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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德众审字【2022】第 100057号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为贵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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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基金会管理

条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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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7 年 03 月 15 日成立，基金会法人登记

证书有效日期：2017 年 03 月 15 日至 2022 年 03 月 14 日。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元整，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74896，法定代表人：张国芳，住所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

路 8 号院 9 号楼 7层 809，业务主管单位：无。业务范围：资助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

孤、扶老等公益项目。

贵单位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四、财务状况

1、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051,865.29元，其中：货币

资金 2,026,608.31元，应收款项 0.00元，预付账款 0.00元，存货 24,013.79元，固定资产原值 13,606.00

元，累计折旧 12,362.81 元，固定资产净值 1,243.19 元。

2、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48.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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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 2,051,816.89元，其中：限定

性净资产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2,051,816.89元。

五、业务活动成果

1、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年度收入 2,162,958.67 元，其中：捐赠收入 2,157,263.67 元，

其他收入 5,695.00 元。

2、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 年度支出 2,237,957.59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2,036,910.80

元，管理费用 201,046.79元。

3、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 年末职工人数 6 人，其中：理事长、秘书长共 2 人，其月

人均工资 7,650.00 元；工作人员 4 人，其月人均工资 4,725.00元。

4、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 年度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74,471.14 元，缴纳住房公积金

31,464.00元。

六、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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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德众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地址：西城区陶然亭路 2 号 1 号楼 1-413号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0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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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21年 12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3110000MJ01774896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

路 8 号院 9 号楼 7 层 809
登记时间 2017-03-15

联系电话 010-57862180 邮政编码 100176

法定代表人 张国芳 主要经费来源 非公募

开户银行及银

行账号
中国银行北京亦庄文化园支行（基本户） 340266382435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部 联系电话 010-57862180

会计姓名 陈文静 专/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名称
无

代理机构

主管人姓名
无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无分支机构

实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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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年 12月 31 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产 1 2,114,690.95 2,026,608.31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帐款 4 应交税金 26 18.81 48.40

存货 5 9,935.08 24,013.79 预收账款 27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

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2,124,626.03 2,050,622.10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18.81 48.4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13,606.00 13,606.00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11,397.41 12,362.81

固定资产净值 15 2,208.59 1,243.19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18.81 48.40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2,208.59 1,243.1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2,126,815.81 2,051,816.89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净资产合计 41 2,126,815.81 2,051,816.89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2,126,834.62 2,051,865.2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2,126,834.62 2,051,865.29

单位负责人：张国芳 制表：陈文静 复核: 常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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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年 12月 31日 单位：元

项目
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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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收入 1

捐赠收入 2 1,193,086.23 786,435.97 1,979,522.20 1,477,206.50 680,057.17 2,157,263.67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肋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7 6,199.06 6,199.06 5,695.00 5,695.00

收入合计 1,199,285.29 786,435.97 1,985,721.26 1,482,901.50 680,057.17 2,162,958.67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1,770,083.96 1,770,083.96 2,036,910.80 2,036,910.80

其中税金及附加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9 197,115.79 197,115.79 201,046.79 201,046.79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170,228.82 170,228.82 172,595.14 172,595.14

行政办公支出 26,886.97 26,886.97 28,451.65 28,451.65

其他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1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11 0.00 0.00

费用合计 1,967,199.75 0.00 1,967,199.75 2,237,957.59 0.00 2,237,957.5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12 786,435.97 -786,435.97 680,057.17 -680,057.17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列）

13 18,521.51 0.00 18,521.51 -74,998.92 0.00 -74,998.92

单位负责人：张国芳 制表：陈文静 复核: 常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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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1 年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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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263.67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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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5.00

现金流入小计 8 2,162,958.6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1,606,348.9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516,660.1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54,495.52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73,536.66

现金流出小计 13 2,251,041.3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88,082.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处置固定资和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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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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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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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88,082.64

单位负责人：张国芳 制表：陈文静 复核: 常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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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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单位）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7 年 03 月 15 日成

立，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有效日期：2017 年 03 月 15 日至 2022 年 03 月 14 日。原始基金数额

贰佰万元整，基金类型为非公募基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74896，法定代表人

张国芳，住所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8 号院 9号楼 7 层 809。业务主管单位：无。业

务范围：资助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孤、扶老等公益项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未设立分支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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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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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日（当月 1 日）市场汇价（中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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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人民币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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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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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的坏账确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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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核算方法

（1） 存货分类：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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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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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单位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

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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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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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政策：

http://wiki.mbalib.com/wiki/ç®¡ç��è´¹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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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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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分类计算，并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率确

定折旧率。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及年折旧率列表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运输设备 10 5.00 9.50
办公家具 5 5.00 19.00
电子设备 3 5.00 31.67

10、长期股权投资计价及核算办法：

（1） 长期股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制

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权

益法核算。

（2） 长期债权投资

本单位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券投资按直线法计

提利息及摊销债券折溢价。

（3）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单位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1、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办法：

本单位的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

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

本单位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无形资产从取得当月起在有效使用期限内按受益年限分期平均摊销，记入管理费用。

12、受托代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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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单位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3、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单位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负债

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 该义务是本单位承担的现时义务。

（2）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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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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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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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位在确认收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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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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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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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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无。

五、税项

无。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 目 币 种 年初数 期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701.12 4,243.54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113,989.83 2,022,364.77

合 计 2,114,690.95 2,026,608.31

2、存货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奶粉 5,073.99 60,169.00 53,452.54 11,790.45

辅助食品 2,344.57 7,630.11 5,748.52 4,226.16

湿纸巾 490.47 6.80 490.47 6.80

纸尿裤 284.03 4,776.00 1,879.03 3,181.00

其他 1,598.29 2,133.44 1,471.62 2,260.11

医用口罩 456.19 456.19

消毒湿巾 119.76 114.63 5.13

医用手套 89.70 89.70 0.00

消毒片 202.95 202.95

玩具 143.73 4,590.00 2,848.73 1,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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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合 计 24,013.79 80,173.95 66,095.24 24,013.79

3、待摊费用

项 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办公室租金 57,600.00 57,600.00

合 计 57,600.00 57,600.00

4、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1） 固定资产类别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期末账面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值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家具 5,200.00 5,200.00

电子设备 8,406.00 8,406.00

合 计 13,606.00 13,606.00

二、累计折旧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家具 3,411.53 965.40 4,376.93

电子设备 7,985.88 7,985.88

合 计 12,362.81 965.40 12,362.81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其中：房屋、建筑物 — —

机器设备 — —

运输工具 — —

办公家具 1,788.47 — — 823.07

电子设备 420.12 — — 420.12

合 计 1,243.19 — — 1,243.19

（2） 固定资产用途：本单位固定资产全部为自用，期末原值 13,606.00 元，已提折旧

12,362.81元。

5、应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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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410,400.00 410,400.00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其中：1．医疗保险费

2．基本养老保险费

3．补充医疗保险

4．失业保险费

5．工伤保险费

6．生育保险费

7、年金

四、住房公积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六、非货币性福利

七、其他

合 计 410,400.00 410,400.00

本单位 2021 年末职工人数 6 人，其中：理事长、秘书长共 2 人，其月人均工资 7,650.00

元；工作人员 4 人，其月人均工资 4,725.00元。

6、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适用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18.81 48.40

合 计 18.81 48.4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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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815.81 880,535.72 955,534.64 2,051,816.89

限定性净资产 0.00 680,057.17 680,057.17 0.00

合 计 2,126,815.81 1,560,592.89 1,635,591.81 2,051,816.89

（1）限定性净资产明细

项 目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抚育项目 669,857.17 669,857.17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疗项目 7,200.00 7,200.00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项目 3,000.00 3,000.00

合 计 680,057.17 680,0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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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业务活动表主要项目注释

1、收入

项 目
上年累计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1,193,086.23 786,435.97 1,979,522.20 1,477,206.50 680,057.17 2,157,263.67

其他收入 6,199.06 6,199.06 5,695.00 5,695.00

合 计 1,199,285.29 786,435.97 1,985,721.26 1,482,901.5 680,057.17 2,162,958.67

2、费用

（1） 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上年累计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款捐物支出 1,430,262.96 1,430,262.96 1,618,284.99 1,618,284.99

人员费用 291,360.00 291,360.00 344,065.00 344,065.00

日常费用 48,461.00 48,461.00 74,560.81 74,560.81

合 计 1,770,083.96 1,770,083.96 2,036,910.80 2,036,910.80

（2） 管理费用

项 目
上年累计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170,228.82 170,228.82 172,595.14 172,595.14

行政办公支出 26,886.97 26,886.97 28,451.65 28,451.65

合 计 197,115.79 197,115.79 201,046.79 201,046.79

七、业务活动情况

(一) 接受捐赠情况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2,110,902.32 46,361.35 2,157,263.67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110,902.32 46,361.35 2,157,263.6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456,012.00 22,411.31 1,478,423.31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54,890.32 23,950.04 678,8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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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2,126,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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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总支出 2,237,957.59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036,910.80

管理费用 201,046.79

其他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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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95.77%（83.24%）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8.98%

(三)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捐赠收入 2,157,263.67 元，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

捐赠单位或个人如下表：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564,295.82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抚育项目

合 计 564,295.82 ——

(四) 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单位 2021 年度共开展了 4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介绍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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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

抚育项目

1．项目简介

儿童抚育项目的服务对象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项目旨在

通过为特需儿童如患有脑瘫、神经性疾病以及肢体障碍的

困难儿童提供优质的抚育照顾和康复而带来生命的转变。

2019 年 1 月份正式开展和实施项目。

抚育项目儿童照料模式：

（1）显著的保育员与所照料儿童的低配比（1:3）

（2）向保育员妈妈提供专业的培训支持

（3）提供康复器材辅助特需儿童物理、职业、语言等康

复治疗

项目价值观：

我们的使命：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被遗弃的孤残儿童和困

境儿童，在爱中给他们带来希望、医治和家庭。

我们的愿景：生命因爱而改变。

2．项目成效

该项目共抚育 37 名特殊需要儿童。项目所聘用员工经培

训具备丰富的抚育特需儿童的经验，我们邀请专业老师从

特殊需求儿童的基本知识、照料特需儿童的挑战、位置指

导、喂养与营养以及喂养方式到康复设备的辅助和使用等

多方面提供培训指导。辅导员专门为每名儿童设计个人发

展活动以及帮助为特殊需求的儿童配备发展的工具如辅

助沟通系统工具。所抚育儿童在肢体功能、语言发展、社

交能力、自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669,857.17 1,903,039.75

2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

疗项目

1．项目简介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疗救助项目为患病的孤残儿童、困

境儿童提供医疗救治，使每一个救助对象在身体病患中得

到医治，给孩子健康、爱、和希望，为弃婴回归家庭奠定

基础，为贫困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项目面向儿童福利院里的重病患儿和贫困家庭，为其提供

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和救助渠道，致力于开展孤儿和困境儿

童的医疗救助公益事业。如对于儿童福利院或抚育项目当

中有需要进京接受手术治疗的重病患儿提供大病医疗救

助基金和救助渠道，依托北京地区丰富的医疗资源，帮助

其链接专业医院和医生，使每一个救助对象在身体病患中

得到医治，给孩子健康、关爱和希望，为弃婴回归家庭奠

定基础，为贫困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发起方/资助方：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受益方：各地福利院的患病孤残儿童

2．项目成效

2021 年度本年度完成门诊医疗支持 15 人次。

7,200.00 23,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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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

项目

1．项目简介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项目，致力于为部分儿童福利院和

困境儿童提供婴幼儿品牌配方奶粉。婴儿第一年的营养状

况将直接影响其健康成长，尤其患有先天性疾病或残疾的

孩子更需要良好的营养基础。此项目为刚起步的幼儿提供

优质、安全的营养支持，为护理人员提供喂养培训与物质

支援，也为部分特需和困境儿童提供相关扶持，比如

PKU(苯丙酮尿症)患儿、胃肠道敏感儿童的特殊奶粉。我

们为有奶粉需要的婴幼儿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生命健康

的基础。

2．项目成效

2021 年度，新拓展的奶粉项目增加 22 名受益孤儿。我们

采购优质奶粉 95 箱共计 570 桶。价值 41040 元。同时，

项目辅导员给予院内员工特殊儿童护理、喂养等相关培

训！院方期待项目邀请更多的特教老师、营养师、康复师

等长期持续地进院支持与指导。

2021年度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项目共计发放奶粉 132人

次，受益儿童 29 名。发放奶粉 502桶。

3,000.00 65,688.05

4
青草地蒲公英-儿童家

庭寄养项目

1．项目简介

青草地蒲公英-儿童家庭寄养项目，致力于为为孤残儿

童、困境儿童和失依儿童寻找替代性家庭照料，创造有利

于健康亲子依恋关系的家庭氛围，促进寄养儿童的成长潜

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实现，帮助更多的孤弃儿童回归家庭，

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和成人后顺利融入社会。我想有个家是

每一个孩子的梦想。给孩子一个家是他生命中新的开始

2．项目成效

2021 年度，我们通过寻找、筛选、培训爱心家庭、资助

寄养儿童生活费用等方式，协同福利院先后为 5 名孩子找

到当地社区的爱心寄养家庭，圆孩子有家、有家人的梦想，

让孩子享有家庭的温暖。

44,972.00

合 计 —— 680,057.17 2,036,910.80

(五)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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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青 草 地 希

望之家 -儿

童 抚 育 项

目

669,857.17 1,577,244.99 283,405.00 40,320.00 2,069.76 325,794.76 1,903,0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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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69,857.17 1,577,244.99 283,405.00 40,320.00 2,069.76 325,794.76 1,903,039.75

(六)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

抚育项目
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 918,589.15 45.10%

支付项目内保育员工资、

保险,康复器材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

抚育项目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 658,655.84 32.34%

支付项目内保育员工资、

保险

合 计 1,577,244.99 77.44%

(七) 委托理财情况

本单位本年度未购买理财产品。

(八) 投资收益

本单位没有对外投资项目，2021 年未取得投资收益。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一) 本单位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本单位关系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张国芳 原始资金投资人

甘露 原始资金投资人

刘津红 原始资金投资人

吕金壕 原始资金投资人

王左军 原始资金投资人

(二) 本单位与关联方交易

本单位不存在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

购买服务的关联交易。

九、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本单位 2021 年度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680,057.17 元。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无。

2、 理事会成员和员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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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领取报酬的

金额

职 务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位
是否领取

报酬

年领取金

额
备 注

理事长 张国芳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是 103,200.00

副理事长 甘露
北京市大兴区新天地语言培训学校、副理事

长
否 ——

秘书长 刘津红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是 80,400.00

理事 吕金壕 北京全通堂健康工作室、理事 否 ——

理事 王左军 北京奔弛汽车有限公司、理事 否 ——

理事 喻锴
北京贝克特太平洋机械电子有限公司、高级

财务经理
否 ——

监事 郭莹 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监事 否 ——

（2）本单位员工总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不含支付劳务费）

部 门 人数 工资总额（元/年） 人均工资（元/年） 备注

理事长 1 103,200.00 103,200.00

秘书长 1 80,400.00 80,400.00

办公室 4 226,800.00 56,700.00

合 计 6 410,400.00 ——

3、 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明的事

项

本单位 2021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2,036,910.80 元，上年基金余额 2,126,815.81 元，公益事业支

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95.77%；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72,595.14 元，行政办公支出 28,451.65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之和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8.98%。

4、 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单位的捐赠者大部分的捐赠资产都未限定捐赠用途，2021 年捐赠收入 2,157,263.67元，

其中限定性收入 680,057.17元，占捐赠收入合计的 31.52%。本单位的限定性收入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年初数
转出解除用途限定

性收入
转入限定性收入

期末尚未解除用途

的限定性收入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

抚育项目
669,857.17 669,857.17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

疗项目
7,200.00 7,200.00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

项目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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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80,057.17 680,057.17

5、 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 称 来源 时间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用途 备注

办公室沙发 自购 2017.07 套 1 5,200.00 5,200.00 自用

财务室电脑主机 自购 2017.10 台 1 4,299.00 4,299.00 自用

微鲸投影仪 自购 2017.11 台 1 2,039.00 2,039.00 自用

惠普多功能一体机 自购 2017.11 台 1 2,068.00 2,068.00 自用

合 计 —— —— —— —— —— 13,606.00 ——

6、 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计价基础和依据、用途等：

无。

7、 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无。

8、 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无。

9、 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无。

10、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单位于 2021年 12月 13 日接收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委托捐赠的物资一批（品牌：

李宁，物品主要种类为卫衣、童鞋和棉服等，共计 1255 件）。该批物资已验收，该物资属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所有，我们将按照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要求，用于寻找并帮扶当

地困境母亲和困境家庭，物资接收和捐赠明细建立台账管理，确保物资捐赠公开、透明，

可追溯，确保物资的捐赠用途。

11、向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费用：无。

12、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财务管理存在问题：无。

13、以各种形式设立“小金库” ：无。

14、违法违规收费行为：无。

15、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无。

16、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无。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财务负责人: 陈文静 会计人员: 陈文静

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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