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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嘉润专审字（2020）110 号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

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嘉润审字（2020）073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

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

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

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制

的《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

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

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

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

关内容在重大方面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

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http://www.jiaru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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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一、本年捐赠收入
19,352,032.4

5 680,724.15

用于本基金会

章程规定事项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9,352,032.4

5 680,724.1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681,303.34 12,735.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8,670,729.1

1 667,989.15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

符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1.中国扶贫基金会 3,002,514.07 阳光童趣园

2.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2,965,925.37 驻校社工、青葵花

项目

3.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00 2019 年西部阳光

V 行动

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582,890.62 驻校社工、青葵花

项目

5.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1,300,000.00 驻校社工、青葵花

项目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17,494,970.83

本年度总支出 18,622,238.8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8,016,513.01

管理费用 578,728.21

其他支出 26,997.58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102.98%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11%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 目 收入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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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人员费用 办公费用

资产

使用

费用

直接

筹资

费用

其

他

费

用

小计

阳光童

趣园
6,891,771.12

4,999,187.6
7

735,959.67
1,749,130.2

2
2,485,089.8

9
7,484,277.56

陪伴成

长-驻
校社工

4,131,342.34 58,000.00 971,590.00
1,676,375.5

2
2,647,965.5

2
2,705,965.52

青葵花

导师计

划

3,239,199.73 314,564.68 674,413.70
1,119,652.1

6
1,794,065.8

6
2,108,630.54

桥畔计

划
920,234.94 864,406.60 131,700.00 314,559.39 446,259.39 1,310,665.99

合 计
15,182,548.1

3
6,236,158.9

5
2,513,663.3

7
4,859,717.2

9
7,373,380.6

6
13,609,539.6

1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明细表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阳光童趣园
深圳元远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3,745,000.00 20.79% 童趣园房屋硬件

阳光童趣园 西安市朝乾夕惕贸易有限公司 594,742.50 3.30% 童趣园儿童玩具

青葵花导师计

划
呼伦贝尔市教育宾馆有限公司 150,000.00 0.83%

青葵花老师培训

住宿、餐费

合 计 4,489,742.50 24.92%

（五）委托理财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2019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元）
委托期限

报酬确定

方式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

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学院路支行

是

2018年 6月 6
日购买，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8,586.30 3,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学院路支行

是

2018年 6月 6
日购买，无固定

期限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8,655.84 3,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大运村支行

是

2018年 11月

12日－2019年
2月 11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6,123.29 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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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大运村支行

是
9,000,000.0

0

2019年 3月 5
日-2019年 6月

2日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55,332.00 9,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学院路支行

是
7,000,000.0

0

2019年 3月 15
日-2019年 12

月 29日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183,887.5
1

7,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大运村支行

是
5,000,000.0

0

2019年 8月 31
日-2019年 11

月 29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8,287.67 5,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大运村支行

是
2,000,000.0

0

2019年 9月 26
日-2019年 12

月 25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8,449.32 2,000,000.00

嘉实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是

2,000,000.0
0

2019年 8月 22
日-2020年 2月

21日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0.00 0.00

合计
25,000,000.

00
-- --

469,321.9
3

34,000,000.0
0

（六）投资收益

金额

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301,129.65

招商银行理财产品 101,455.29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66,736.99

合计 469,321.93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

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

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 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

构成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如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

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表

民间非营利组织或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基金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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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汇丰银行 主要捐赠人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周小丽 发起人、副理事长

（3）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接受的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3,002,514.07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2,965,925.37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2,500,000.00

汇丰银行 主要捐赠人 1,582,890.62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1,300,000.00

周小丽 发起人、副理事长 500,000.00

（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5）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6）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7）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应

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9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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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 年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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