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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慈善总会

五届二次理事会

关于无锡市慈善总会 2019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和新冠疫情捐赠款物收支情况的报告

唐余开

2020 年 9 月 21 日

根据会议安排 ,我向大会报告无锡市慈善总会 2019 年度

财务收支情况和新冠疫情捐赠款物的收支情况。

一、2019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2020 年 3 月，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9 年度市慈善

总会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审计报告》[锡宝

会审字（2020）第 0167 号]。2019 年收入 4893.44 万元，支

出 3028.62 万元；至 2019 年末慈善资金结余 2.91 亿元。

（一）慈善资金收入情况

2019 年度慈善资金收入合计 4893.44 万元，主要有二个

类别：

第一类捐赠收入 3476.41 万元。其中：慈善“一日捐”收入

1433.82 万元，企业“冠名捐”收入 1167 万元，定向捐赠收入

215.5 万元，助学捐赠收入 99.52 万元，帮困等其他捐赠收入

119.61 万元，励志包捐赠收入 3.61 万元，救灾捐赠收入 0.33
万元，义卖捐赠收入 0.11 万元，网上捐款收入 0.94 万元，慈

善分会收入 173.36 万元，拥军关爱基金收入 156.57 万元，百

岁老人补助收入 91.41 万元，个人冠名收入 2 万元，药品项目

收入 12.63 万元。

第二类理财增值和利息收入 1417.03 万元。其中：理财增

值和利息收入 1382.03万元，陈氏奖助学金利息收入 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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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慈善资金支出情况

2019 年度慈善资金支出合计 3028.62 万元，主要分为六

类：

一是助困支出 885.38 万元。其中：发放低保边缘困难家

庭慈善生活救助金 123.56 万元，支付生活困难补助金 337.02
万元，春节“送温暖”购买米、油等慈善物资支出 147.19 万元，

资助市、区级慈善超市支出 18.54 万元，资助慈福民生保险支

出 85.72 万元，资助“与爱同行进社区”项目支出 170 万元；购

买励志包支出 3.35 万元。

二是助医支出 1713.22 万元。其中：重病临时救助 335.49
万元；资助无锡市第六人民医院（爱心护理院）、无锡市第八

人民医院等医疗减免救助金 90万元 ;资助癌症俱乐部 10万元；

春节重病救助 994.7万元；代拨慈善赠药项目经费 10.03 万元，

其他助医支出 273 万元。

三是助学支出 267.50 万元。其中：发放贫困学生助学金

209.2 万元，慈恩基金支出 25 万元，定向资助学校 33.3 万元。

四是助老支出 124.03 万元。其中：资助百岁老人支出

90.03 万元，资助养老院、居家养老支出 34 万元。

五是助残支出 16.45 万元。其中：救助残疾人 4 万元；资

助慈善病区支出 12.45 万元。

六是其他支出 22.04 万元。其中：总会网站开发费用 19.94
万元 ，审计费、银行征询费等日常支出 2.1 万元。

二、2020 年 1 至 7 月新冠疫情募救情况

2020 年 3 月和 8 月，无锡市审计局对 2020 年市慈善总会

抗击新冠疫情捐赠款物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经无锡市

审计局审计，市慈善总会于 1 月 29 日发布专项募捐公告，截

止 7 月 31 日，市慈善总会本级接收慈善资金 3757.92 万元，

支出 3508.16 万元，结余 249.76 万元；接受捐赠物资 1.87 万

件，折价 219.77 万元。无锡市慈善总会为疫情防控发挥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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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贡献了慈善力量，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的慈善

公益精神。

（一）新冠疫情捐赠收入情况

新冠疫情捐赠收入合计 3757.92 万元，主要分为二类：

第一类为线下捐赠收入共计 3679.55 万元。其中：远景能

源（江苏）有限公司 900 万元；无锡国联证券公司 500 万元；

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 万元；无锡威孚高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 万元；无锡韩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
万元；周海江先生“特殊党费”200 万元；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

金会 171.46 万元；无锡农村商业银行 150 万元；无锡确成硅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20 万元；闻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定

向捐助疫情防控资金 100 万元；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 100 万元；无锡市律师协会 68.04 万元；江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50 万元；无锡华光汽车部件集团董事长薄铸栋代表个

人和企业捐款 50 万元等等。

第二类为线上捐赠收入共计 78.37 万元。1 月 29 日，无

锡市慈善总会在官网发布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专项募捐

项目，已累计收到 2651 人次的爱心捐赠款 78.37 万元。

（二）新冠疫情捐赠支出情况

新冠疫情捐赠资金支出合计 3508.16 万元。其中：定向湖

北省疫情防控捐赠资金支出 1982.57 万元；定向本市疫情防控

捐赠资金支出 1445.59 万元；定向其他地区疫情防控捐赠资金

支出 80 万元。

（三）新冠疫情捐赠物资收支情况

无锡市慈善总会共接收新冠疫情捐赠物资 1.87 万件，折

价 219.77 万元。其中，江苏博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秦羊友道免疫球蛋白调制羊乳粉 1000 箱；江苏金中微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捐赠医用口罩 1000 只、防护面罩 330 个、隔离服

300 件、额温枪 15 把；江苏墨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捐赠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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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 个；无锡医械物科商贸有限公司捐赠神经和肌肉刺激理

疗仪（吞咽障碍理疗仪）1 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捐赠阴山燕麦片 66 箱。以上物资均按照捐赠者的意愿

及时拨付给相关部门和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