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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财务报告

各位理事、监事、会员、来宾：

市慈善总会自 2013 年换届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在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在第

三届理事会的带领及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全会上下齐心协

力，认真贯彻《慈善法》，积极筹募慈善资金，大力开展慈善救

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现在，我受理事会的委托向各位

会员作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的财务收支情况报告，请予

审议。

一、收入情况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慈善总会各项资

金收入共计 11050.54 万元，物资评估作价 733.45 万元，物资

接收 236488 件。在募集的总收入中捐赠收入 10169.79 万元，

其他收入 880.75 万元。

（一）捐赠收入（含物资评估价值）

捐赠收入 10169.79 万元，分为突发性自然灾害、冠名基金、

慈善助学、助医助残助老、扶贫专项、一般社会慈善捐款和物

资评估等七个方面。

各项收入具体如下：

一是突发性自然灾害接收捐款 411.87 万元;

二是冠名基金募集资金 5646.68 万元;

三是慈善助学捐款 1652.34 万元;

四是助医助残助老捐款 388.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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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扶贫专项捐款 1467.48 万元;

六是一般社会慈善捐款 602.45 万元;

七是物资评估价值 733.45 万元。

（二）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880.75 万元，包括会费、利息、政府专项经费补

助、政府购买服务专项经费、其他项目收入五个方面。

各项收入具体如下：

一是会费收入 246.05 万元;

二是利息收入 153.52 万元（市慈善总会捐款专户利息）;

三是政府专项经费补助 150 万元;

四是政府购买服务专项经费 320.6 万元;

五是其他项目收入 10.58 万元。

（三）物资接收

接收物资 236488 件,包括“春节·中秋”两节慰问、“温暖

手传心（巧手编织）活动”、“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活动”爱心

募集，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林华园林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物资捐赠以及一般社会捐赠

物资接收等七个方面。

各项物资接收具体如下：

一是“春节·中秋”两节慰问活动接收大米、食用油、棉

被等物资 27049 件；

二是“温暖手传心（巧手编织）活动”接收大米、食用油、

围巾、旧衣服等物资 25160 件；

三是“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活动”接收旧衣服等物资 1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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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四是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营养强化配方粉、液体钙、

蛋白质粉等物资 99012 件；

五是广州市林华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捐赠饮料 3000 箱；

六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净水器、20 尺光伏集

装箱营房、空气能热水泵热水机组等物资 102 套；

七是一般社会捐赠新、旧棉被、秋装运动服、运动水杯、

旧书籍等物资 70575 件。

二、支出情况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慈善总会各款项

支出共计 9931.09 万元，物资评估作价 700.45 万元,发放物资

267416 件。其中：向社会和各类困难群众提供各项公益救助款

8715.10 万元，其他支出 1215.99 万元。以上支出分为各项公益

救助和其他两大类：

（一）各项公益救助款支出 9415.55 万元

向社会和各类困难群众提供的各项公益救助款主要用于以

下七个方面：

一是抗震救灾款支出 684.56 万元；

二是扶贫济困、助老和一般慈善捐款支出 1698.59 万元；

三是助医、助残款支出 473.56 万元；

四是助学款支出 3346.62 万元；

五是扶贫专项支出 1161.90 万元；

六是慈善公益帮扶项目支出 1349.87 万元；

七是物资评估价值 700.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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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支出 1215.99 万元

主要用于每年中秋、春节慰问低保边缘困难群众，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市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市社会捐助接收中心、市

慈善超市、广东扶贫济困日以及救灾捐赠职能转移公布等项目）

的落地执行支出、中慈患者援助项目支出和秘书处的日常运作

经费支出。

（三）捐赠物资的支出情况

一是开展“两节慰问低收入困难群众”发放大米、食用油、

棉被等物资 29302 件；

二是开展“贫困山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发放营养强化配

方粉、液体钙、蛋白粉等 99012 件；

三是开展“抗击‘天鸽’台风慰问活动”发放饮料 3000 箱；

四是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改善部队官兵生活慈善

活动”发放净水器、20 尺光伏集装箱营房、空气能热水泵热水

机组等 102 套；

五是开展“温暖手传心（巧手编织）活动”发放大米、食

用油、围巾等 24581 件；

六是开展“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活动”发放旧衣服物资

11939 件；

七是开展一般社会救助活动发放文具、运动水杯、新、旧

棉被衣服等物资 99480 件。

三、结余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市慈善总会帐面上接收的捐

赠款项结余 2853.34 万元，物资结余 16359 件。结余的捐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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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有冠名基金、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等，本会以尊重捐赠者

的意愿，符合慈善公益目的为宗旨按捐赠者的要求使用捐赠款。

四、财务管理情况

五年来，本会财务工作认真遵守国家、省、市有关的政策

法规及本会章程，全面执行《慈善法》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

职责，坚持制度化管理，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在接收捐赠

资金、物资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认真贯彻《慈善法》，坚持法治慈善阳光运作

2016 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总会邀请专家、老师解

读《慈善法》的有关条例并参加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其他省、市

举办的学习班。财务部门对照《慈善法》的规定，慈善活动年

度支出均达到 70%以上，管理费用严格控制在 10%以内。在工作

中多与同行业交流和学习，积极开拓慈善资金的保值增值渠道。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并落实执行，规范财务的审批

程序，切实做到财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

（二）坚持帐目公开，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

总会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每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审计报告通过本会网站平台等方式公开财务信息并接受政府和

社会监督。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理事会成员会议对财务工作进行

阶段性的汇报，接受理事的全面监督。

（三）强化对财务透明度执行情况的财务审计

五年来，总会始终重视审计工作，对财务审计由两类不同

的机构先后进行：一审由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内部审计委员进行

不定期的审计，及时对各项财务收支进行控制与评价；二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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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执行。总会坚持年度审计年年有，重大事

项审计全程配合，专项审计不走过场，客观、公正地提高本会

的财务透明度。五年来，慈善企业和个人捐赠的款物没出现过

任何违规问题。

各位会员、理事、监事、同志们，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

体系的有力补充，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认识

到，加强慈善事业的财务管理是一项长期不可懈怠的任务，我

们将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把我市慈善事业的财

务管理做得更加日臻完善。

具体捐赠情况和支出情况，请见后面的表格。

珠海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捐赠款项收入统计表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事项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备注

突发性

自然灾害

尼泊尔地震 31865.00

云南鲁甸地震 748545.59

台风“天鸽”灾后重建专款 3338291.26

合 计 4118701.85

冠名

基金

募集

资金

茂华实业慈善基金 90000.00

晟通慈善基金 6580000.00

仕高玛慈善基金 9100000.00

荣杰慈善基金 8615217.40

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3520000.00

天威慈善专项资金 882500.00
含学生返还助学
款 252500 元

大潮集团慈善基金 1860000.00

永顺慈善基金 1319238.00

联浩集团慈善基金 1000000.00

金悦轩慈善基金 1000000.00

名仕高球会慈善基金 800000.00

粤西商会慈善基金 3034688.00

宝霖慈善基金 2000000.00

冠名

基金

募集

公益翠香慈善基金 825956.43

藏獒会慈善基金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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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酸纤维慈善公益基金 1325823.00

拱北社区公益基金 670258.75

中珠医疗慈善基金 1010000.00

市困难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帮扶基金 21196.30

市志愿服务基金 30000.00

汤臣倍健慈善公益基金 1173810.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382923.00

前山妇儿公益发展基金 635572.00

红金叶慈善基金 100000.00

报业公益慈善基金 498410.90

钰海慈善公益基金 1056000.00

民盟慈善基金 620000.00

嘉德慈善基金 564990.90

大爱慈善基金 513658.08

中曦慈善基金 400000.00

朝源慈善基金 400000.00

奥园广场慈善基金 400000.00

金种子社会服务慈善基金 300000.00

客和慈善基金 300000.00

亿胜生物慈善基金 416222.00

共青团青少年发展救助慈善基金 922233.20

园林人慈善基金 250000.00

泰科慈善基金 241690.50

东神慈善基金 200000.00

香洲区义工联慈善基金 136840.70

御园景观慈善基金 105000.00

市一中教育发展基金 160000.00

合迪慈善基金 150000.00

阳光医院慈善基金 100000.00

罗西尼慈善基金 200000.00

天章集团慈善基金 100000.00

李卫华爱心慈善基金 210000.00

园海慈善基金 200000.00

富力慈善基金 100000.00

裕东慈善基金 100000.00

梅华社区公益基金 100000.00

金湾社区公益基金 129486.53

明媚慈善基金 120010.43

盖网慈善基金 120000.00

冠名

基金

募集

威士茂慈善基金 105000.00

福气多爱心慈善基金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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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同慈善基金 100000.00

华丽慈善基金 100000.00

广东台协源慈善基金 88000.00

致福慈善基金 78000.00

佰纳生态公益基金 62000.00

传媚心秀慈善基金 52964.00

旺通慈善基金 50000.00

平沙镇为民慈善基金 50000.00

龙兔兔慈善基金 40000.00

家乐众爱慈善基金 35200.00

中西医结合医院慈善基金 22486.50

颜养阁慈善基金 20000.00

合欢树慈善基金 20000.00

珠海视光科技近视防控慈善基金 50000.00

公益狮山慈善基金 30000.00

荣麟慈善基金 21400.00

霍普金斯慈善基金 20000.00

澳门致良知全球同学会慈善基金 20000.00

贾贾爱书公益基金 20000.00

与心健康公益基金 20000.00

王迎辉慈善基金 20000.00

合壹体育公益基金 20000.00

心益慈善基金 20000.00

爱帮慈善基金 20000.00

康大慈善基金 20000.00

慈心园慈善基金 20000.00

华夏文化儿童慈善基金 20000.00

蓝天使慈善基金 20000.00

海航慈善基金 10000.00

合 计 56466776.62

慈善

助学

捐款

珠海潮人海外联谊会 15000000.00

珠海东精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大华杯”珠海慈善文化公益活动 200000.00

珠海富铿房地产公司 1080000.00

其他慈善助学项目 43388.00

合 计 16523388.00

助医、助

残、助老

捐款

贫困大病儿童专项 316552.77

“童爱一生”关爱外来务工子女大病医疗

保险项目
294346.30

助医、助

残、助老

捐款

义工服务专项 340802.23

“圆梦星辰”关爱自闭症儿童项目 62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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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一件衣献爱心行动 74206.90

珠海市金台文化慈善基金会 111500.00

助医助残捐款 2690188.50

合 计 3889704.00

扶贫专项

捐款

广东“6.30 扶贫济困日”捐款 9881032.21

云南怒江扶贫专款 4593800.64

四川甘孜州助学扶贫 200000.00

合 计 14674832.85

一般社会

慈善捐款

珠海百货广场有限公司 500000.00

“90 后的呼唤”义卖义演 151407.00

其他慈善捐款 5373065.10

合 计 6024472.10

物资

评估

价值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227910.00

广州市林华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60000.00

珠海市英格尔特种钻探设备有限公司 409833.20

浙江善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0000.00

其他捐赠物资估价 6750.00

合计 7334493.20

说明：2014 年-2018 年捐赠款收入 101697875.42 元，物资评估价值 7334493.20 元，款、物合计

收入 109032368.62 元。

珠海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捐赠款项支出统计表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事项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备注

抗震
救灾
支出

四川雅安地震 3053180.39

云南鲁甸地震 769127.36

台风“天鸽”灾后重建专款 1785475.00

其他定向震灾款（其他定向灾后
救助重建款）

1237800.00
粤西商会慈善基金 2018 年支出 100

万元用于灾害救助；东神慈善基金

2018 年支出 10 万元用于灾后重建。

合 计 6845582.75

扶贫济困、
助老和一
般慈善捐
款支出

珠海富铿房地产有限公司 2500000.00

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300000.00

共青团青少年发展救助慈善基金 100000.00

仕高玛慈善基金 638600.00

荣杰慈善基金 6800000.00

大潮集团慈善基金 130000.00

前山妇儿公益发展基金 141000.00

扶贫济困、
助老和一
般慈善捐
款支出

义工服务专项 365320.40

报业公益慈善基金 22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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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950000.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100391.00

明媚慈善基金 3000.00

盖网慈善基金 107218.00

威士茂慈善基金 17235.00

福气多爱心慈善基金 3938.00

阳光医院慈善基金 15000.00

佰纳生态公益基金 6085.00

醋酸纤维慈善公益基金 80000.00

拱北社区公益基金 20000.00

中曦慈善基金 70000.00

名仕高球会慈善公益基金 100000.00

富力慈善基金 36200.00

裕东慈善基金 3500.00

龙兔兔慈善基金 29197.00

荣麟慈善基金 12692.00

华丽慈善基金 56061.00

藏獒会慈善基金 25000.00

珠海市金台文化慈善基金会 111500.00

其他慈善款 4042391.39

合 计 16985928.79

助医
助残
支出

汤臣倍健慈善公益金 405000.00

仕高玛慈善基金 1483700.00

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180000.00

大潮集团慈善基金 81500.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35000.00

红金叶慈善基金 120000.00

醋酸纤维慈善公益基金 20000.00

阳光医院慈善基金 38000.00

博爱医院慈善基金 10000.00

合迪慈善基金 69400.00

共青团青少年发展救助慈善基金 20000.00

李卫华爱心慈善基金 176000.00

亿胜生物慈善基金 102400.00

市一中教育发展基金 40000.00

永顺慈善基金 50000.00

金悦轩慈善基金 162350.00

世荣慈善基金 100000.00

朝源慈善基金 360000.00

助医
助残
支出

园林人慈善基金 150000.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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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社区公益基金 10486.70

明媚慈善基金 20000.00

贫困大病儿童专项 128866.00

“童爱一生”关爱外来务工子女
大病医疗保险项目

291282.50

“圆梦星辰”关爱自闭症儿童项目 39724.70

珠海富铿房地产有限公司 300000.00

其他助医助残支出 336879.50

合 计 4735589.40

助学
专项
支出

珠海潮人海外联谊会 15000000.00

晟通慈善基金 5000000.00

珠海富铿房地产有限公司 650000.00

大潮集团慈善基金 1335950.00

天威慈善助学专项资金 1059386.45

珠海东精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仕高玛慈善基金 4038150.00

汤臣倍健慈善公益金 541656.69

罗西尼慈善基金 279000.00

醋酸纤维慈善公益基金 860760.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270000.00

亿胜生物慈善基金 142658.00

共青团青少年发展救助慈善基金 569158.50

大华杯慈善教育 50000.00

名仕高球会慈善公益基金 560000.00

中珠医疗慈善基金 1000000.00

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11250.00

荣杰慈善基金 50000.00

世荣慈善基金 22500.00

粤西商会慈善基金 1000000.00

大爱慈善基金 462292.19

园林人慈善基金 11250.00

泰科慈善基金 14000.00

中曦慈善基金 10000.00

前山妇儿公益发展基金 42000.00

御园景观慈善基金 100000.00

旺通慈善基金 9600.00

威士茂慈善基金 10000.00

其他慈善助学款 166616.40

合 计 33466228.23

扶贫
专项
支出

广东“6.30 扶贫济困日”捐款 4897720.03

云南怒江扶贫专款 5190325.32



- 12 -

四川甘孜州助学扶贫 200000.00

其他定向扶贫款 1330938.78

合 计 11618984.13

慈善
公益
帮扶
项目
支出

仕高玛慈善基金 1241695.05

钰海慈善公益基金 963000.00

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慈善基金 232997.80

汤臣倍健慈善公益金 73690.50

市一中教育发展基金 28000.00

醋酸纤维慈善公益基金 310063.00

粤东格力慈善基金 965500.00

大潮集团慈善基金 215200.00

拱北社区公益基金 454119.22

亿胜生物慈善基金 64134.00

润星泰慈善基金 18782.00

罗西尼慈善基金 14000.00

红金叶慈善基金 5000.00

共青团青少年发展救助慈善基金 48562.94

市志愿服务基金 31500.00

阳光医院慈善基金 13080.00

博爱医院慈善基金 27500.00

合迪慈善基金 10500.00

报业公益慈善基金 259968.00

金种子社会服务慈善基金 246000.00

天章集团慈善基金 73536.00

前山妇儿公益发展基金 31778.00

李卫华爱心慈善基金 30650.00

“大华杯”珠海慈善文化公益活动 150000.00

荣杰慈善基金 1575217.40

粤西商会慈善基金 21210.00

名仕高球会慈善公益基金 56000.00

宝霖慈善基金 200000.00

中珠医疗慈善基金 10000.00

嘉德慈善基金 562599.00

客和慈善基金 30000.00

明媚慈善基金 62010.00

盖网慈善基金 12000.00

威士茂慈善基金 10500.00

福气多爱心慈善基金 10000.00

世界大同慈善基金 90000.00

慈善
公益
帮扶
项目
支出

金湾社区公益基金 84757.90

中曦慈善基金 136000.00



- 13 -

园海慈善基金 130000.00

广东台协源慈善基金 8800.00

致福慈善基金 53900.00

佰纳生态公益基金 6100.00

传媚心秀慈善基金 52964.00

中西医结合医院慈善基金 1320.00

颜养阁慈善基金 2000.00

合欢树慈善基金 2000.00

珠海视光科技近视防控慈善基金 32269.00

慈心园慈善基金 2000.00

华夏文化儿童慈善基金 2000.00

蓝天使慈善基金 2000.00

海航慈善基金 5563.00

晟通慈善基金 307400.00

永顺慈善基金 92346.00

联浩集团慈善基金 30000.00

金悦轩慈善基金 70000.00

世荣慈善基金 500000.00

粤西商会慈善基金 1009037.00

公益翠香慈善基金 373250.00

大爱慈善基金 51365.81

朝源慈善基金 40000.00

奥园广场慈善基金 400000.00

园林人慈善基金 12500.00

泰科慈善基金 84169.00

东神慈善基金 10000.00

香洲区义工联慈善基金 10585.00

御园景观慈善基金 5000.00

富力慈善基金 60000.00

裕东慈善基金 7000.00

梅华社区公益基金 5000.00

旺通慈善基金 5000.00

平沙镇为民慈善基金 2500.00

龙兔兔慈善基金 4000.00

家乐众爱慈善基金 1760.00

公益狮山慈善基金 1500.00

荣麟慈善基金 2144.00

霍普金斯慈善基金 2000.00

澳门致良知全球同学会慈善基金 20000.00

慈善
公益
帮扶
项目
支出

贾贾爱书公益基金 2000.00

与心健康公益基金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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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辉慈善基金 1600.00

合壹体育公益基金 2000.00

心益慈善基金 1000.00

爱帮慈善基金 1200.00

康大慈善基金 1200.00

民盟慈善基金 6200.00

华丽慈善基金 10000.00

珠海富铿房地产有限公司 1194500.00

珠海百货广场有限公司 500000.00

合 计 13498723.62

物资
评估
价值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227910.00

广州市林华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60000.00

珠海市英格尔特种钻探设备有限公司 409833.20

其他捐赠物资估价 6750.00

合计 7004493.20

说明：2014 年——2018 年捐赠款总支出 87151036.92 元，物资评估价值 7004493.20 元，
款、物合计支出 94155530.12 元。

珠海市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物资收发统计表
（2014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

1、划价金额及数量

捐赠单位 物资名称 单位
入库
数量

金额(元）
出库
数量

金额(元）

广州市林华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捐赠

饮料 箱 3000 360,000.00 3000 360,000.00

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捐赠

净水器 台 90 98,910.00 90 98,910.00

珠海市英格尔特
种钻探设备有限
公司捐赠

EP200H 便携式
全液压岩芯钻

机及配件
套 1 409,833.20 1 409,833.20

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捐赠

20 尺光伏集装
箱营房

套 10 6,000,000.00 10 6,000,000.00

空气能热泵热
水机组

台 2 129,000.00 2 129,000.00

北京师范大学-
浸会大学联合国
际学院捐赠

秋装运动服 套 90 6,750.00 90 6,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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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善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捐赠

多用途乘用车 辆 1 330,000.00 1 330,000.00

合 计 3194 7,334,493.20 3194 7,334,493.20

2、无划价数量

捐赠单位 物资名称 单位
入库
数量

出库
数量

用途

汤臣倍健股份有
限公司捐赠

营养强化配方
粉、液体钙、蛋

白粉等
件 99012 99012

已全部用于开展“贫困山区
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活动。

金台文化慈善基
金会捐赠

大米、食用油等 件 3295 3295
已全部用于两节慰问低收入
困难群众。

普陀寺捐赠
大米、面、月饼

等
件 5595 5595

已全部用于两节慰问低收入
困难群众。

珠海市海航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

旧衣服等 件 11590 11590
已全部用于开展“一张纸一
件衣献爱心活动”慰问贵州、
云南、青海等困难家庭。

热心人士捐赠 文具一批 批 18154 18154
已全部用于慰问高州田寮小
学和外来子弟工学校学生。

番禺珠江钢管
（珠海）有限公
司捐赠

方便面 箱 1000 1000
已全部用于慰问受台风“威
马逊”袭击的湛江市徐闻县
受灾群众。

香洲区工商局捐
赠

炖盅 个 8391 5406

已用于慰问朝晖护老院、抗
战老兵、烈士父母等活动
5406 个，结余 2985 个在仓库
存放，将用于其他慰问活动。

其他爱心人士捐
赠

文具，秋装运动
服，旧书籍，新、
旧衣服棉被等

件 86257 120170
在往年积累中支出，已全部
用于百岁老人，重症病人、
情暖夕阳等慰问活动。

合 计 236488 267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