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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基审字 [2019]第 003 号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

种责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

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

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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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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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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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19年 01月 24日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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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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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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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登记

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3110000MJ01770677，法定代表人为翟雁。

住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荣华国际大厦 3 号楼 18 层

2101 室。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一）资助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等公益项目；（二）资助专

业志愿领域的公益活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和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

导致对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

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

补充规定。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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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当月 1 日）

的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月（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月（年）末的市场

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

资本化。

6、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

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

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

时，直接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2）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

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7、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

售、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

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附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号万达广场 5号楼 17层第 8页

用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末价

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

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8、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

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

扣除残值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5 年 5% 19%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

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资产核算，

不计提折旧。

9、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

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

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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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

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区

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

资产使用权等收入。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收入实现：

①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

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

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

入。

②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

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或完

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③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收入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对非交

换交易形成的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①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②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

③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

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④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

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捐

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⑤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11、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

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附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号万达广场 5号楼 17层第 10页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

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金额单位：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0.00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575,704.16 2,288,028.50

合计 2,575,704.16 2,288,028.50

2、短期投资

无。

3、应收款项：

3.1 应收账款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额

的比例

1 应收账款 0.00 0.00% 31,290.00 85.28%

2 其他应收款 63,810.00 100.00% 5,400.00 14.72%

合计 63,810.00 100.00% 36,690.00 36,690.00

3.1应收款项账龄：

金额单位：元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63,810.00 0.00 63,810.00 36,690.00 0.00 36,690.00

1-2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63,810.00 0.00 63,810.00 36,690.00 0.00 36,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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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应收款项客户：

金额单位：元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阿里巴巴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0.00 0.00% 31,290.00 85.28% — 捐赠款未到

位

2 备用金 50,000.00 78.36% 5,400.00 14.72% — 活动预借款

3 吴世虎 13,810.00 21.64% 0.00 0.00% —

合计 63,810.00 100.00% 36,690.00 100.00% —

4、预付账款

无。

5、存货

无。

6、长期股权投资

无。

7、固定资产

无。

8、应付款项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11,431.43 112,626.00 93,289.43 30,768.00

社保费 2,237.26 54,426.00 49,895.26 6,768.00

住房公积金 2,160.00 34,200.00 36,360.00 0.00

迟欣然 7,034.17 0.00 7,034.17 0.00

个人 0.00 24,000.00 0.00 24,000.00

9、应付工资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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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职工薪酬 56,658.63 182,447.95 228,033.98 11,072.60

合计 56,658.63 182,447.95 228,033.98 11,072.60

10、应交税金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已交金额 应交金额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6,014.11 24,155.76 18,583.05 441.40

应交增值税 0.00 582.52 582.52 0.00

附加税费 0.00 0.00 52.97 52.97

合 计 6,014.11 24,738.28 19,218.54 494.37

11、预收账款

无。

12、净资产

12.1 净资产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2,565,409.99 1,171,241.14 1,454,267.60 2,282,383.53

限定性净资产 0.00 840,400.00 840,400.00 0.00

合计 2,565,409.99 2,011,641.14 2,294,684.54 2,282,383.53

12.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283,026.46 元，本基金会开办资金 2,000,000.00 元，影响净

资产减少-283,026.46 元。

13、捐赠收入

13.1 捐赠收入列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捐赠收入 840,4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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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110,656.76 1,382,940.60

合计 1,951,056.76 1,382,940.60

13.1.1 接受捐赠情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951,056.76 0.00 1,951,056.76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951,056.76 0.00 1,951,056.76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177,280.78 0.00 1,177,280.78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773,775.98 0.00 773,775.98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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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赠与）

0.00 0.00 0.00

13.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金额单位：元

基金会名称 金额 货币或非货币 款项用途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 70,000.00 货币 公益性捐赠

施永青基金会 65,000.00 货币 公益性捐赠

深圳舍得爱心慈善基金会 140,000.00 货币 公益性捐赠

合计 275,000.00 — —

13.3 大额捐赠收入

2018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951,056.76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杨刚 200,000.00 博能-酷爱健康专项合作项目

深圳舍得爱心慈善基金会 100,000.00 自愿支持“i志愿大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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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沃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02,400.00 “博能-百瑞仁爱．沃特节能”专

项合作项目

合计 602,400.00

14、提供服务收入

无。

15、政府补助收入

无。

16、投资收益

金额单位：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59,723.06 21,369.59

2．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3、股权投资收益 0.00 0.00

合计 59,723.06 21,369.59

17、其他收入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861.32 6,554.82

合计 861.32 6,554.82

18、业务活动成本

18.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1,994,046.82 773,812.59

合计 1,994,046.82 773,812.59

18.2 资助其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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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 20,000.00 无限定

合计 20,000.00

18.3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百瑞仁爱—春晖

慈善信托公益募

捐

733,405.46 733,405.46

“博能-百瑞仁

爱．沃特节能”
专项合作项目

300,000.00 300,000.00

博能社会创新项

目投资及运营支

持

149,000.00 149,000.00

志愿人才发展项

目
135,240.00 135,240.00

合计 1,317,645.46 1,317,645.46

18.4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途

百瑞仁爱—春晖慈善信托

公益募捐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33,405.46 36.78% 公益性捐赠

“博能-百瑞仁爱．沃特节

能”专项合作项目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5.04% 公益性捐赠

博能社会创新项目投资及

运营支持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

心
149,000.00 7.47% 公益性捐赠

志愿人才发展项目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

心
135,240.00 6.78% 公益性捐赠

合计 1,317,645.46 66.08%

19、管理费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286,976.94 50,862.80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3,043.84 20,7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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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0.00 0.00

④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0.00 0.00

⑤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0.00 20.00

⑥捐赠退回 0.00 0.00

合计 300,020.78 71,642.43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本基金会本年度员工总人数为 1 人，共发放工资总额为 202,458.35 元。

2、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元）

翟雁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 理事长 0.00

零慧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副理事长 0.00

刘静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202,458.35

彭艳 （全球）智慧货运中心 理事 0.00

赵峻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陈阳 上海弘毅生态保护基金会 理事 0.00

汤敏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理事 0.00

杨钟仁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理事 0.00

杨育红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理事 0.00

张红岩 上海深德投资管理咨询公司 理事 0.00

韩俊魁 北京师范大学 理事 0.00

七、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九、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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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 2018 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上述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编制。已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 :2019 年 01 月 24 日 日期 :2019 年 0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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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廉基审字[2019]第 003-1 号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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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

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19 年 01 月 24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

告文号为中廉基审字[2019]第 003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

京博能志愿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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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北京博能志愿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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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

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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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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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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金额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2,565,409.99

本年度总支出 2,294,667.6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994,046.82

管理费用 300,020.78

其他支出 600.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

例）
77.7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3.07%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8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951,056.76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

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杨刚 200,000.00 博能-酷爱健康专项合作项目

深圳舍得爱心慈善基金会 100,000.00 自愿支持“i志愿大学”项目

郑州沃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302,400.00
“博能-百瑞仁爱．沃特节能”专

项合作项目

合计 60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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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百瑞仁爱—春晖慈善

信托公益募捐
733,405.46 733,405.46

“博能-百瑞仁爱．沃特

节能”专项合作项目
300,000.00 300,000.00

博能社会创新项目投

资及运营支持
149,000.00 149,000.00

志愿人才发展项目 135,240.00 135,240.00

合计 1,317,645.46 1,317,645.46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途

百瑞仁爱—春晖慈善信托

公益募捐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733,405.46 36.78% 公益性捐赠

“博能-百瑞仁爱．沃特节

能”专项合作项目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5.04% 公益性捐赠

博能社会创新项目投资及

运营支持

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

心
149,000.00 7.47% 公益性捐赠

志愿人才发展项目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

心
135,240.00 6.78% 公益性捐赠

合计 1,317,645.46 66.08%

5、委托理财

金额单位：元

受托人
受托人法

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

否具有金

融机构资

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

定方式

当年实际

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王鸿鸣 是 2,000,000.00

2018年 1月 9

日 -2018 年

12月 29日

结息 59,723.06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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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望路支

行

合计 2,000,000.00 59,723.06 2,000,000.00

6、投资收益

金额单位：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59,723.06 21,369.59

2．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3、股权投资收益 0.00 0.00

合计 59,723.06 21,369.59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

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赵峻 发起人 —— —— —— ——

翟雁 发起人 —— —— —— ——

零慧 发起人 —— —— —— ——

陈阳 发起人 —— —— —— ——

叶颖 发起人 —— —— —— ——

苗青 发起人 —— —— —— ——

陈娇娜 发起人 —— —— —— ——

王铮 发起人 —— —— —— ——

王平 发起人 —— —— —— ——

邱东 发起人 —— —— —— ——

宋雪苍 发起人 —— —— —— ——

王立 发起人 —— —— —— ——

汪婷 发起人 —— —— —— ——

骆力 发起人 —— —— —— ——

彭艳 发起人 —— —— —— ——

李莹 发起人 —— —— —— ——

杨靓靓 发起人 —— —— —— ——

杨钟仁 发起人 —— —— —— ——

宋彦楼 发起人 —— —— —— ——

韩晓东 发起人 —— —— —— ——

高明月 发起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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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爱国 发起人 —— —— —— ——

李严 发起人 —— —— —— ——

陆璇 发起人 —— —— —— ——

吴妙琳 发起人 —— —— —— ——

黄希彤 发起人 —— —— —— ——

苑静 发起人 —— —— —— ——

陈东梅 发起人 —— —— —— ——

袁家凯 发起人 —— —— —— ——

宋宇海 发起人 —— —— —— ——

陈光 发起人 —— —— —— ——

王沁云 发起人 —— —— —— ——

杨勇 发起人 —— —— —— ——

王梅 发起人 —— —— —— ——

张晓红 发起人 —— —— —— ——

滕德京 发起人 —— —— —— ——

张化天 发起人 —— —— —— ——

黄冰峰 发起人 —— —— —— ——

张世秋 发起人 —— —— —— ——

郁青 发起人 —— —— —— ——

陈喜红 发起人 —— —— —— ——
北京惠泽人公益发

展中心
发起人 —— —— —— ——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上述

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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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

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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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19年 01月 24日中国注册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