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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润专审字（2022）023 号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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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润审字（2022）040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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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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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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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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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无捐赠收入。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18,614,103.17 

前三年末平均净资产 17,083,644.98 

本年度总支出 4,224,695.91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951,800.00 

管理费用 272,895.91 

其他支出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21.2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23.1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6.46%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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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菁莪计划项目  2,900,000.00 13,800.00    2,913,800.00 

合  计   2,900,000.00 13,800.00    2,913,800.00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明细表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无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 

（五）委托理财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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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委托期限 

报酬确定方

式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

额 

建设银行 王楠楠 是 5,000,000.00 2020.6.8 浮动 119,722.49 3,331,885.00 

建设银行 王楠楠 是 2,000,000.00 
2019.11.21-2

021.1.28 
浮动 11,015.75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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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很行 佟丹 是 13,000,000.00 
2020.11.27-2

021.6.8 
浮动 241,969.00  13,000,000.00 

天津很行 佟丹 是 13,000,000.00 
2021.6.18-20

21.12.14 
浮动 224,406.00  13,000,000.00 

天津很行 佟丹 是 13,000,000.00 2021.12.20 浮动   

合  计  46,000,000.00   597,113.24 29,631,885.00 

（六）投资收益  

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 2021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 591,201.22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况列示

如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1．理财产品收益 591,201.22 501,888.35 

合  计 591,201.22 501,888.35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

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

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

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如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

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表

民间非营利组织或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XuYong 发起人 

（3）关联方交易 

贵基金会本年无关联方交易。 

（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贵基金会本年无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5）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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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基金会本年无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6）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贵基金会本年无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7）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贵基金会本年无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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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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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21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中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