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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京润审字【2018】第 100175 号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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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了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的2017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18年02月09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

告文号为京润审字【2018】第100174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管

理层编制了其2017年度工作报告。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在2017年度工

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在“三（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当年

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以及捐赠

用途；  

2.在“三（三）公益支出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

度总收入的比例（或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3.在“三（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

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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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三（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

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

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  

5.在“三（八）委托理财”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所有委托理

财活动的详细情况；  

6.在“三（九）投资收益”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所有产生投资收益

的来源及金额；  

7.在“三（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

的所有重要关联方、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

信息是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

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

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2017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

针对上述专项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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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询问、检

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

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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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

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

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附件：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

和管理费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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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8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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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2,607,129.61 176,773.40 2,783,903.01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607,129.61 176,773.40 2,783,903.01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466,129.61 2,753.40 2,468,883.01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41,000.00 174,020.00 31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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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李勇彬 142,544.63  日常公益事项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174,020.00 雀巢奶粉 

张国芳 600,000.00  原始注册资金 

甘露 400,000.00  原始注册资金 

刘津红 400,000.00  原始注册资金 

吕金壕 300,000.00  原始注册资金 

王左军 300,000.00  原始注册资金 

合  计 2,142,544.63 174,02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0）项，募捐取得收入 0.00 0.00 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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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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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益支出情况 

本年无公益支出情况。 

（四）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0.00 

本年度总支出 699,863.26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618,109.40 

管理费用 65,174.44 

其他支出 16,57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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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9.31% 

本年其他支出16,579.42元为本单位2017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16,579.42元。 

（五）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2）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27,384.38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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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 
项目介绍：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成立。基金会以

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助医救孤等慈善事业。资助扶贫、

济困、助医、助学、救孤、扶老等公益项目。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孤残儿童是社会上最弱小的弱势群体，党和政府

历来关心和重视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号召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满足孤儿生活、教育、康复、医

疗和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营造有利于孤儿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基金会成立后，我们为了扎实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切实救助患病的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

尽自己的力量并积极参与到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体系中来，作为社会福利事业的有效补充力

量，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因此我们设立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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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名称 ：青草地奶粉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90,725.02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人群（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生态环境\法律与公民权力\政策倡

导\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境外、√全国、各省） 
项目介绍：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正式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成立。基金会以

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助医救孤等慈善事业。资助扶贫、

济困、助医、助学、救孤、扶老等公益项目。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孤残儿童是社会上最弱小的弱势群体，党和政府

历来关心和重视孤残儿童福利事业，号召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满足孤儿生活、教育、康复、医

疗和就业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营造有利于孤儿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基金会成立后，我们为了扎实落实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切实救助患病的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

尽自己的力量并积极参与到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体系中来，作为社会福利事业的有效补充力

量，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党和政府的关爱。因此我们设立青草地奶粉项目。为福利院的孤残儿童

提供优质营养奶粉。让每一个被救助的孤儿得到优质、有效、安全的的营养供应，使其健康成

长。 

2、本年度开展的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本年度开展了（2）项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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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127,506.00 元， 
项目地点：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项目类别（多选）：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2017 年 6 月 1 日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启动，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儿

童福利院的李美妮和钱小岳资助了医疗手术，2017 年度资助费用是 65,772.06 元，

治疗还在进行中，后续还会有。为内蒙古呼市儿童福利院的杨恩芝、杨泽午、杨

泽凯和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的陈晨共 4 名儿童资助了医疗手术，手术费用

61,733.94 元，截至 2017 年底陈晨预付医院 14 万的治疗费用，孩子手术还没有完

成，2018 年还在继续。 
2 项目名称：青草地奶粉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105,304.00 元， 
项目地点：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项目类别（多选）：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2017 年 6 月 1 日青草地奶粉项目启动，主要援助内蒙古乌兰察布

市儿童福利院、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和安阳社会福利院。项目为以上三家福利院的

儿童提供优质营养奶粉，让每一个被救助的孤儿得到优质、有效、安全的的营养

供应，使其健康成长。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有 66 名儿童受益，发放 256
人次奶粉，我们会有人员定期到福利院监测受益儿童的成长发育情况，统计受益

儿童成长数据，真真切切的看到每个孩子的变化。其中 2017 年我们为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儿童福利院分四次共捐赠 105,304.00 元的奶粉。 
 

3、下年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活动情况 
项目名称：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项目周期：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项目地点：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项目类别（多选）：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为患病的孤残儿童、困境儿童继续提供医疗救治，2017 年资助新疆乌鲁木齐

市儿童福利院李美妮的眼睛二期手术还没有完成，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陈晨的治疗还在继

续，2018 年度将努力为更多孤残儿童进行医疗援助。 
项目名称：青草地奶粉项目          项目周期：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项目支出：人民币 200,000.00 元， 
项目地点：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                                                                  
项目类别（多选）：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2018 年度我们将继续资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和内蒙古地区的其它

儿童福利院，为福利院的孤残儿童继续提供优质营养奶粉。寻求机会让更多的孤残儿童受益，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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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外活动情况 

无涉外活动。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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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青草地儿

童医疗项目 
 252,132.38 53,536.00 16,743.00 0.00 4,973.00 327,384.38 

2．青草地奶

粉项目 
 233,938.00 38,136.00 14,400.00 0.00 4,251.02 290,725.02 

合 计  486,070.38 91,672.00 31,143.00 0.00 9,224.02 618,109.40 

（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61,097.93 9.88% 阳鸣红住院手术费 

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0,936.69 5.01% 钱小岳住院手术费 

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 50,510.64 8.17% 杨泽午住院手术费 

青草地儿童医疗项目 北京同仁医院 20,000.00 3.24% 李美妮眼角膜费用 

青草地奶粉项目 乌兰察布市儿童福利院 105,304.00 17.04% 捐赠奶粉 

青草地奶粉项目 安阳市社会福利院 31,824.00 5.15% 捐赠奶粉 

青草地奶粉项目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 19,584.00 3.17% 捐赠奶粉 

合  计  319,257.26 51.66%  

（八）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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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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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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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2．债券投资收益 无 无 

3、股权投资收益 无 无 

合  计   

（十）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李勇彬 主要捐赠人 

安徽燕庄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捐赠人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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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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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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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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1-2 年 0.00  0.00 0.00  0.00 

2-3 年 0.00  0.00 0.00  0.00 

3 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0.00 

（2）应收款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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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1 无       

合 计     —— ——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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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140,000.00  140,000.00 

1-2 年 0.00  0.00 0.00  0.00 

2-3 年 0.00  0.00 0.00  0.00 

3 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140,000.00  140,000.00 

（2）预付账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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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 
  140,000.00  2017-11-30 陈晨手术费押金 

合 计   140,000.00  —— —— 

 （十三）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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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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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0.00 0.00 0.00 0.00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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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是一些爱心人士发起的非

公募慈善基金会。本基金会的宗旨：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不以营

利为目的，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助医救孤等慈善事业。本基金会的业

务范围：资助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孤、扶老等公益项目。现

将基金会 2017 年度各项情况总结汇报如下： 
  

一、基金会二零一七年度财务简报：  

收入方面：本年度基金会捐赠收入合计：278.39 万元 

支出方面：本年度基金会共计支出：69.99 万元， 

 其中用于慈善支出: 61.81 万元 
 

二、基金会 2017 年纪事：  

* 2017 年 03 月 15 日 北京青草地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 

* 2017 年 03 月 21 日 基金会召开一届一次理事会，理事会同意任命各

位理事成员及监事，明确所要开展的慈善项目，并组建管理

团队。 

* 2017 年 06 月 01 日 基金会奶粉项目一期正式启动，向合作福利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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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奶粉。 

* 2017 年 06 月 05 日 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迎来第一个孩子。 

* 2017 年 11 月 21 日 基金会召开一届二次理事会，理事会通过各项管

理制度，秘书长总结各部门工作情况，通报 2018 年工作计划。 
 

三、基金会 2017 年工作成绩与不足： 

成绩： 

1.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会奶粉项目一期累计采购奶粉 22.8

万元，共计 66 名福利院孤残儿童受益，发放 256 人次奶粉。 

2.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基金会儿童医疗项目累计服务、救助 14

名孤残儿童，联系、安排手术 8 台次。 

3. 基金会积极响应援疆援蒙号召，儿童医疗项目联系救治新疆、内蒙

孤残儿童 6 名。 

不足： 

1. 新晋成立基金会，对慈善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尚未融会贯通，需要更

多的学习。 

2. 由于成立时间短，人员不足，目前尚未开始党建工作。接下来基金

会将积极招募有志于慈善服务的党员同志，共同把党建工作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