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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昊伦中天会字（2022）第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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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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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登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MJ01770677。 2016 年 12

月 6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为翟雁，地址为北京市朝

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10号 3层 3050室。        

（四）财务状况 

1、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3,298,335.78元，其中：

货币资金 533,678.01元，短期投资 2,753,057.77元，应收款项 11,600.00元，固定资产净

值 0.00元。 

2、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12,193.60元，(应付款

项 53.60元，应付工资 0.00元，应交税金 12,140.00 元)； 

 3、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净资产总额为 3,286,142.18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0.00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3,286,142.18元。 

4、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收入 2,015,549.11 元，其中：捐赠收入

1,546,569.77元, 提供服务收入 398,613.86元, 投资收益 65,134.27元,其他收入 5,231.21

元。 

5、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支出 1,905,452.39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1,806,270.99元,管理费用 92,318.70元, 筹资费用 6,862.70 元,其他费用 0.00元。 

6、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482,898.50 元，上年收入合计

2,727,314.70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总收入的比例为 54.0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62,979.56 元 ，行政办公支出 29,339.14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

比例为 4.84 %。 

（五）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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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基金会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年度的业

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昊伦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2年 3月 22日 

 

 

 

 

 

 

 

 

 

 

 

 

 

 

 

 

 

 

 

 

 

 



 

 

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单位名称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MJ0177067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

大街甲 10 号 3 层 3050

室 

登记时间 2016 年 12 月 6 日 

联系电话 18611505658 邮政编码 100020 

法定代表人 翟雁 主要经费来源 
捐赠收入、项目执

行、其他收入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望路支行 

银行账号 344166111606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部 联系电话 13661110255 

会计姓名 温惠平 专/兼职 兼职  

代理记账中介机构名称 无 
代理机构主管人姓

名 
无 

税务登记号码 53110000MJ01770677 

设有银行账号的分支机

构、代表机构及其开户

银行和账号实体 

无 

经营实体 无 

 

 

 

 

 

 

 

 



 

 

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 01 表 

编制单位：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编号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编号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062,829.46  533,678.01      短期借款 28   

    短期投资 2 2,100,000.00  2,753,057.77      应付款项 29 -2,176.00  53.60  

    应收款项 3 11,600.00  11,600.00      应付工资 30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31 560.00  12,140.00  

    存    货 5       预收账款 32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33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34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35   

流动资产合计 9 3,174,429.46  3,298,335.78      其他流动负债 36   

 10    流动负债合计 37 -1,616.00  12,193.60  

长期投资： 11    38   

    长期股权投资 12   长期负债： 39   

    长期债权投资 13       长期借款 40   

    长期投资合计 14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41   

固定资产： 15       其他长期负债 42   

    固定资产原价 16    长期负债合计 43   

    减：累计折旧 17    44   

    固定资产净值 18   受托代理负债： 45   

    在建工程 19       受托代理负债： 46   

    文物文化资产 20   负债合计 47 -1,616.00  12,193.60  

    固定资产清理 21    48   

    固定资产合计 22 0.00  0.00  净资产： 49   

无形资产： 23      非限定性净资产 50 3,176,045.46  3,286,142.18  

    无形资产 24      限定性净资产 51   

受托代理资产： 25   净资产合计 52 3,176,045.46  3,286,142.18  

    受托代理资产 26    53   

资产总计 27 3,174,429.46  3,298,335.7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54 3,174,429.46  3,298,335.78  

    单位负责人：翟雁                                    复核：温惠平             制表：王青                                             

 

 

 

 

 

 

 

 



 

 

业 务 活 动 表 

   
2021

年度 
           会民非 02 表  

编制单位: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编

号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

定

性  

 合计  
 非限定

性  

 限

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269,212.41   2,269,212.41   1,546,569.77   1,546,569.77  

            会费收入 2       

      提供服务收入 3 398,440.46   398,440.46   398,613.86   398,613.86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助收入 5       

            投资收益 6 53,357.04   53,357.04   65,134.27   65,134.27  

            其他收入 7 6,304.79   6,304.79   5,231.21   5,231.21  

收入合计 8 2,727,314.70  0.00  2,727,314.70   2,015,549.11  0.00   2,015,549.11  

二、费用 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 1,770,550.77   1,770,550.77  1,806,270.99   1,806,270.99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1 1,474,187.69   1,474,187.69   1,482,898.50    1,482,898.50  

            提供服务成本 12 296,363.08   296,363.08   323,372.49    323,372.49  

            商品销售成本 13       

            政府补助成本 14       

            税金及附加 15       

（二）管理费用 16 143,171.77   143,171.77   92,318.70    92,318.70  

（三）筹资费用 17 27,760.00   27,760.00   6,862.70    6,862.70  

（四）其他费用 18       

费用合计 19 1,941,482.54   1,941,482.54   1,905,452.39    1,905,452.3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21 785,832.16  0.00  785,832.16   110,096.72  0.00   110,096.72  

单位负责人：翟雁                       复核：温惠平                       制表：王青                                            

 

 

 

 

 

 

 

 

 



 

 

现 金 流 量 表 
                            2021 年度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1,546,569.77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398,613.86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5,231.21  

现金流入小计 8 1,950,414.8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1,107,436.5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375,462.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1 376,430.2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78,509.10  

现金流出小计 13 1,937,837.8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 12,576.9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7 65,134.27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65,134.27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6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6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534,865.7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6,862.70  

现金流出小计 33 6,862.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6,862.7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529,151.45  

单位负责人：翟雁                      复核：温惠平                    制表：王青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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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登记，基

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有效日期：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2026 年 12 月 1 日。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

元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70677；法定代表人: 翟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10 号 3 层 3050 室，业务主管单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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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单位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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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本单位的财务

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执行的会计制度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3．会计核算基础和记账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量。 

4．记账本位币 

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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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务发生日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人民币记账，年末

对货币性项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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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或予以资

本化。 

6．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单位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包括股票、

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7．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以其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破产，以其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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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本基金会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

目的而持有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

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单位价值虽然不足规定标准，

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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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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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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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

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

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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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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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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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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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

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科目，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12．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无。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目 币种 年初数 期末数 

现金 人民币 0.00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062,829.46 533,678.01 

合 计  1,062,829.46 533,678.01 

2. 短期投资 

项目 本期投资 本期增加 期末数 

中银-日计划 2,100,000.00 53,057.77 2,753,057.77 

合 计 2,700,000.00 53,057.77 2,753,057.77 

3. 应收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收账款 0.00 5,000.00 5,000.00 0.00 

其他应收款 11,600.00 99,800.00 99,800.00 11,600.00 

合 计 11,600.00 104,800.00 104,800.00 11,600.00 

4. 预付账款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预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5. 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2,176.00 43,098.22 40,868.62 53.60 

其中： 社保费 0.00 20,594.22 20,540.62 53.60 

       住房公积金 -2,176.00 22,504.00 20,328.00          0.00 

合 计 -2,176.00 43,098.22 40,868.62 53.60 

6、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账面 

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期支付额 

年末账面 

余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0.00 375,462.00 375,462.00 0.00 

合  计 0.00 375,462.00 375,462.00 0.00 

6、预收账款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预收账款 0.00 5,478.90 5,478.90 0.00 

合 计 0.00 5,478.90 5,478.90 0.00 

7、应交税金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560.00 50,778.13 39,198.13 12,140.00 

  应交增值税 0.00 3,986.14 3,986.14 0.00 



 

 

附加税费 0.00 29.45 29.45 0.00 

合 计 560.00 54,793.72 43,213.72 12,140.00 

8、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3,176,045.46 736,027.38 625,930.66 3,286,142.18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3,176,045.46 736,027.38 625,930.66 3,286,142.18 

注：本基金会 2016 年 12 月份成立时，由彭艳 185 万元，翟雁 3 万元，零慧 2 万元，赵峻 2 万元，

陈阳 2 万元，陈娇娜 2 万元，苗青 2 万元，叶颖 2 万元，分别交来原始开办资金 200 万元，直接

计入非限定性净资产核算。 

    本基金会2021年度净资产比2020年度净资产增加110,096.72元,比2016年成立时增加1,286，242.18

元，高了 64.31%. 

9、收入                       

项目 

上年累计数 本期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2,269,212.41  2,269,212.41 1,546,569.77  1,546,569.77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398,440.46  398,440.46 398,613.86  398,613.86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53,357.04  53,357.04 65,134.27  65,134.27 

其他收入 6,304.79  6,304.79 5,231.21  5,231.21 

合 计 2,727,314.70  2,727,314.70 2,015,549.11 0.00 2,015,549.11 

 



 

 

（1）捐赠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款项用途 

收固安诚相堂中医诊所 2,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翟雁捐款 6,6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左拉捐赠物资 1,25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刘一捐赠物资 71,622.4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收叶颖捐款 11,16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收慈善基金会资助款 3,8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象山培训个人捐赠 2,5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捐赠 2,6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捐赠收入 1,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北京知行合一阳明教育研究院捐赠物资 44,6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九色鹿专项收北京盈飞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刘巍捐款_九色鹿城市工更新专业志愿 25,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收柏基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931.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北京京潮公益基金 53,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慈善资产管理 645,28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益起来公关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捐款 5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中国志愿者服务基金会捐款_酷爱健康 55,796.47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翟雁捐款_周建华志愿英雄 2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纽迪希亚项目款_纽迪希亚特爱健康营养项目 116,414.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收北京盈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款 4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收北京华智国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赠款 4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盈飞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款_后浪专项 20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双奥专项 1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财付通收入_酷爱健康 5,478.9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蓝人专项-赵家楼党建惠家项目 67.537.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翟雁捐赠周建华专项_周建华志愿英雄 20,000.00 用于 2021 年公益项目 

合计 1,546,569.77  

（2）提供服务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款项用途 

酷爱健康专项基金_酷爱健康 4,950.50 用于 2021 年项目 

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研究项目  69,306.93 用于 2021 年项目 

收乡村振兴志愿者帮扶 2021 项目首付款 158,415.84 用于 2021 年项目 

收山东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项目款 47,128.71 用于 2021 年项目 

中国营养学会项目款_酷爱健康 79,207.92 用于 2021 年项目 

国家振兴局项目款 39,603.96 用于 2021 年项目 

合计   398,613.86   

 



 

 

（3）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款项用途 

中银日积月累-日计划   65,134.27 用于 2021 年公益事业     

合 计   65,134.27  

（4）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利息收入 2,008.75 1,279.48 

2. 减免税收入 3,222.46 5,025.31 

合 计 5,231.21 6,304.79 

10.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1,482,898.50                1,474,187.69  

提供服务成本 323,372.49                  296,363.08  

税金及附加   

合 计 1,806,270.99 1,770,550.77 

其中：(1))捐赠项目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项目人员工资 292,982.00  

  项目人员社保公积金 70,817.42 

  项目执行费 212,261.55 

  租赁费 98,763.00 

  项目餐费 44,682.30 

  交通费 18,222.67 

  差旅费 30,274.68 

  专家费 42,000.00 

  志愿者津贴 318,820.00 

  项目办公费 39,228.65 

  资料制作费 147,332.83 

  项目物资费 41.00 

  对外捐赠 167,472.40 

小 计 1,482,898.50 

(2)) 提供服务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技术服务费 243,385.22 

  会议费 19,168.90 

  房租及物业费 6,161.00 

  广告费 5,835.49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服务费 48,821.88 

合计 323,372.49 

(3)) 税金及附加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税金 0.00 

合 计 0.00 

11、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

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1．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62,979.56  62,979.56 115,346.07  115,346.07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

耗费和服务开支 29,339.14  29,339.14 27,825.70  27,825.70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

资产折旧（摊销）及运

行维护费用       

合 计 92,318.70  92,318.70 143,171.77  143,171.77 

   

12、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筹资平台服务费及筹资人员费用  6,862.70 27,760.00 

合  计  6,862.70 27,760.00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工作人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王青 兼职 出纳 35,250.00  

李文芳 兼职 会计 12,500.00 已离职 

温惠平 兼职 会计 9,500.00  

合   计  57,250.00  

注：本基金会的财务人员 3 人，均为兼职；其中 1 人已离职。  



 

 

2：理事会成员和监事 12 人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报酬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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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敏杰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31,050.60 

彭艳 博能基金会创始理事长暨联合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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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育红 中美医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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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团 北京农禾之家农村发展基金会 理事 0.00 

叶龙 北京智谋金策会计师事务所 监事 0.00 

合计   31,050.60 

注 1：本基金会设有理事 11 名，其中包含理事长 1 人，副理事 1 人，秘书长 1 人,理事 8 人,

监事 1 人，共计 12 人，以上人员除秘书长（吕敏杰）均未从基金会领取工资；秘书长领取工

资 31,050.60 元。 

2：本基金会 2021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482,898.50 元，上年末净资 3,176,045.46 元，公

益性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54.00%；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2,979.56 元，

行政办公支出为 29,339.14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之和占本年总支出的比例为

4.84%。 

   3.本年度捐赠项目小计 2 笔,共计 167,472.40 元,主要有向河北爱巢养老集团捐赠物资

45,850.00 元, 向长春益创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捐赠物资 121,622.40 元。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本基金会关联方关系：  翟雁、零慧、吕敏杰、彭艳、赵峻、陈阳、汤敏、杨育红、张红岩、韩俊

魁、杨团、叶龙 12 人是本基金会的理事、监事、秘书长。本基金会无关联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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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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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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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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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理事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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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负责人：  

  

 

日期：2022 年 3 月 22 日                日期：2022 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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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昊伦中天会字[2022]第 0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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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

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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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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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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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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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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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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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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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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21 年度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546,569.77 元，其中占捐赠收

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货币 非货币 

福特基金会（美国）北

京代表处 
645,280.00 0.00 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支出 

盈飞教育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 0.00 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支出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

有限公司 
116,414.00 0.00 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支出 

刘一 0.00 71,622.40 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支出 

守望领域（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67,537.00 0.00 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公益活动支出 

合计 1,029,231.00 71,622.40 
 

   

 本基金会本年度除接受以上 5 笔捐赠资金外无其他大额捐赠收入。 

（二）公开募捐情况：无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 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3,176,045.46 

本年度总支出 1,905,452.39 

其中 

 

①  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482,898.50     

② 管理费用 92,318.70 

③ 其他支出(筹资费用) 6,8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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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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56.71%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4.84%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合计 3,286,142.18 元，占开办资金 164.31%。 

 （四）业务活动情况：  

本基金会 2021 年，开展了 13 项公益活动,捐赠成本 1,482,898.50 元。 

项  目 本年捐赠成本 

向河北爱巢养老集团捐赠物资 45,850.00  

向长春益创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捐赠物资 71,622.40  

合理膳食惠万家   186,911.68  

乡村振兴志愿者扶贫   150,103.58  

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研究  36,969.00  

酷爱健康专项基金   75,007.57  

中国慈善论坛管理专项基金   381,962.45  

展翼专项基金   202,111.37  

益起志愿专项基金   88,610.00  

蓝人志愿专项基金   5,502.00  

九色鹿城市更新专业志愿专项基金   11,171.00  

特爱健康营养项目   104,716.00  

其他项目支出   122,361.45  

合 计 1,482,898.50 

 

 （五）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收支明细表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列示如下：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

项

执

行

监

督

和

评

估

费

人员 

报酬 

租赁

房屋

购买

和维

护固

定资

产费

用 

宣

传

推

广

费

用 

其

他 

费

用 

小计 



 

 4 

用 

福特基金会（美

国）北京代表处

慈善资产管理 

645,280.00 113,566.45  268,360.00    268,360.00 381,926.45 

盈 飞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捐 赠 后 浪 启 行

专项 

200,000.00         

纽 迪 希 亚 项 目

款 _纽迪希亚特

爱 健 康 营 养 项

目 

116,414.00 104,716.00       104,716.00 

刘 一 捐 赠 防 护

物资  
71,622.40  71,622.40       71,622.40 

蓝人专项 -赵家

楼 党 建 惠 家 项

目 

67.537.00         

合 理 膳 食 惠 万

家 
 186,911.68       186,911.68 

向 河 北 爱 巢 养

老 集 团 捐 赠 物

资 

45,850.00 45,850.00       45,850.00 

新 时 代 志 愿 服

务发展研究 (民

政部课题) 

70,000.00   36,969.00    36,969.00 36,969.00 

酷 爱 健 康 专 项

基金 
61,275.37 41,677.21  33,330.36    33,330.36 75,007.57 

展翼专项基金 28,931.00 195,911.37  6,200.00    6,200.00 202,111.37 

益 起 志 愿 专 项

基金 
50,000.00 88,610.00       88,610.00 

九 色 鹿 城 市 更

新 专 业 志 愿 专

项基金 

90,000.00 11,171.00       11,171.00 

合计 
1,446,909.7

7 
860,036.11  344,859.36    344,859.36 1,204,895.47 

 

（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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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 付 金 额

（元） 

占 年

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慈善资产管理 
益人录（北京）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381,926.45 26% 用于活动支出 

特 爱 健 康 营 养 项

目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

自治县红桥镇中心完小 
104,716.00 7% 用于活动支出 

刘一捐赠防护服 
长春益创汇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71,622.40 5% 用于活动支出 

 合理膳食惠万家  
北京先河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186,911.68  13% 用于活动支出  

 展翼专项基金  
深圳市意臣工业设计有

限公司 
202,111.37  14% 用于活动支出  

合  计   947,287.90 65%  

 

（七）委托理财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委托金额（元）  委托期限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大望路支行  
2,700,000.00 

 

无固定期限  

 

65,134.27 65,134.27 

          合计 2,700,000.00  65,134.27 65,134.27 

 

 （八）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委托理财 65,134.27 53,357.04 

合  计 65,134.27 53,357.04 

 

（九）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北京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  本基金会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翟雁 理事长 

零慧 副理事长 

吕敏杰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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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彭艳 理事 

赵峻 理事 

陈阳 理事 

汤敏 理事 

杨团 理事 

杨育红 理事 

张红岩 理事 

韩俊魁 理事 

叶龙 监事 

（2）本基金会无关联方交易。  

     （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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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办公室房租及押金 11,600.00 100.00% 2020.1.31 押金 

合 计   11,600.00 100.00%   

     （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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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无       

合 计 0.00  0.00    

      （十二）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2,176.00 43,098.22 40,868.62 53.60 

其中： 社保费 0.00 20,594.22 20,540.62 53.60 

       住房公积金 -2,176.00 22,504.00 20,328.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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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176.00 43,098.22 40,868.62 53.60 

     （十三）预收账款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十四）应交税金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560.00 50,778.13 39,198.13 12,140.00 

  应交增值税 0.00 3,986.14 3,986.14 0.00 

附加税费 0.00 29.45 29.45 0.00 

合 计 560.00 54,793.72 43,213.72 12,140.00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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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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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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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昊伦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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