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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京润审字(2021)A1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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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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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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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126,834.62元，其中：货币

资金 2,114,690.95元，应收款项 0.00元，预付账款 0.00元，存货 9,935.08元，固定资产原值 13,606.00

元，累计折旧 11,397.41元，固定资产净值 2,208.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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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18.81 元。

3、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 2,126,815.81元，其中：限定

性净资产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2,126,815.81元。

五、业务活动成果

1、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0年度收入 1,985,721.26 元，其中：捐赠收入 1,979,522.20 元，

其他收入 6,199.06 元。

2、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0 年度支出 1,967,199.75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1,770,083.96

元，管理费用 197,115.79 元。

3、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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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0.00 元；工作人员 4 人，其月人均工资 4,162.50元。

4、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20 年度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61,1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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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 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城区陶然亭路 2 号 1 号楼 1-413号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 年 03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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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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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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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777.88 2,114,6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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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

存货 5 9,9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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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777.88 2,124,626.03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18.81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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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0.77 11,397.41

固定资产净值 15 5,535.23 2,2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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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5,535.23 2,208.5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2,108,294.30 2,126,815.81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净资产合计 41 2,108,294.30 2,126,815.81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2,108,313.11 2,126,834.6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2,108,313.11 2,126,8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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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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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588.28 315,687.28 1,667,275.56 1,193,086.23 786,435.97 1,979,5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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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33 6,432.33 6,199.06 6,199.06

收入合计 1,358,020.61 315,687.28 1,673,707.89 1,199,285.29 786,435.97 1,985,721.26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1,479,663.95 1,479,663.95 1,770,083.96 1,770,083.96

其中税金及附加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9 202,018.86 202,018.86 197,115.79 197,115.79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172,301.28 172,301.28 170,228.82 170,228.82

行政办公支出 29,717.58 29,717.58 26,886.97 26,886.97

其他 0.00

（三）筹资费用 10 0.00

（四）其他费用 11 0.00

费用合计 1,681,682.81 1,681,682.81 1,967,199.75 0.00 1,967,199.7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12 386,863.59 -386,863.59 786,435.97 -786,435.97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列）

13 63,201.39 -71,176.31 -7,974.92 18,521.51 0.00 18,5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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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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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5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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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9.06

现金流入小计 8 1,985,721.2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1,436,462.0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461,580.8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48,461.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27,304.35

现金流出小计 13 1,973,808.1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11,9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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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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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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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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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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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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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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2 701.12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102,317.06 2,113,989.83

合 计 2,102,777.88 2,114,690.95

2、存货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消毒用品 34,298.00 34,298.00

衣物 3,334.80 3,334.80

纸尿裤 5,312.24 5,028.21 284.03

其他 4,841.21 2,752.45 2,088.76

奶粉及辅助食品 38,819.35 31,400.79 7,418.56

玩具 143.73 143.73

合 计 86,749.33 76,814.25 9,9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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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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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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57 999.96 3,411.53

电子设备 5,659.20 2,326.68 7,985.88

合 计 8,070.77 3,326.64 11,39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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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8.43 — — 1,788.47

电子设备 2,746.80 — — 420.12

合 计 5,535.23 — — 2,2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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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7.41 元。

5、应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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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0.00 36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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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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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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0.00 36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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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00.00 364,200.00

本单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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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0.00

元；工作人员 4 人，其月人均工资 4,16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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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

合 计 18.81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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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294.30 1,985,721.26 1,967,199.75 2,126,815.81

限定性净资产 0.00 786,435.97 786,435.97 0.00

合 计 2,108,294.30 2,060,571.48 2,068,546.40 2,126,8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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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35.97 734,035.97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疗项目 47,200.00 47,200.00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项目 5,200.00 5,200.00

合 计 786,435.97 786,4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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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588.28 315,687.28 1,667,275.56 1,193,086.23 786,435.97 1,979,522.20

其他收入 6,432.33 6,432.33 6,199.06 6,199.06

合 计 1,358,020.61 315,687.28 1,673,707.89 1,199,285.29 786,435.97 1,985,7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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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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15.05 1,132,015.05 1,430,262.96 1,430,262.96

人员费用 276,560.00 276,560.00 291,360.00 291,360.00

日常费用 71,088.90 71,088.90 48,461.00 48,461.00

合 计 1,479,663.95 1,479,663.95 1,770,083.96 1,770,0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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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01.28 172,301.28 170,228.82 170,228.82

行政办公支出 29,717.58 29,717.58 26,886.97 26,886.97

合 计 202,018.86 202,018.86 197,115.79 197,1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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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268.37 61,253.83 1,979,522.2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918,268.37 61,253.83 1,979,522.2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179,425.25 53,653.83 1,233,079.08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738,843.12 7,600.00 746,4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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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294.30

本年度总支出 1,967,199.7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770,083.96

管理费用 197,1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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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6%（84.47%）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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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单位 2020 年度捐赠收入 1,979,5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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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21.63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抚育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40,000.00 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疗项目

合 计 625,021.63 ——

(四) 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单位 2020 年度共开展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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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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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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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35.97 1,551,3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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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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疗救助项目，

总计为 4 名来自不同福利院的儿童提供了手术资助、术后

复查资助、医疗检查治疗资助。

年度总收入：￥47,200.00

年度总支出：￥87,357.15。

47,200.00 87,3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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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 年度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项目共计发放奶粉 78

人次。

(2) 2020 年度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采购捐赠共

计 50 箱奶粉，总价值 19008 元整。

5,200.00 41,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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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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成效

经过近一个月的培训、融合，首名儿童 2020 年 10 月底进

入寄养家庭。

3．2020 年年度项目开支情况

青草地蒲公英-儿童家庭项目共支出 2,000 元寄养费用。

2,000.00

5 扶贫攻坚公益活动

本基金会积极响应支持“2020-2021 贵州山区学生成长计

划”活动。2020 年度支持参与活动内容如下：

一、本基金会采购中小学阶段图书支出：456.88元，捐赠

给贵州思南万里高

级中学和小学“万里图书馆”“万里图书馆小学分馆”作

为补充藏书；捐赠图书送至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三联合

党委办公室。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三联合党委办公室收

到的捐赠图书由办公室出具捐赠清单和捐赠票据。

二、资助一名高中贫困学生一年，每名学生的资助金额为

7,000 元/学年；捐赠款项直接汇至扶贫济困领域基金会第

三联合党委指定账户并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本基金会 2020年度就“2020-2021 贵州山区学生成长计划”

活动共计捐款物 7456.88 元。努力传承中华民族扶贫济困

的优良传统，让书香浸润山区校园，汇聚慈善公益力量为

“脱贫攻坚”添砖加瓦，不忘初心、践行使命。

7,456.88

6
新冠疫情防控公益活

动

2020 年年初新冠疫情突发，为响应党和国家的抗疫防控

号召，基金会积极筹集紧缺的抗疫防控物资如口罩、消毒

用品等，捐赠给部分儿童福利院。同时，因疫情原因，儿

童福利院院内员工主动要求参加封闭管理保证院内孩子

们各项生活保障。助力抗疫。本基金会定向捐款用于新冠

疫情抗疫防控儿童福利院封闭员工的补助，以资激励抗疫

奉献精神，为取得抗疫最终胜利再接再厉。

疫情之下，处处温情，携手共进，共克时艰。

80,791.00

合 计 —— 786,435.97 1,770,0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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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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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草 地 希

望之家 -儿

童 抚 育 项

目

734,035.97 1,254,102.93 254,940.00 40,320.00 1,905.00 118.00 1,551,385.93 1,551,385.93

合 计 734,035.97 1,254,102.93 254,940.00 40,320.00 1,905.00 118.00 1,551,385.93 1,551,3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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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400.61 40.87%

支付项目内保育员工资、

保险

青草地希望之家-儿童

抚育项目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 525,503.32 29.69%

支付项目内保育员工资、

保险

合 计 1,248,903.93 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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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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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86,435.97 元。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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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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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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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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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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4,400.00 104,400.00

秘书长 1 60,000.00 60,000.00

办公室 4 199,800.00 49,950.00

合 计 6 364,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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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770,083.96 元，上年基金余额 2,108,294.30 元，公益事业支

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83.96%；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70,228.82 元，行政办公支出 26,8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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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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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捐赠收入 1,979,522.20元，

其中限定性收入 786,435.97元，占捐赠收入合计的 3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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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035.97 734,0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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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向日葵-儿童医

疗项目
47,200.00 47,200.00

青草地雨露-儿童奶粉

项目
5,200.00 5,200.00

合 计 786,435.97 786,4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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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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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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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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