应该采取“女
先男后”的政策取向，是先从低龄退休

的女性开始，而男性与符合60岁退休的
女性先不延迟。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
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从立
法到开始实行，有一定的过渡期，并且
真正实行后采用小步慢跑策略，不是一
步延迟到位。 据《法制晚报》报道

延迟退休 专家建议“女先男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