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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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专项信息》的审核报告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

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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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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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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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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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1、接受捐赠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4,691,617.27 31,791,734.00 46,483,351.27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3,050.00  43,05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14,648,567.27 31,791,734.00 46,440,301.27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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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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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单位/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  2,576,884.50 22,094,640.00 

“健康呼吸”雾化泵医院捐赠项目； 

肺关爱进社区项目； 

益促新生患者援助项目； 

肾性贫血新进展公益科普项目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570,239.00 4,020,000.00 里葆多患者援助项目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3,096,704.00 933,600.00 “心起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援助项目 

雀巢健康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2,894,250.00  中国重症患者优化营养管理实践项目 

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1,349,496.01 1,000,512.00 

依保患者援助项目； 

第 34 届欧洲泌尿外科协会大会（EAU） 

海外交流项目-AUA 

合计 10,487,573.51 28,048,752.00 —— 

（二）公开募捐情况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 0 项，无募捐收入情况。 

（三）公益支出情况 

本年度无公益支出情况。 

（四）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15,010,987.24 

本年度总支出  58,586,048.3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56,318,339.60 

管理费用  1,759,936.48 

其他支出  507,772.25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末净资产平均

数额的比例）  

747.41%（本年） 

405.49%（前三年末净资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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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爱谱沙® 慈善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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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66,017.68         元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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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发起于 2015 年，延续开展至今，为使经济贫困及因病返贫的外周 T 细胞淋巴瘤患者

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有效的靶向药物治疗，减轻医疗负担。项目由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捐助。2019 年累计向低保患者共发放爱谱沙® 药品 200 盒，受益 100 人次，直接捐赠药物 206 万元。

该项目开展以来，在广大临床肿瘤专家的支持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使很多低保外周 T 细胞淋

巴瘤患者获得了捐赠，重新获得了生命希望。 

2、 项目名称 ：“健康呼吸”雾化泵医院捐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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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3,882.8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674,8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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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患者吸入治疗理念，降低患者疾病复发率，推动中国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控水平的

提升发起此项目，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捐助。项目面向全国的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捐赠

医用雾化泵以及便携式肺功能仪。2019 年累计向 1945 家医院，捐赠 12500 台雾化泵，200 台便携式肺

功能仪，直接捐赠物资 2100 万元。协助建立众多雾化治疗室，得到众多医院医师的认可。 

3、 项目名称 ：里葆多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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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0,239.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810,5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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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自 2018 年发起，为使更多广泛皮肤黏膜内脏疾病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有效的药

物治疗，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捐助。经项目医生确诊，为符合适应症的患者家庭

提供及时的援助药品。2019 年累计向 728 人次患者共发放药品 728 支。 

4、 项目名称 ：索马杜林® 慈善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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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3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46,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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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已经连续开展五年，2019 年 9 月通过北京市民政局的年度抽查审计。项目立项时

的目的是为使更多肢端肥大症和类癌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多有效的药物治疗，项目执行得到了捐

赠方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认可。2019 年累计向低保、低收入患者家庭共

发放索马杜林® 药品 807 支，受益 138 人次，直接捐赠药品 163 万元。  

5、 项目名称 ：依保® 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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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853.4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48,3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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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为降低有习惯性流产病史、宫颈机能不全等早产儿患者家庭缓解医疗费用负担，提

高可靠疗效，增强产妇和胎儿的安全性而建立此项目。凌医药咨询公司（上海）有限公司为项目定向

捐助。2019 年为符合项目入组条件的患者免费提供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 1638 支，受益 975 人次，直

接捐赠药品 165 万元。 



6、 项目名称 ：固力康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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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5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0,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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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发起，为提高药物可及性，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使更多骨质疏松疾病患者能够有机会

接受有效的药物治疗，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为该项目定向捐助。2019 年项目为符合标准的患

者提供及时的援助药品共 8023 盒，受益 4012 人次。  

7、 项目名称 ：择善同行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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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278.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27,6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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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肿瘤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对患者情感、体能、社会关系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我

会发起此项目旨在降低治疗后症状，提高舒适度，降低患者治疗恐惧，保障治疗连贯性，解决部分家

庭经济负担。苏爱康医药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定向捐助。项目为经项目医师评估符合适应症的

患者捐赠格拉司琼透皮贴剂。自 2019 年 3 月开展至 2019 年底，累计向 692 人次患者，捐赠 911 盒药

品，直接捐赠价值 61 万元。  

8、 项目名称 ：心起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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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304.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60,2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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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更多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能够有机会接受更为有效的药物治疗，由我会发起，赛诺

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捐助。2019 年累计为符合医学标准但缺乏药物可及性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

者提供及时的援助药品 45 万元，受益 22084 人次。该项目开展以来，在广大临床专家的支持下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9、 项目名称 ：肺关爱进社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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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506.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7,3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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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患者吸入治疗理念，降低患者疾病复发率，推动中国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控水平的

提升发起此项目，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捐助。项目面向社区医院捐赠医用雾化泵以及便

携式肺功能仪。2019 年累计向 75 家医院，捐赠 80 台便携式肺功能仪及配件，直接捐赠物资 41 万元。 

10、 项目名称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慈善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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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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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更多需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家庭有机会接受到捐赠，降低医疗负担，由我会发起，

由北京佳宸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捐助。经项目医生确诊，为需用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并于北

京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查询配型成功的贫困患者家庭提供及时的造血干细胞。项目自 2018 年至今

累计捐赠 26 份造血干细胞，受益 26 个家庭，直接捐赠物资 39 万元，2019 年向 10 个家庭捐赠了 10

份造血干细胞。 

11、 项目名称 ：益肺易检公益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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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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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肺癌患者提供基因检测，让医生更科学有效的为患者选择治疗方案，提高临床治疗效

果，降低患者经济负担。项目自 2019 年 12 月开展，将向符合条件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 NSCLC 患者

提供免费基因检测资格。 

12、 项目名称 ：2019 年 GIST、NET、ACR/MPN 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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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7,347.8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484,0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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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我会发起并执行的关于“胃肠间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肢端肥大”疾病管理与

患者教育项目，旨在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患者教育会议、随访加强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患者对疾病

的认知，改善规范化治疗的理念，从而提高患者生活生存质量。2019 年，我会联手全国 110 家项目医

院，开展患者教育会议 183 场，受益患者 7166 人次。 

13、 项目名称 ：2019 血液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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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1,273.4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331,4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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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由我会发起并执行的关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以及其他血液疾病（比如：骨髓纤维

化、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血小板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等”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

目，旨在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患者教育会议、随访加强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改

善规范化治疗的理念，从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2019 年，此项目联手全国 156 家项目医院，开展患者

教育会议 274 场，受益患者 13258 人次。 



14、 项目名称 ：GIST 疾病管理云端患者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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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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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方便患者获取疾病相关知识，提高患者与临床医生沟通效率、增强专业化的教

育效果，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中国 GIST 疾病的整体诊疗水平，2019 年计划通过我会线上患者

教育平台，开展“GIST”疾病管理云患者教育项目。“GIST”云患教项目计划结合我会原有“GIST 疾

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GIST 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的综合性平台。平台主

要板块为：视频直播、往期直播、专家风采、疾病知识、GIST 百科、疾病管理。 

15、 项目名称 ：骨创伤专项能力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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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86.7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72,6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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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在我国，骨创伤诊疗水平不均衡，少数医院处于诊疗水平领先地位满足创伤骨科 

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需求，探索继续教育新模式，把先进医院先进的疾病治疗经验向其他

医院进行普及，推动其他医院的诊疗水平发展，并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基层，为基层患者提供更好

的医疗服务，从而让更多地区的患者能够从中受益，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骨创伤专项能力培训

项目”。项目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地区，以理论讲解、病例分析、讨论互动、手术观摩等形式，

综合提高医生专项能力水平，推动各地医疗机构在骨创伤领域的诊疗水平发展，为各地患者提供更

高的诊疗服务。2019 年共合作 25 家医院开展培训 26 场，医受益生 1535 人次。 

16、 项目名称 ：2019 肠内营养规范操作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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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226.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89,7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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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住院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导致的胃肠功能应激损伤，食欲下降，常规营养供能不足，

会引发住院长，恢复状态差，更严重会导致并发症。为了配合和推动国家关于医学教育培训新方式的

探索，满足专业医务人员在肠内营养规范操作方面的继续教育需求，通过早期足量的肠内营养的喂

养来降低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营养风险，减少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医疗支

出，缓解贫困患者的经济压力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肠内营养规范操作培训项目”。项目成立了

临床患者营养治疗规范化实施专家组，开展临床患者肠内营养治疗论坛学术讨论会，下基层巡讲规

范肠内营养护理，营养风险评估，营养监测，并发症的处理等。2019 年共合作 104 家医院，开展培训

讨论会 104 场，医生受益 2081 人次。  

17、 项目名称 ：中国糖尿病治疗名医下基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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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0,040.59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793,19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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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目的是在政府不断建立完善的基层医疗体系中尽微薄之力，利用支持款项，为

广大基层医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提供来自权威医院、专家的正确、先进的学术理念，协助广

大基层医生提升诊疗水平，为基层就医患者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减轻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项目覆

盖 27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 226 个地级市与县。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糖尿病防治水平，为基层

医生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医学教育，为基层就医的糖尿病患者提供就近接受专业规范的疾病

防治的机会，减少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2019 年共合作 537 家医院开展培训讨论会 687 场，医生受益

超 20000 人次。  

18、 项目名称 ：2019 年社区医生疾病管理能力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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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396.2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0,7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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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慢性病患者数量的增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医院管理、医务人员诊疗水平和患者



疾病管理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凸显的问题，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此项目，为了让慢性病患者，尤其

是行动不变的老年患者可以放心的就近诊疗，节省治疗时间和交通支出，减轻家庭负担为切实帮助

提升社区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临床实践技能，综合提升社区医院的服务水平，改善广大慢性病患者的

疾病管理能力。项目覆盖 27 个城市，近 10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为医务人员，以针对社区常见

的慢性病病开展相关的经验交流座谈会，交流参访，疾病培训会，病例分享会，以及患教会，以提升

相应疾病的社区管理水平，切实的帮助行动不变的慢病患者，就近诊疗减轻负担。2019 年共合作 78

家医院开展培训讨论会 196 场，受益医生 318 人次，受益患者 691 人次。 

19、 项目名称 ：基层肾内科中青年医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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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295.0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13,7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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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相对庞大的肾病患者群，基层医疗机构的肾科专业医护人员、医疗资源、技术及

再教育资源则相当匮乏，仅通过各大医护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间隙，自主学习、参加肾科各学会教育、

参加肾脏病专科医生培训基地等，远远满足不了医护人员的再培训、再教育，并了解国际肾病学科新

进展的临床和科研需求。为解决次问题，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基层肾内科中青年医师培训项目。

项目预计覆盖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 200 各地级市与县，在开展肾病相关的临床经验分享、病例

讨论及查房指导等相关会议，预计覆盖基层医生 2000 名。2019 年共合作 73 家医院开展培训讨论会

73 场，医生受益 2624 人次。 

20、 项目名称 ：“关爱”早产儿科研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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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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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发起“关爱”早产儿疾病科研基金项目，以推动我国早产儿危重症救治及相关科研水

平的发展，鼓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增强对早产儿危重症诊断治疗的理念和意识，拓展临床医生研究思

考能力，营造激励创新的环境，增强医学持续创新能力，促进各省市不同地区早产儿危重症的规范化

治疗与管理，降低早产儿死亡率及并发症，我会发起“关爱”早产儿疾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在 2018

年已完成 24 名医务工作者的课题选择与支持，2019 年已经完成 20 名医务工作者的后续科研与支持。 



21、 项目名称 ：2019 年微笑之珠-脐心行动•微笑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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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5,8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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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之珠项目由我会于 2016 年发起，参考国际大病儿童关爱理念，联合国内医学专家、

营养学专家、心理学专家以及儿童教育专家共同设计开发的一项针对大病儿童支持关爱及健康教育

的系列创新公益项目。项目通过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为患病儿童带去快乐，勇气和希望，为他们的

治疗生活带来一抹亮色，抚慰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勇敢的面对治疗重获健康。在 2019 年，我会携

手 199 人次志愿者，为北京的 4 家医院举办了 39 场病房活动（包括手工、比赛、演出、故事会、心

愿礼物等多种形式），受益儿童 766 人次。 

22、 项目名称 ：村医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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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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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会于 2015 年发起，针对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减轻乡

村医生的家庭负担，更好的扎根农村，使乡村医生群体得到的社会的关注、认可与支持，开展“村医

捐助”项目，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村医提供不超过（含）5 万元人民币的子女大病援基金。2019 年资助

1 名乡村医生，捐赠金额为 50,008.30 元。 

23、 项目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仁泽公益优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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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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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的资助高校优秀的公益人才，以提升公益慈善的专业度。评选条件为研究方向为

慈善公益，学业成绩优秀，品行端正优秀的在校硕博研究生。2019 年资助 7 名在校硕博研究生，累

计捐赠 10 万元。 

24、 项目名称 ：益促新生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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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840.6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6,2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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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发起，为了帮助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更好地预防和管理疾病，由阿斯利康公司向

基金会无偿提供瑞舒伐他汀钙片（可定® ）。 

 2019 年，项目为符合标准的患者及医院提供及时的援助药品。  

25、 项目名称 ：第 34 届欧洲泌尿外科协会大会医学交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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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021.2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23,6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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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国际与国内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仁泽

公益基金会组织开展“海外医学交流资助项目”。应医生申请，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进行筹款，以资

助医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医疗系统观摩等。2019 年共有 8 名医生申请参加“第 34 届欧洲泌尿

外科协会（EUA）大会”，为了促进中国与国际泌尿外科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我国泌尿外科学术水平，

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实际资助 6 人。 

26、 项目名称 ：第 114 届美国泌尿外科协会年会医学交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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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133.2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83,7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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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医疗水平的提升，拓展国际与国内医学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仁泽

公益基金会组织开展“海外医学交流资助项目”。应医生申请，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进行筹款，以资

助医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医疗系统观摩等。2019 年共有 8 名医生申请参加“第 34 届欧洲泌尿

外科协会（EUA）大会”，为了促进中国与国际泌尿外科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我国泌尿外科学术水平，

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实际资助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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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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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涉外活动情况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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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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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交

通、材料、制

作、会议等费

用 

总计 

第三期“健康呼

吸”雾化泵医院

捐赠项目 

19,548,923.80 18,600,000.00 3,450.00  279,603.72 18,883,053.72 

里葆多患者援助

项目 
4,590,239.00 3,655,000.00   155,595.41 3,810,595.41 

“心起点”急性

冠脉综合征患者

援助项目 

3,543,104.00 463,559.52   1,696,668.82 2,160,228.34 

第二期“健康呼

吸”雾化泵医院

捐赠项目 

3,194,959.00 2,681,640.00 13,630.00  96,526.38 2,791,796.38 

中国重症患者优

化营养管理实践

项目 

2,894,250.00     0.00 

合  计 33,771,475.80 25,400,199.52 17,080.00  2,228,394.33 27,645,6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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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援助

项目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苏州

分公司 
517,205.90 0.92 

用于支付心起点项

目仓储物流费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援助

项目 

北京麦迪卫康品牌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441,810.00 0.78 

用于项 目制 作费

（三种手册印刷制

作、14 万个分装袋、

800 个分装箱、14000

个援助标签等）首

笔款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援助

项目 

北京创研医学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196,000.00 0.35 

用于支付心起点项

目委托服务款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援助

项目 

霍尔果斯医纵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123,639.59 0.22 

用于项目设计制作

费（三种手册设计

与改版、三个视频

设计制作、250 个易

拉宝设计与制作、

及快递费） 

“心起点”急性冠

脉综合征患者援助

项目 

北京麦迪卫康品牌管理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143,006.00 0.25 

用于项目设计制作

费（三种手册设计

与印刷制作、14 万

个分装袋、800 个分

装箱、14000 个援助

标签等）尾款 

合计  2,998,053.2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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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王宏 是 2,000,000.00 6 个月 固定 66,101.63 66,101.63 

（九）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委托理财收益 66,101.63 151,030.14 

合  计 66,101.63 151,030.14 

（十）关联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雀巢健康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辉凌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天盛雨泽医药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发起人 

北京仁泽健康服务中心 投资成立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无。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6、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

系 

向关联方资助金额（元） 向关联方采购金额（元）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京仁泽健康服务中心 投资成立 994,174.81  1,953,398.40  

合  计  994,174.81  1,953,398.40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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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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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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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 2020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