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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通国康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京诚会审字[2020]第 8013-2号

北京华通国康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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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

号为京诚会审字[2020]第 8013-1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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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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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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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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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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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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慈善活动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支出比例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21,326,650.56

本年度总支出 30,929,212.1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0,708,178.52

管理费用 217,947.36

其他支出 3,0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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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9%(215.1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0.70%

（2）在计算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2、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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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6,214.50 22,576,214.5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2,576,214.50 22,576,214.5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600,000.00 1,600,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0,976,214.50 20,976,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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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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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5,297,950.00 5,297,950.00 23,890,500.00 23,890,500.00

其中：捐款

2,778,4 5,297,950.0 5,297,950.0
23,890,500.00 23,890,500.00

捐物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

限公司
1,250,000.00 1,250,000.00 4,600,000.00 4,600,000.00

其中：捐款 1,250,000.00 1,250,000.00 4,600,000.00 4,600,000.00

捐物

武汉生之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00 1,100,000.00 2,548,000.00 2,548,000.00

其中：捐款 1,100,000.00 1,100,000.00 2,548,000.00 2,548,000.00

捐物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705,000.00 5,705,000.00

其中：捐款 5,705,000.00 5,705,000.00

捐物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中：捐款 2,000,000.00 2,000,000.00

捐物

梅胜 1,500,000.00 1,500,000.00

其中：捐款 1,500,000.00 1,500,000.00

捐物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
1,365,000.00 1,365,000.00

其中：捐款 1,365,000.00 1,365,000.00

捐物

合 计 18,217,950.00 18,217,950.00 31,038,500.00 31,038,500.00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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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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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项目 2,045,155.20 3,245.97 2,048,401.17

医疗救助学习项目 1,422,316.80 65,081.69 1,487,398.49

突发应急危机事

件学习项目
1,471,556.48 4,899.83 6,304.84 1,482,761.15

神经内科诊疗服

务项目
1,252,011.05 66,513.32 2,043.77 1,320,568.14

基层卫生体系管

理项目
1,230,225.81 43,893.19 44,323.05 1,318,442.05

医院管理公益项目 1,132,525.93 5,903.10 122,793.66 1,261,222.69

肿瘤科室管理项目 1,031,273.81 143,421.76 6,066.30 1,180,761.87

医院应急及风险

管理项目
1,057,434.80 31,154.18 2,067.61 1,090,656.59

医患矛盾缓解项目 991,980.60 67,465.37 1,059,445.97

基层医护人员能

力提升项目
940,418.24 65,657.21 1,006,075.45

合 计 12,574,898.72 295,785.38 385,049.4713,255,733.57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

益支出% 用途

护理项目 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 2,045,155.20 6.66% 培训费

医疗救助学习项目 英国奥尔赫儿童 NHS基金户信托 1,422,316.80 4.63% 培训费

突发应急危机事件学习

项目
加利利约德法特有限公司 1,390,971.42 4.53% 培训费

神经内科诊疗服务项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疗国际部 519,330.15 1.69% 培训费

神经内科诊疗服务项目 国际中国传统文化学院 698,980.90 2.28% 住宿费

基层卫生体系管理项目 Longwood酒店 635,746.07 2.07% 住宿费

基层卫生体系管理项目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卡尔

夏皮罗研究所
585,151.05 1.91% 培训费

医院管理公益项目 Mayo Clinic 588,260.40 1.92% 培训费

医院管理公益项目 国际中国传统文化学院 110,604.00 0.36% 培训费

医院管理公益项目 国际中国传统文化学院 248,101.23 0.81% 住宿费

医院管理公益项目 美地假期 129,136.68 0.42% 住宿费

肿瘤科室管理项目 麻省总医院马蒂诺中心 436,363.50 1.42% 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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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

益支出% 用途

肿瘤科室管理项目 麻省总医院马蒂诺中心 509,127.11 1.66% 住宿费

医院应急及风险管理

项目
加利利约德法特有限公司 1,001,533.80 3.26%

培训费及

住宿费

医患矛盾缓解项目 瓦伦特商学院 991,980.60 3.23% 培训费

基层医护人员能力提升

项目
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 940,418.24 3.06% 培训费

合 计 12,253,177.15 39.91%

5、委托理财

受托人

受托人

的法定

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是受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

监管的机构

委托金额
委托

期限

确定

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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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直门支行

陈四清 是
15,140,000.00 不定期 浮动 6,976.92 15,146,976.92

10,960,000.00 不定期 浮动 —— 尚未收回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蒋凯 是

10,233,234.50 不定期 浮动 49,041.64 10,282,276.14

1,956,765.50 不定期 浮动 —— 尚未收回

合计 38,290,000.00 56,018.56 25,429,253.06

6、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理财收益 56,018.56 501,880.81

合 计 56,018.56 501,880.81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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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发生额

北京华通国康医院

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人 —— ——

北京东方国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理事主要来源

单位
—— ——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无）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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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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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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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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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北京华通国康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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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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