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nesisk Kultur Forenings Århus
奥胡斯中国文化协会 

Aarhus 中国文化协会 2009 年会记录 （Referat fra Kinesisk Kultur Forenings Århus ）

generalforsamling d. 24. Jan. 2009. 

出席人数： ５２人 Fremmøde: 52 medlemmer. 

年会地点： Skt. Annagadeskolen Generalforsamlingen foregik på Skt. Annagadeskolen.  

会议议程  Dagsorden: 

1. 选举主持人 Valg af dirigent 

2. 协会总结 2008 年活动情况 Bestyrelsens beretning 

3. 协会资金使用报告 Fremlæggelse af foreningens regnskab 

4. 2009 年资金使用计划预告 Fremlæggelse af budget til orientering 

5. 协会 2009 年活动计划 Planer for år 2009 

6. 有关协会网站建设的讨论， Kkaa.dk 

7. 会员费的确定 Fastlæggelse af kontingent 

8. 选举５名组委会成员，及２名候补会员。任职期一年至下届年会。 

Valg af 5 bestyrelsesmedlemmer samt 2 suppleanter til bestyrelsen. Valgperioden er et år indtil 
næste generalforsamling. 

9. 选举会计 Valg af revisor 

10. 其他：希望会员积极提出好的建议，以促进协会的发展。 

Eventuelt: Medlemmerne opfordres til at komme med forslag og ønsker til foreningens aktiviteter. 

1/ Valg af dirigent 

Tao Jin Fen er dirigent. 陶金芬被选为年会主持人。 

冯雅梅现场记录。 

2/ Bestyrelsens beretning 

Formand Lin Shuang Ping aflægger beretning. Beretning godkendes af generalforsaml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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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tning vedlagt som bilag 1. 

协会主席林双萍做协会报告。年会通过协会的总结报告。组委会存附件１。 

3/ Fremlæggelse af foreningens regnskab 

Kasserer Wang Wei fremlægger regnskab. 2008 regnskabet balancerer med et underskud på kr. 
1530,71. 2007 

foreningens beholdning er på kr. 7744,56. Generalforsamlingen godkender regnskabet. Regnskab 
vedlagt som bilag 

 现金出纳王维总结协会资金年度使用报告。２００８资金超支 1530,71 克朗。２００７协会

资金节余 7744,56 克朗。年会通过资金年度使用报告。组委会存附件２。 

4/ Fremlæggelse af foreningens budget til orientering 

Wang Xin Na fremlægger budgettet til generalforsamlingens efterretning. Budget vedlagt som bilag 

王馨那做协会资金预算报告。组委会存附件３。 

如果按目前的会员费标准及活动计划，那么协会的资金平衡将会是负数。年会通过保持目前

会员费标准，缺额部分由协会节余资金补助。

第一次参加协会活动的未来会员免费，但其他条件比如自带饭菜，从协会购买饮料等条件同

会员。年会通过以后的活动一律由协会组织出售饮料，会员可以事先从组委会预订。 

5/ Planer for år 2009 协会 2009 年活动计划 

V/ Lin Shuang Ping 

Fremmødet ved 2008 arrangementerne er højt. Bestyrelsen ser gerne større fremmøde i 2009 til de 
glimrende arrangement. Medlemmer er meget velkomne til at tage ikke-medlemmer med. Flere 
ideer er meget velkomne, gerne med konkrete forslag til personer, der kan holde foredrag eller lign. 
Aktivitetskanlender 2009 vedlagt som bilag 4. 

2008 年的活动出席率高，组委会希望 2009 年能有更多的人参加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欢迎

会员介绍非会员参加。欢迎提议活动项目，更希望提出较具体的建议，比如推荐一些可以做

演讲的人。2009 年协会活动计划，组委会存附件４。 

6/ Plan for Kkaa.dk forenings hjemmeside 有关协会网页建设计划。 

V/ Zhu Xu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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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斌介绍协会网页计划，组委会已在 2008 年 12 月 13 日讨论建设协会网页的目的及意义，

组委会已基本上 决定了标题，并征求会员的意见。可惜还没有会员提出具体的建议，及会

标的图案。 

但大家都认为是个好注意。 

7/ Fastlæggelse af kontingent 会员费的确定 

Bestyrelsen foreslår, at kontingent for sæson 2009/10 forbliver på kr. vokser 50,-. børn 25,-. 
Beløbet blev godkendt af generalforsamlingen. Beløbet skal indbetales til foreningen senest 1. maj 
2009. Indbetalinger til foreningen foregår fortrinsvis på konto i Danske Bank 3633 1990 94. Ved 
indbetaling skriv: K (for kontingent) + dit navn. 

组委会建议 2009/2010 会员费保持成人 50 克朗，孩子 25 克朗。年会通过会员费的标准。会

员费最迟必须在 2009 年 5 月 1 日前付。会员费可以直接转入协会的账号，请标明 K（会员费

标记）另写付款人姓名。协会账号： Danske Bank 3633 1990 94. 

8/ Valg af 5 bestyrelsesmedlemmer samt 2 suppleanter til bestyrelsen. Valgperioden er et år 
indtil næste generalforsamling. 选择５名组委会成员，及２名候补会员。任职期一年至下届

年会。 

Den siddende bestyrelse: LinShuangPing, TaoJinFen, FengYamei, WangXinNa, ZhuXuBingr og 
suppleant HuaWei, modtog genvalg. – Nyvalgt suppleant blev: ZhangHong. 

继任组委会成员：林双萍，陶金芬，冯雅梅，王馨那，朱旭斌 及候补华伟。新选候补：张

红。 

9/ Valg af revisor 选择会计。 

Eventuelt: Medlemmerne opfordres til at komme med forslag og 鴑sker til 

foreningens aktiviteter. 其他：希望会员积极提出好的建议 

Revisor: YuanXinGang modtog genvalg. 继任会计：袁新刚 

10. Eventuelt 

� 很多会员对组委会发出的附件打不开的情况，建议在协会网页建设之前，先用 PDF文件，

会员也要主动与林老师联系。 

� 关于会员费及资金使用情况： 

1. 袁新刚：原则上收支平衡，提高会员费会导致会员减少，建议会员费４０克朗，每次参

加活动再格外交费，比如１０克朗，或自己带酒，或协会卖饮料，等等。 

2. 小杨：每次格外交费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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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高：每次格外交费感觉不好，建议还是一次性交会员费。 

4. 朱旭斌：Aarhus很多中国人还不了解我们协会的存在，我会员有责任多宣传我们协会。 

5. 沈为是：为提高协会的收入，可以自带酒或由协会售饮料。 

6. 顾静：新会员参加活动可以第一次免费。 

7. 张强：门槛放低，吸引新会员，也建议新会员第一次参加活动免费。 

8. 朱旭斌：一次性交会员费５０克朗，酒水由协会提供，以增加协会收入。 

9. 小罗：发一个预订饮料的统计表格，以统计总数。 

10. 顾静：可以更换一些活动场所，馨那邀请大家到她家进行夏日烧烤活动。 

注：如果名字有错，请大家原谅，或及时告知林老师。 

年会总结报告由陶金芬书写，不足之处请谅解。协会保留因书写错误所造成误解的解释权。 

需要阅读附件的会员，请和组委会联系。林老师可以转发。 

组委会成员： 

主席 Formand：Lin ShuangPing林双萍 linlei83@yahoo.com 

秘书Sekret鎟: Tao JinFen 陶金芬 taojinfen@teliamail.dk 

出纳 Kasserer: Wang XinNa (Wang Ye) 王馨娜 intermetal@mail.dk 

活动场地负责人 Lokaleansvarlig：Feng Ya Mei 冯雅梅 fengya_mei@hotmail.com 

活动助理：Zhu XuBin朱旭斌 xubin.zhu@gmail.com 

替补：Hua Wei 华伟， Zhang Hong张红 

会计：Yuan XinGang 袁新刚：负责审计协会资金使用情况。 

KKÅ 

2009-02-12 

  

PS.有些人缺少邮箱地址，请知道的人互相转发此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