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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的审核报告 

鼎立会【2016】10-509 号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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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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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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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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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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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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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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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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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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三）公益支出情况 

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3,586,197.20 

本年度总支出 7,711,829.21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7,485,815.2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78,183.89 

行政办公支出 43,411.77 

其他支出 4,418.3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 208.74%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2.87% 

2、《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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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    7,914,343.19  爱谱沙项目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300,000.00    1,057,500.00  天佑项目 

合计 450,000.00 8,971,843.19  

3、《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执行、

监督和

评估费

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屋、

购买和维

护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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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谱沙慈善

援助项目  
8,064,343.19  6,046,682.02 0.00 12,200.00 0.00 0.00 1,258.00  13,458.00  6,060,140.02  

神经内分泌

肿瘤网站  
 300,000.00  0.00 0.00 0.00 0.00 270,000.00 0.00 270,000.00  270,000.00  

天 佑 行 动

—— 中 国 肺

癌患者援助

项目  

1,357,500.00  0.00 0.00 0.00 28,300.00 2,980.00 83,858.90 115,138.90  115,138.90  

合   计  9,721,843.19 6,046,682.02 0.00 12,200.00 28,300.00 272,980.00 85,116.90 398,596.90 6,445,278.92 

4、《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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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爱谱沙慈善援助项目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康宁店  
515,928.50  6.89% 捐药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新药特药

商店  
454,017.08  6.07% 捐药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78,601.39  3.72% 捐药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京卫药房  
969,945.58  12.96% 捐药 

 兰州恩和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216,689.97  2.89% 捐药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新希特大

药房  
371,468.52  4.96% 捐药 

 福州市鼓楼区宏利药店  412,742.80  5.51% 捐药 

 太原泰康新特大药房有限公司  185,734.26  2.48% 捐药 

 南京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454,017.08  6.07% 捐药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生

药号  
237,327.11  3.17% 捐药 

 济南润生新药特药大药房有限公

司  
423,061.37  5.65% 捐药 

 国药控股深圳延风有限公司新希

特大药房  
123,822.84  1.65% 捐药 

 南通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61,911.42  0.83% 捐药 

 乌鲁木齐市同济堂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103,185.70  1.38% 捐药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185,734.26  2.48% 捐药 

 大连健安新药特药有限公司  61,911.42  0.83% 捐药 

 重庆康德乐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23,822.84  1.65% 捐药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新特药店  92,867.13  1.24% 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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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无锡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92,867.13  1.24% 捐药 

 四川德馨大药房有限公司  257,964.25  3.45% 捐药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  402,424.23  5.38% 捐药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大药房  20,637.14  0.28% 捐药 

天佑行动  北京青心天艺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  0.94% 医学服务顾问 

神经内分泌肿瘤网项目  北京和你在一起科技有限公司  270,000.00  3.61% 技术开发 

合    计  6,386,682.02 85.32%   

5、《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八）委托理财 

无。 

6、《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九）投资收益 

无。 

7、《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三（十）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天盛雨泽医药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发起人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2）、关联方交易：无。 

（3）、关联方未结算款项：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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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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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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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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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5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东审鼎立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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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03 月 0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