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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红十字会2020年度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审计报告公示

中国 宁波
宁波市红十字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会 2020 年度的收入支出
情况以及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
这些财务收支的会计资料以及公允列报本年度
收入支出明细表由贵会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贵会 2020 年
度的收入支出明细表以及捐赠款物的接受和使
用情况发表审计意见。

一、2020年度总体收支情况
经审计，贵会 2020 年全年总收入为 120,773,

642.15 元（人 民 币 ，下 同）, 总 支 出 为 119,478,
159.86 元，其中全年公益活动总支出占接受捐赠
总收入的比例为 99.02%，2017-2019 年公益活动
总 支 出 占 接 受 捐 赠 总 收 入 的 平 均 比 例 为
103.76%，详见附件 1 说明。

二、捐赠款物总体收支情况
2020 年贵会本级全年接受捐赠收入 120,661,

099.57 元。其中：全年接受捐赠资金 64,553,630.05
元，接受捐赠物资 55,892,691.86 元，利息收入 214,
777.66 元。在接受的捐赠款物中，用于抗击新冠
疫情、助学、助医等定向捐赠资金 64,151,498.00
元，定向捐赠物资 44,531,857.34元；用于扶贫帮困
等一般性社会救助的非定向捐赠资金 402,132.05
元，非定向捐赠物资 11,360,834.52元。对所有接受
的捐赠款物，均根据捐赠意向和救灾、救助工作的
需求与安排进行拨付、使用。全年捐赠款物累计支
出 119,374,478.86元，占当年接受捐赠款物总额的
99.02%。其中：用于疫情防控、助学、助医等定向救
助的资金支出 63,476,821.17 元，定向物资支出 44,
531,857.34元；非定向捐赠用于社会救助的款物支
出 11,292,421.50元(其中救助资金支出 459，487.00

元、自购油米等救助物资支出 220.00元，捐赠物资
支出 10,832,714.50 元)；用于救灾救助项目配套的
经费支出73,378.85元。

2019 年 末 贵 会 本 级 捐 赠 款 物 结 余 20,273,
912.68 元。其中：捐赠资金结余 16,587,505.49 元，
捐赠物资库存 3,686,407.19 元。2020 年末贵会捐
赠款物滚存结余 21,560,533.39 元。其中：捐赠资
金 结 余 17,346,006.18 元 ，捐 赠 物 资 库 存 4,214,
527.21 元。

三、按捐赠意向分具体项目说明
（1）定向救灾专项捐赠资金收支情况:2019

年救灾专项捐赠资金余额 39,060.01 元。2020 年接
受抗击新冠疫情捐赠款物 82,456,825.16 元，其中
资 金 47,275,801.45 元 、防 疫 物 资 35,181,023.71
元；接受其他救灾捐赠资金 15,360.00 元。当年定
向用于新冠疫情专项支出 82,445,960.21 元，其中
资金支出 47,264,936.50 元，防疫物资支出 35,181,
023.71 元；其他救灾本年无支出。2020 年末，新冠
疫情防控捐赠资金余额 10,864.95 元，救灾捐赠资
金余额 54,420.01 元。

（2）康乃馨救助金收支情况：2019 年康乃馨
救助金余额 2,732,226.69 元。2020 年接受康乃馨
救助金爱心捐赠资金 840,388.66 元，全年通过市
妇联协办救助重症贫困妇女 109 名，共支出 1,
090,000.00 元。2020 年末,康乃馨救助金资金结余
2,482,615.35 元。

（3）爱心助学资金收支情况：2019 年爱心助

学资金余额 808,737.35 元。2020 年共募集助学捐
赠 资 金 398,826.23 元 。全 年 助 学 救 助 支 出 394,
625.00 元。其中：达敏学校就业梦想项目回访 55,
000.00 元，资助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助学金 55,
000.00 元，器官捐献贫困家庭 13 名子女助学 29,
540.00 元，其他贫困学生助学支出 255,085.00 元。
2020 年末爱心助学资金结余 812,938.58 元。

（4）支持卫生事业发展和帮困助医捐赠资金
收支情况：2019 年底，卫生事业发展捐赠资金余
额 2,650,880.61 元、帮困助医捐赠资金余额 879,
902.13 元、公益救护培训余额 1,005.00 元。2020 年
接受卫生事业发展捐赠款物共计 22,502,123.63
元（其中资金 13,226,290.00 元、医疗设备等价值
9,275,833.63 元），接 受 帮 困 助 医 捐 赠 资 金 764,
450.00 元,接受公益救护培训捐赠资金 10,381.66
元。全年支持卫生事业发展支出 21,925,833.63 元

（其中资金 12,650,000.00 元、医疗设备价值 9,275,
833.63 元）；定向救助 42 位贫病患者和失智老人
等 430,000.00 元，公益救护培训资金当年无捐赠
收支。2020 年末，支持卫生事业发展捐赠资金结
余 3,227,170.61 元、帮困助医捐赠资金结余 1,214,
352.13 元、公益救护培训资金结余 11,386.66 元。

（5）人体器官捐献专项基金收支情况：2019
年人体器官捐献基金余额1,253,434.46元。2020年
接受捐赠资金900,000.00元。全年共实现22例人体
器官捐献，其中安排在基金中列支相关费用 708,
360.00 元。其中，用于支付捐献者丧葬等善后费用

26,600.00 元，发放人道救助金 681,760.00 元。2020
年末人体器官捐献救助基金结余 1,445,074.46 元。

（6）冠名基金捐赠收支情况：2019年消防救助
基金余额 3,525,765.00 元，2020 年接收捐赠资金
500,000.00元，当年救助30名消防指战员支出448,
000.00 元 。2020 年 末 基 金 结 余 3,577,765.00 元 ；
2019 年视觉康复基金余额 312,694.42 元，2020 年
救助 127 名困难眼病患者支出 220,056.67 元。2020
年末基金结余 92,637.75 元；2019 年新芝健康基金
余 额 140,360.00 元 ，2020 年 接 收 捐 赠 资 金 70,
000.00 元，当年为敬老院等购健康读本支出 70,
720.00 元。2020 年末基金余额 139,640.00 元。2019
年白内障复明基金余额 276,057.81 元。2020 年接
受捐赠医用设备价值 75,000.00元，全年资助 81名
贫困白内障患者医药费200,123.00元，定向宁波市
眼科医院调拨医用设备 75,000.00 元。2020 年末基
金结余 75,934.81 元。2019 年末民盟帮扶基金余额
800,000.00 元，2020 年接受捐款 150,000.00 元，当
年无支出，2020 年末基金结余 950,000.00 元。

（7）非定向社会救助捐赠收支情况：2019 年
非定向社会救助捐赠款物余额 5,186,620.20 元。
其中：资金余额 1,500,213.01 元，物资库存 3,686,
407.19 元。2020 年共募集非定向社会捐赠款物 11,
762,966.57 元，其中：接受海关等救助物资价值
11,360,834.52 元 ，募 集 救 助 资 金 402,132.05 元 。
2020 年自购油、米等慰问物资 220.00 元。全年非
定向社会救助支出共计 11,292,421.50 元。其中：

发往贵州黔西南、吉林延边和新疆、四川、河南等
地结对扶贫物资 10,596,267.00 元；拨付扶贫结对
资金 374,187.00 元；春节、重阳节、六一儿童节等
扶贫慰问发放物资 236,667.50 元，发放救助资金
70,300.00 元；通过非定向捐赠为体育馆配置 1 台
AED,采购资金支出 15,000.00 元。2020 年末，非定
向社会救助捐赠款物结余 5,657,165.27 元。其中：
库存物资 4,214,527.21 元、救助资金 1,442,638.06
元。

（8）救灾救助项目配套支持经费情况：2019
年 末 救 灾 救 助 项 目 配 套 支 持 经 费 结 余 1,667,
169.00 元。2020 年取得捐赠资金利息收入 214,
777.66 元。全年支付援助吉林延边州、贵州黔西
南物资运费共计 66,901.00 元，支付其他物资快递
费共计 1,000.00 元，支付宝等捐款手续费共计 5,
477.85 元。2020 年末,救灾救助项目配套经费结余
1,808,567.81 元。

四、审计意见
经审计，我们认为，贵会财务会计制度较为

健全，未经营与贵会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接受
的捐赠收入及捐赠支出单独结算，捐赠者未以任
何形式参与贵会法人资产的分配，贵会 2020 年度
的收入支出明细表以及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情
况的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会
2020 年度收入支出情况以及捐赠款物的收入支
出情况。

宁波汇兴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金康定
中国注册会计师：罗光治

2021年3月12日

专 项 审 计 报 告
汇兴特审字[2021]6019号

采访对象：孙光明，1958 年 10 月生，浙江嵊州人。
2002 年至 2007 年，任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后历
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体育局局长。
2018年1月起任省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7日

采访组：孙光明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
作期间，您在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工作，您经手安排的
习近平同志的会议、调研等工作很多。请您谈谈他工作
当中给您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孙光明：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我在省委办公厅
任秘书二处处长。秘书二处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省委的
大型会议、集体活动，以及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考察调
研活动、专题会议等。此外，我们的工作也包括中央领
导同志来浙考察活动的安排等等。

习书记在浙江工作的 5 年里，我全程参与了他考
察调研的服务保障工作，事务性工作比较多，文字、决
策方面的工作相对少些。

10 多年过去了，我清楚地记得，习书记当年在浙
江做了很多务实的工作，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其
中，他率领导干部赴基层下访，主动为群众解决问题，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浙江很多市县的信访形势比较严峻。习书
记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主动“下访”，为群众解决问
题。他率先垂范，亲自下去接待群众来访。省委书记要
做这么具体的事情，一些地方干部不理解，我甚至听到
有些人议论说：“那些上访的都是些‘刁民’，我们想办
法躲过去、应付过去还来不及呢，习书记还要我们主动
迎上去，不是自找麻烦吗？”

这些议论，习书记多多少少也听到一些，但他不为
所动，反而要求下访要“大张旗鼓”。他要求，所有的省
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到市里、县里去，而且在下去之前，
要提前告示，在广播里通知，并以各种方式大范围通知
群众。有的地方干部想投机取巧，小范围通知一下，找
个冷僻的地方贴个告示，想让知道的群众越少越好。习
书记了解这些情况后，都一一予以纠正。

2003 年 9 月 18 日，习书记到金华的浦江县下访接
待群众。去之前，他明确要求我们提前把接待群众的时
间、地点以及接访领导的姓名、职务在县里广泛公之于
众，谁要来都可以来，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这让信访
局的同志很为难，他们生怕局面控制不住。我当时也有
这种想法——可不要弄得太麻烦了！结果，习书记这一
次下访，群众来得特别多，场面十分热烈，人山人海，甚
至其他县的群众也赶过来了。

对于其他县群众跨县上访的现象，我们实事求是
地告诉群众：应该按规矩来，跨县告状是不合适的。但
老百姓不管这些——既然你省委书记来了，我有冤就
要找你诉。所以，那次到浦江县下访，习书记率相关部
门的领导同志，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浦江县的信访问题，
也记录并交办了很多其他县的信访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下乡调研都去过哪些给您留
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孙光明：习书记的基层联系点是淳安县枫树岭镇
下姜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先后去过下姜村多次，给
予这个小村庄的工作很多具体指导。第一次去，他就帮
助下姜村规划建设了沼气池。第二次去的时候，又专门
对沼气池进行检查和指导，跟村干部和老百姓说：“建
沼气池的技术，我可是专门学过的呵！”

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距离他青年时代在陕北梁
家河当村支书已有 30 年了，但他帮扶指导下姜村的时
候，对基层具体工作仍是驾轻就熟，同时他又具备了更
为宏观的视野。在他的指导下，下姜村农民致富的各项
工作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花卉、水果、药材⋯⋯在
很短时间里，村里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多种
产业迅速形成了规模。从那以后，下姜村逐渐成为一个
富有生机活力的新农村，村容村貌一改以往的破破烂
烂，老百姓也富裕起来了。习书记离开浙江以后，下姜
村的群众也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直到现在，还一直跟他
有书信往来。

习书记走遍了浙江所有的偏远山区和海岛，那些
最偏远、最难去的地方，他都去过了。他曾说：“我作为
省委书记，就要了解浙江的山山水水，走遍浙江的每一
个角落。”

我曾跟他去过南麂岛，那个岛非常偏远，当时还没有
开发，去一次真是不容易。我们从温州坐边防部队的船，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半小时。那天的天气还不好，海上有
浪，边防的船开得很快，一路颠簸。有的同志受不了了，开
始晕船，吐得厉害。但习书记却没什么事，他身体素质非
常好。我们陪同他到南麂岛的镇里视察，绕着南麂岛的山

头一路察看，了解岛上的渔业状况。当时南麂岛驻扎着一个
部队的营级单位，习书记给官兵们带了慰问品，还专门看望
了部队的战士，鼓励指战员们守好祖国的东大门。

习书记还专门去东极岛慰问部队，坐了好几个小时
的船才到岛上。大陈岛也十分偏远，习书记也专门去了一
趟，亲切看望了还在岛上的老垦荒队员，与他们座谈。回
到杭州以后，还一直和老垦荒队员保持书信往来。

还有岙山岛、蚂蚁岛、桃花岛⋯⋯习书记都去过，到
岛上看望群众，跟渔民开会座谈，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
难。越是远、偏、穷、交通不便的地方，习书记越是去，他知
道那里相对闭塞，发展较慢，老百姓的生活贫困，更加需
要领导干部的关注和扶持。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到偏远海岛视察的
时候专门去慰问部队的情况，请您结合具体事例讲一讲
他对部队工作的重视。

孙光明：习书记非常重视部队的工作，他下乡调研
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看望部队的干部、战士；部队的
首长到浙江来，他都会见。他任省委书记期间，经常到南
京军区走访和慰问，征求军区对浙江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这项工作是从他开始做的，以前没有这个惯例。

省军区遇到什么比较大的事情，他都是一定要亲自
处理的；有什么要求，他都是有求必应的。在去舟山考察
时，他专门到部队视察了一个英雄营，一间一间营房地
看，对房屋的维护、文体活动、官兵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问得很细。部队各方面的建设和广大官兵的生活，他都特
别放在心上。

为迎接八一建军节，省委专门设立“学军日”。习书记
每次都积极参与“学军日”活动，每次都专门在建军节前
到部队看看他们的装备、训练水平。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在

“学军日”还与部队官兵一起练习打靶。
习书记对军队建设时刻挂在心上，始终重视拥军、爱

军、学军。他对部队有感情。我想，这和他出身在革命家
庭，自己又曾经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有很大的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经常下乡调研，生活不规律，工
作强度大，这对他的身体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孙光明：是这样的。习书记很注意深入基层和调查研
究，批阅文件、召开会议、处理公务之余的时间，几乎全部
放在了基层调研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休息日和假期。
用一年多的时间，他跑遍了全省 90 个县（市、区）。当然，
这也是以他良好的身体素质为基础的。他身体素质特别
好，想睡马上就能睡着。下乡途中，上了车眼睛一闭就能
睡着，到了目的地，睡醒了，精神很好。

习书记日理万机，每天忙忙碌碌，彭丽媛同志也很
忙，他们夫妻俩聚少离多。彭丽媛同志每次来杭州，相聚
的时间也很少。习书记白天开会调研，晚上处理文件，经
常很晚才回到家，那时候彭丽媛同志已经休息了。第二天
一早，习书记又早早上班了。有一次，我们办公厅的几位
同志遇到彭丽媛同志，她就对我们说：“感觉近平太累太
忙了，拜托你们照顾好他。”

一直以来，习书记都把为老百姓服务放在比照顾家
庭更重要的位置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非常推崇一心
为民的干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曾经非常郑重地表
扬过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同志。这位同志是永
嘉县山坑乡后九夅村党支部书记，在岗位上忘我奉献，受
到村民的拥戴，但他却因为忙于工作而忽视了自己的身
体健康。2005 年，他因突发脑血管破裂而生命垂危，后经
多方努力及医务人员精心救治，终于康复回家，重新走上
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习书记对这件事高度重视，作出重要
批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
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

采访组：下基层调研考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接待的
标准问题。当时中央还没有八项规定，习近平同志是如何
处理这个问题的？

孙光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们开
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实际上，他在浙
江工作期间就已经提出了与“八项规定”类似的要求，当
然这些要求也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来的，而是在调研、考察
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完善起来的。

习书记经常下乡，下面的同志当然很高兴，接待上自
然也很重视，往往会超出标准。比如，到市、县调研，经常
会遇到地方上的领导扎堆来陪，就餐时上名贵酒菜，甚至
还会送土特产。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习书记都会明确给
以纠正，有时还会相当严肃地进行批评。久而久之，下乡
调研活动在吃、住、行上都形成了不少从简从俭的规矩。

省委办公厅做事一直是很严谨的。每次下乡调研，我们
都会根据习书记的要求给地方上发一个调研计划，后面附上
对接待工作的有关要求，一般都有个七八条。因为每次都是
我来发，所以那个时候，下面的同志会戏称我叫“孙八条”。

实际上，对接待工作的规定都是习书记的原话。随着
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完善，形成了“八条规定”。

当时，我们还根据习书记平时指出的问题、提出的要
求，专门整理了一份《接待、安排领导公务活动存在的主
要问题》的材料发给各地。这个材料把存在的各种问题和
弊病讲得很透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您在
他身边工作多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例呢？

孙光明：习书记对我们工作人员特别好，他很关心
人，但他的关心不是停留在嘴巴上，而是发自内心和体现
在实际行动上的。这让我们心里都很感动。

有一次，我随同习书记一起下去调研，到了丽水的龙
泉，我可能是因为吃了一点冰西瓜，当天晚上就腹泻，发高
烧，第二天早晨烧到40多度。我没吭气，还想硬撑着继续工
作。习书记看到我脸色发白、直冒虚汗，就发现不对劲了，问
清楚情况后，坚决不让我跟着去调研了，要我赶紧到医院治
疗。我说我能坚持住，但他十分坚决，让地方上的同志立即
把我送到龙泉医院输液。在我输液过程中，又让丽水市委书
记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听说高烧不退，又马上派人把我
送到丽水市医院检查、输液。我在丽水市医院住了一天一
夜，第二天烧退了，腹泻也止住了。因为调研行程已经结束，
我想随习书记一起回杭，他说：“不行，你不能走，你还要继
续住院观察。”我说：“我觉得没事了，一起回去没问题。”他
故意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孙光明，你要跟我们回，可以。但
是路上如果你要‘解决问题’，我们的车子可是不停的。”听
了这句话，大家都笑起来了。我心里明白，他是关心我，想让
我留下来再巩固一下，等完全好了再回去。前面的一句话，
他说得很严肃，但听到后面，大家发现是一句玩笑，让人忍
俊不禁。习书记是很有亲和力的人，处理大事的时候，既沉
稳又坚定，让人感到很踏实、很严肃，但在日常生活中，他的
性格是很开朗、很活泼的，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我们在国外的一次偶遇。
2003 年，习书记带领我们省的一个代表团去欧洲执行出
访任务。我那次没有随习书记的团，而是几天后到欧洲参
加另外一个出访任务。我的路线是从德国到法国，再到意
大利。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工作之余，就忙里偷闲地跑到
威尼斯街头摄像。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镜头，突然有人拍我
肩膀，我一惊，心想：“这个地方谁会认识我？”连忙回头一
看，是习书记，他叫我：“孙光明！”我惊讶地大声一叫：“习
书记，这么巧！”

回国以后，我听别的同志跟我说，习书记后来还让秘
书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和他们一起吃晚餐，但是因为我没
有开通国际漫游，联系不上。回到浙江以后，习书记在多
个场合说起这件事：“你看，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
小，孙光明到了意大利，我都能跟他碰到。”

采访组：您现在当省体育局的局长，请您谈谈习近平
同志一直以来是怎样重视体育工作的。

孙光明：我 2013 年 3 月到省体育局工作。履新后，我
第一件事就是组织整理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参与的各项
体育活动以及对体育工作的批示、指示。让我们万分感动
的是，他作为省委书记，工作日理万机，千头万绪，居然在
5 年中，专题调研体育工作 4 次，参加体育相关活动、对体
育工作作出批示指示达 16 次。

这方面的回顾整理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领悟。为此，我
们党组认真组织撰写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体育篇章》的体会文章，以我个人名义在《中国体育
报》发表。这篇体会文章从五个维度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体育思想。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情怀，树立

“跳出体育看体育”“立足全局抓体育”“围绕中心干体育”的
大局观念和战略思维；二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
方略，坚定不移推动浙江体育改革；三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开展体育现代化创建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四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勇创佳绩为国争光；五是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重要论述，加快发展浙江体育产业促进体育
消费。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体育系统引起很大关注。

习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视，毫不夸张地说是超乎我们
想象的，这可以从他的一次讲话中得到充分体现。2006年7
月 31日，省委召开第二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

《浙江省体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体育发展规划纲要》，在
确定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指标时，产生了不同意见。习书记最
后一个表态讲话，他说：素质教育任重而道远，减轻学生负
担的任务仍然未能得到较好的落实，学生的体质很弱。良好
的体育教育要从基础抓起，学生的体能素质、综合素质要上
去。体育部门要有进取心。在“体育强省”建设到 2010年的
指标中，人均体育场地 1平方米以上太少，应该按 1.5平方
米的全国平均标准作为体育强省的指标。体育场地是体育
最主要的平台，体育场地拥有量是体育的三大指标之一，这

与我省土地少并不矛盾，广场可以少建几个，现有广场可以
配建灯光球场等体育设施。现在我省人均体育场地已接近1
平方米，到2010年增加0.5平方米并不是不可及的目标。我
们不能满足于现状，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如
果不提 1.5平方米，那就会给人一种误解，认为现在已达到
了目标，就没人去建设体育场地。有些土地指标可以省，但
不能省了体育场地的土地指标。体育场地设施所需土地可
以到任何土地指标中去分一杯羹，所以，实际是不难的。一
是要把学校达标的设施按要求建设好。该配齐的不要省钱，
400米标准跑道都要有。如果学校没有体育设施，如何培养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去为国争光？二是要向农村发展，农村
要考虑场所如何整合。现在农村体育设施难得一见，满足不
了群众的需要，因此，农村场地设施要再拓展、再充实。

回顾这段历史，我想有的领导会认为：土地这么紧张
的情况下，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肯定是可以缓一缓的，因
为有医院要建，有学校要建⋯⋯但习书记考虑的是，人民
需要充足的体育场馆和设施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健康了，
各方面才会好起来。人民的身体健康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所以，他考虑问题，考虑的是根本。

习书记始终重视体育工作，他本人也是体育活动的
爱好者，经常谈及自己对体育的热爱。2013 年 3 月 19 日，
他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访问时说：“我也是体育爱好
者，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
2013 年 6 月 8 日，他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说：“平常主要是游泳、散
步，每天至少游 1000 米。”2014 年 2 月 7 日，在索契接受俄
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他透露：“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
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
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
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
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浙江以后，也曾多次回到浙江开
会、调研，您也曾多次与他重逢。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孙光明：2007 年 3 月，习书记离开浙江，到上海担任
市委书记。我们送他到上海履新。送行人员返回杭州时，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孙光明，你以后就不用那么辛苦给
我做方案、安排会议活动了。”听了这句话，我的心里一
酸。他正是出于对我们工作人员的理解才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他心里一直记着我们在工作中付出的劳动。在过去
的几年里，能够给习书记做方案、安排会议活动，是我的
荣耀，干得也很开心。现在，习书记要离开浙江了，想到以
后不能直接为习书记服务了，心里难免有些不舍和难过。

2007 年夏天，习书记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来浙江开
会，我恰巧负责会议服务工作，他在会场碰到我，亲切地
和我打招呼：“光明，你还做老本行？”我说：“是呀，还在秘
书处工作。”那个时候，他离开浙江没几个月的时间，但我
感觉好像和他分开了很长时间一样。

2008 年 11 月，习书记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嘉善视
察工作。在机场，我和一些同志去迎接，习书记和我们亲
切握手。到了嘉善，他到一个农民家中走访，从楼上下来，
在楼梯口看到了我，又走过来和我握手，很亲切。第二天
吃早饭的时候，他和几位领导同志来食堂吃自助餐，看到
我，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光明，听说你进步啦！”旁边
的领导同志介绍说：“孙光明现在是办公厅副主任了。”习
书记离开嘉善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道别的时候，又
握了手。

2013 年 8 月 31 日，我担任省体育局局长不久，带领浙
江体育代表团在辽宁沈阳参加第12届全运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接见全国体育工作“双先”代表时，看到我站在第三排台阶
上，很惊讶：“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到体育局工作了。”

2016 年 9 月，巴西里约奥运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我还是站在第三排台阶上，易建联
在我前面，站第一排，还是比我高，但习近平总书记还是
看到了我，他微笑着跟我握手。年底，我去北京开会，碰到
了过去的一位同事，他说：“总书记一直记得你啊，上次接
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回来后说，‘我看到孙光明了，跟易建
联站一块’。”我听到以后很感动。

2017 年 8 月 27 日，在天津全运会开幕式的接见活动
上，我又站在第三排台阶上。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和前排
的同志握手，我又荣幸地握上了手。当时的场面特别热
烈，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伸出手来，希望能跟总书记握手，
感觉看台都要倾斜下来了。我记得，他那天对大家说：“我
不但是总书记，还是一名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我也想跟所
有人握手，但是站在后面的，我就握不到了。”大家听了，
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意。到了晚上 8 点 40 分，习近平总书
记站在主席台上，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呼
声经久不息。那次全运会开得很成功，气氛也很热烈。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原载4月9日《学习时报》）

“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
就提出了与‘八项规定’类似的要求”

——习近平在浙江（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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