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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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

表，2020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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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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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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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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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9,435.52 32,578,929.06 68,668,364.58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55,854.00  55,854.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36,033,581.52 32,578,929.06 68,612,5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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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7,474.40 18,680,000.00 
第四期健康呼吸雾化泵项目、 2020 慢阻肺

及哮喘疾病教育公益项目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971,322.24 6,900,000.00 
2020 爱由信生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援助项

目 

合计 19,838,796.64 25,58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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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益支出 61,349,006.48元。 

（四）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16,819,671.90 

本年度总支出  63,326,087.06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61,349,006.48 

管理费用  1,975,984.27 

其他支出  1,0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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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75%（本年） 

347.46%（前三年末净资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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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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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8,446.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64,0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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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贫困的复发性或难治性外周 T细胞淋巴瘤患

者进行免费的药品援助，让患者有机会进行有效的药物治疗，降低了医疗支付压力。我会发起此项目

旨在降低医疗支付压力，让经济贫困的复发性或难治性外周 T细胞淋巴瘤患者能够持续进行疾病治疗，

延长生命，解决部分家庭经济负担。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捐助。项目为经项目医师评

估符合适应症的患者捐赠爱谱沙援助药品。项目自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累计向 84人次患者，

捐赠 168盒药品，直接捐赠价值 16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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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861,6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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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基层医院缺少相关设备的现象，基金会拟向医院特别是基层医院捐赠医用雾化泵，

规范诊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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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发起捐赠项目，

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定向捐赠，本期捐赠物资共涉及到 1万台雾化泵及 200台便携式肺功

能检测仪，同时为患者提供免费使用的服务，以缓解基层医院医疗资源不足的现状。2020年累计向 830

家医疗机构捐赠雾化泵 6188台，肺功能仪 99台，设备累计 11116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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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616.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418,1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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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贫困的常规肿瘤一线和二线化疗患者行进药品援助，让患者

有机会进行有效的药物治疗；通过本项目，获得医疗援助，降低了医疗支付压力。上海复旦张江生物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定向捐助。项目为经项目医师评估符合适应症的患者捐赠里葆多援助药品。项目自

2020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累计向 659人次患者，捐赠 659盒药品，直接捐赠价值 32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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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458.4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48,3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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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贫困的神经内分泌瘤和肢端肥大症患者行进药品援助，

让患者有机会进行有效的药物治疗，降低了医疗支付压力。我会发起此项目旨在降低医疗支付压力，

让经济贫困的神经内分泌瘤和肢端肥大症患者能够持续进行疾病治疗，延长生命，解决部分家庭经济

负担。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助。项目为经项目医师评估符合适应症的患者捐赠索

马杜林援助药品。自 2020年 3月开展至 2020年 12月，累计向 336人次患者，捐赠 672盒药品，直接捐

赠价值 136万余元。 

5、 项目名称 ：标准 PCR检测助力关爱慢粒患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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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00.2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7,1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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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项目的开展，促进 CML 的疗效检测水平，为广大临床医师和慢粒患者提供可靠地分

子定量检测结果，更好的判断患者治疗效果，制定治疗方案，使患者早日康复、回归社会，降低患者

家庭及社会负担。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此项目，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赠。自 2020年 9月

开展至 2020年 12月，共派发 532份实验标本完成 14家医院的双次检测。 



6、 项目名称 ：核磁检测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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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1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9,3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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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项目的开展，让临床医生和患者通过核磁共振成像（MRI）检测尽早的了解体内是否

存在铁过载症状，从而尽早的进行相关治疗，有效减轻损害程度，减轻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患者的治

疗费用，缓解疾病带给患者家庭的极大的经济负担。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此项目，北京诺华制药

有限公司定向捐赠。自 2020年 6月开展至 2020年 12月，共为 99名患者发放核磁检测关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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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21,6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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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累计向患者捐赠 220盒药品，向 44家医疗机构捐赠 1189盒。  

8、 项目名称 ：“艾”肺速检患者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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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2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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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县域医院的肿瘤患者（肺癌）健康观念较落后，不能定期体检和早筛查早诊疗，导

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我会发起此项目，对患者进行的低剂量螺旋 CT肺癌早筛检测发放关爱金。由厦

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捐赠，为满足早筛检测的 3000位左右的患者提供检测关爱金，

提高县域肺癌患者早筛早诊率，降低治疗费用，缓解患者及家庭的经济压力。2020年 7月至 2020年 12

月，共完为 100名患者的发放关爱金。 

9、 项目名称 ：为“她”而来患者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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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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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县域医院的肿瘤患者（乳腺癌）健康观念较落后，不能定期体检和早筛查早诊疗，

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我会发起此项目，对患者进行的乳腺彩超乳腺癌早筛检测发放关爱金。由厦

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捐赠，为满足早筛检测的 1200位左右的患者提供检测关爱金，

提高县域乳腺癌患者早筛早诊率，降低治疗费用，缓解患者及家庭的经济压力。 

10、 项目名称 ：肝癌肝移植患者的随访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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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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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肝癌患者肝移植后存在的许多不确定病情因素，让医生能够更加详细、准确的了解

患者术后的病症情况，更加科学的、有效的的为患者选择复查用药方案，以达到疾病的长期管理，提

高肝移植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我会于 2020年 10月发起该项目，由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赠。通过

项目医院的电话及面谈随访及指导复查用药，举办患者联谊会及患者教育会等方式为肝癌肝移植患者

进行术后随访及康复指导。 

11、 项目名称 ：为爱题鸣-移植儿童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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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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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因家庭经济条件贫困而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肝移植的儿童患者，为就医困难的低保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儿童展开社会援助，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为移植儿童带来希望。我会于 2020年 10月发

起该项目，由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赠，对 10名左右肝移植患儿及家庭进行关爱金补助发放。 

12、 项目名称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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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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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一般需要十几至二十几万，对一般收入家庭来说负担沉重，为降

低患者的医疗负担，2018 年，北京市脐血库与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援

助项目”，计划将向社会捐献 100份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为符合项目要求的患者提供 100份免费的脐带血

造血干细胞。为降低患者的医疗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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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仅限于 14周岁以下（包含 14周岁）的贫困患者提供免费的脐带血造血干细

胞。2020年累计捐赠 2份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受益人为 2人，捐赠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累计 30000元。  

13、 项目名称 ：紫丝带家庭营养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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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64.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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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肠内营养泵成本较高，给与短期使用肠内营养泵的患者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 因此在

家庭营养中使用率很低，造成患者不能足量进行肠内营养的补给，营养不良状况不能及时改善，严重

的影响了患者的康复， 同时也会导致更多的不耐受情况，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经济压力。2020 年 11 月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紫丝带家庭营养关爱项目”，将通过募集有质量保障的肠内营养泵，共享给

符合项目援助条件的需开展家庭肠内营养的患者，同时提供家庭营养教育、咨询和指导，提高患者的



肠内营养耐受性，改善营养状况，更快的康复和回归社会。由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定向捐

赠，为需要家庭肠内营养治疗，并无肠内营养禁忌症的患者捐赠，  

14、 项目名称 ：爱由信生患者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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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1,322.24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91,7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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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近二千万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银屑病、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儿童斑块状

银屑病、成年非感染性葡萄膜炎患者。该类疾病不仅造成患者身体机能、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下降，

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临床上有效的治疗药物阿达木单抗的疗效得到了指南和

临床医生的普遍认可，但治疗仍然超出了很多中国普通患者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内能够接受该类药物

有效规范治疗的患者较少。基于以上原因，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爱由信生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援助项目”，希望更多的经济困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能够接受规范和有效的药物治疗，让这些患者

们获得新的希望和机会。项目由信达生物制药捐赠援助药品及资金。2020年累计向 1261人次捐赠药品

价值 2900300元。  

15、 项目名称 ：寻光计划恶黑患者关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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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88.3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0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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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对黑色素瘤的知晓度较低，缺乏规范的诊断和检测。我基金会发起此项目，为 1500

例患者免费提供基因检测，以提高公众对恶性黑色素瘤 BRAFV600基因检测的认识。希望能够培养临床

医生对该类患者进行基因检测的习惯，让医生更加详细、准确地掌握患者的病症情况，从而更加科学、

有效地为患者选择治疗方案，进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同时也减少不存在 BRAFV600基因突变现象患

者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项目由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助。2020年向 43位

恶黑患者捐赠检测服务累计 17200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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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8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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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医生更加科学、有效地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选择治疗方案，进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效

果，同时降低 NSCLC 患者的经济负担，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我会发起此项目，为符合项目条件的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免费提供 EGFR基因检测。项目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捐赠。2020年向 636

人次捐赠检测服务累计 636000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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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70.7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99,9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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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脑卒中治疗时间窗窄，及时评估病情，并迅速进行抗血小板和神经保护治疗，对

卒中患者预后的恢复至关重要。而根据宣武医院神经重症科的宋主任反馈，目前急性缺血脑卒中患者

没有在急性期得到相应的二级药物预防。因此我基金会与北京市脑卒中诊疗质量控制联合发起益促新

生患者援助项目，由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捐赠。为确诊为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合并高

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免费提供瑞舒伐他汀钙片（可定® ）和阿司匹林肠溶片（拜阿司匹林® ），旨在帮助确

诊为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增加药品的可及性，降低患者用药负担，更好的

预防和管理疾病。2020年向 4971人次捐赠药品累计 372924.42元。 

18、 项目名称 ：微笑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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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94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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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儿童需要长期住院，成长过程中的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除了要长期忍受病痛外，他

们在病房中孤独的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大病儿童不爱笑，不爱与人沟通也少有群体活动，对治疗乃

至医护人员都有很强的排斥和恐惧心理。娱乐和休闲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儿

童在情绪、认知、语言、社会和身体动作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6年基金会开展“微

笑之珠”项目，每月定期组织志愿者到医院，为治疗中的大病儿童提供游戏、陪伴、实现心愿等关爱

服务，通过游戏和陪伴，让孩子们适应医院生活、提高治疗期间的生活质量。由北京佳宸弘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定向捐赠，为在医院治疗的大病儿童提供关爱服务，2020年在 4家医院，累计开展 22场活动，

受益人达 891人次。 

19、 项目名称 ：县愈新生-患者全程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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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1,8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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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县域医院的服务质量、促进全民健康，造福患者，实现“大病不出县”，北京仁泽

公益基金会发起“县愈新生患者全程管理项目”，项目办招募多名疾病管理员深入部分县级项目医院，

协助各项目医院医疗人员进行患者资料整理、患者数据库的维护、患者随访工作；同时基于医院的需

求，疾病管理员还将协助医生组织患者教育课堂工作，通过患教会议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改善规

范化治疗的理念，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本项目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定向捐赠。2020 年项

目累计召开患教会 137场，包括：线下患教会 74场，线上患教会 63场，患教会受益人次为 2844人次。 

20、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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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5,713.7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369,8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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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掌握中国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下称“CML”）以及其他血液疾病（比如：血小板减

少症、骨髓纤维化、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的最新进展，了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

行病学数据及目前诊断与治疗现状，促使 CML 及其他血液疾病治疗的进一步规范化，提高中国血液疾



病的整体诊疗水平，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血液疾病管理与患者教育项目”并全权负责该项目的

整体策划、整体运营和具体实施、执行，计划在 50余个大中城市选取超过 100家医院作为疾病管理试

点，选取约 2 万名患者，通过开展患者教育会议及疾病管理项目，运用循证医学和增强个人能力的患

者管理策略，持续性地改善个体或全体健康为基准来评估临床、人文和经济方面的效果。2020 年共合

作医院 75家，开上线上会议 670场，线下会议 58场，累计受益人次 39402人。  

21、 项目名称 ：GIST云患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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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3.3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9,8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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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间质瘤以往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病，对常规放疗和化疗均不敏感，早期手术切除是主

要治疗手段，但是具有术后易复发的特点。近期创新的治疗方案出现，使胃肠间质瘤病人生存期明显

延长，生存质量明显提高。GIST患者因为疾病认知、经济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再加上考虑到 GIST患

者诊断率较低，患者群较为分散，已诊断的部分患者不能坚持治疗，或未采取正确的治疗方式等因素，

患者治疗依从性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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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计划通过我会线上患者教育平台，开

展“GIST云患教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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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患者获益。 

2020年共计开展线上会议 24场，推送疾病知识 30篇，覆盖受益人次覆盖 26个省市，共计 7330人次。 

22、 项目名称 ：GIST、NET、A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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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821.33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89,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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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胃肠间质瘤（GIST）、神经内分泌瘤（NET）、肢端肥大（ACR）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不足

导致疾病得不到规范化的治疗的问题，我会发起此项目旨在通过提高整体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水平，加

强患者的随访，更好地服务患者，通过开展线上线下患教会议，运用循证医学和增强个人能力的策略

来预防疾病的恶化。 



基金会项目办将派遣多名疾病管理员深入部分大型项目医院，协助各项目医院医疗人员进行患者资料

整理、患者数据库的维护、患者随访工作；同时基于医院的需求，项目疾病管理员还将负责患者教育

课堂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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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共合作

医院 75家，开上线上会议 80场，线下会议 27场，累计受益人次 15635人。  

23、 项目名称 ：血液非常 1+1患者教育分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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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90.08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2,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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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更多的病患、更全面的了解 CML 以及其它血液疾病（如：骨髓纤维化、骨髓异常

增生综合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等）的疾病管理内容，我基金会发起“非常 1+1，血液疾病

管理医患分享项目。项目计划邀请疾病诊疗的医师、护士、药师，疾病管理经验丰富的患者，了解疾

病医保政策的人员，分享关于血液领域的诊疗，护理，预防，疾病经济学等全方位疾病管理内容。希

望通过该项目的开展，能够促进患者规范的用药，科学的护理，以及更有效的预防和应对不良反应，

进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减少患者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减少社会资源的

浪费。自 2020年 6月开展至 2020年 12月，开展患教会议 78场，受益患者达 6889人次  

24、 项目名称 ：NET之路择善同行疾病管理与健康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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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3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2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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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神经内分泌肿瘤（ NET）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方便散居的 NET 患者通

过线上患者教育平台获取疾病相关知识，提高患者与多学科临床医生沟通效率、增强专业化的教育效

果，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 NET 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更多患者受益。我会发

起该项目，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赠，自 2020年 6月至 12月 31日，累计直播数量 12场，参与

人数 467人；文章累计推送 5篇。 

25、 项目名称 ：“肢爱同行”疾病管理和健康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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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865.6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40,7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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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肢端肥大症（ACR）疾病患者在术后的能够更好的定期生化指标检查与治疗，方便散

居的 ACR 患者通过线上患者教育平台获取疾病相关知识，提高患者与多学科临床医生沟通效率、增强

专业化的教育效果，推动患者规范化治疗，提高肢大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使更多患

者受益，我会发起该项目，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定向捐赠，自 2020年 5月至 12月 31日，累计直播

数量 10场，参与人数 448人；文章累计推送 5篇。 

26、 项目名称 ：肠道健康中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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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137.5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5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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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管理肠道疾病，增进国内医生的学术交流，加强基层医院对肠道疾病的管理和

治疗，造福更多的患者，我会发起该项目，由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定向捐赠，利用患者疾

病教育，学术推广，患者管理体系建立，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和 5G技术，加强患者的随访与管理，达到

更好的治疗效果。自 2020年 7月至 12月 31日，项目累计推送文章 80条，其中原创文章 29条；累积

直播数量 2场；累计人数共为 30247人。 

27、 项目名称 ：中国糖尿病诊疗名医下基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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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64.1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53,0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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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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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针对基层开展“中国糖尿病治疗名医下基层”项目。项目在 2020 年共执行了

690场学术会议，覆盖全国 203个城市 539家基层医院，累计邀请了 1000多位内分泌领域专家下沉到全

国各地的基层医院进行诊疗交流与病例讨论，共覆盖了 13000多位基层医生进行诊疗学习与病例交流。 

28、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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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7,1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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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社区医生疾病管理能力培训项目”，项

目将面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及全科医生，形式以针对社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精神类疾病，皮

肤病，脊柱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社区常见的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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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开展医生教育患者教育会议共计 52场，受益患者 441人

次，受益医生 176人次  

29、 项目名称 ：“关爱”早产儿疾病科研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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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6,4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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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推动早产儿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与管理，增强临床医生对早产儿疾病的科研水平，

为国内孕产妇患者提供高水平的预防和诊疗方案，降低早产儿疾病的发生率，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于

2018年 7月发起“关爱”早产儿疾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在 2019年共收到提交科研课题 35个，经专家

评审通过后入围 24个课题，其中 4个课题因医院伦理审查等相关原因主动放弃申请，最终资助科研课

题 20个。在 2020年已收到 11个课题医生的结题报告，开展 1场总结会，医生受益 66人，科研课题资

助医生 11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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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104.5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23,7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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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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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病患者群人数众多，医护人员在繁重的工作间隙，无法通过自我学习来了解和掌握国际肾病学科新

进展的临床和科研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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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通过项

目培训，加强国内基层肾内科中青年医生再教育培训，提高临床国际化诊疗水平、科研水平，以期帮

助中国广大肾病患者得到更完善、规范、更新的治疗，并最终改善肾病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减轻

患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31、 项目名称 ：中国重症患者优化营养管理实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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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4,25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746,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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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危重病医学的发展，目前我国重症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 38-78%，营养风险伴随疾

病整个治疗过程，ICU营养管理是重症患者疾病康复的关键，对预防患者并发症发生，降低住院天数，

提升救治成功率，降低患者救治的医疗花费都有巨大作用。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中国重症患者

优化营养管理实践项目”，提高医护人员对重症患者临床营养支持的认知和管理意识，促进优化和规范

ICU临床营养管理临床实践。提升对临床营养干预和全程营养管理对于患者获益重要性的重视度，有效

提高患者术后恢复能力，降低疾病的感染发生率和死亡率，惠及广大患者。2020年已收到提交病例 2500

例，覆盖医生 964人次。  

32、 项目名称 ：营养管理星空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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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091.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6,4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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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强化慢性病早筛查早诊治，推动癌症、脑卒中、IBD等患者院外

营养自我管理，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营养管理星空计划项目”，计划拟依托现有相关疾病领域学

术带头人，建设一批区域医学中心和临床重点专科群，推进全国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带动医疗服务区

域发展和整体水平提升，加强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建

设，开展临床医生肠内营养规范治疗培训及相关患者的院内院外营养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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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贫困患者的经济压力。2020年已开展培训会议 7场，受益医生 243人次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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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43.71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3,2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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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推动“十三五”期间继续教育工作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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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技术提供中受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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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倡议发起“骨创伤专项能力培训项目”，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积极响

应该项目的发起，并为该项目进行定向资金募集和开展项目，邀请国内知名专家讲师参与培训讲解，

覆盖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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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技术欠发达地区或医院的医生专项能力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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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开展培训会 9场，医生受益 453人次。 

34、 项目名称 ：血液线上患者答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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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545.1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32,4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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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患者在特殊的疫情下，做好血液疾病管理，缓解焦虑情绪，减少去医院就医交叉感

染的几率，减轻社会负担，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于 2020年 3月计划联合血液领域专家、良医汇平台与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各方合作伙伴的力量，开展“疫情当下，守护患者”血液病专家答

疑项目，通过互联网为患者提供行之有效的咨询和指导，帮助患者解答疑问，识别风险程度，缓解焦

虑，提供专业的、符合现状的咨询、居家康复的建议。2020年共开展线上患教会 17场，受益患者 52177

人次。 

35、 项目名称 ：罕见病线上患者答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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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387.95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5,6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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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病（如： 胃肠间质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肢端肥大症等）特点为就诊的科室较为分散；

发病率低，并分布在医疗资源差别较大的不同地域。为了使不同科室不同地域的罕见病患者做好疾病

管理，缓解焦虑情绪，降低参与疾病教育的经济成本和舟车劳顿，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负担，北京仁

泽公益基金会 2020年 5月联合罕见病领域的相关专家、良医汇平台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

等各方力量，开展 “罕见病线上患者答疑项目”，通过互联网为患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疾病教育知识，

帮助患者解答疑问，识别风险程度，缓解焦虑，提供专业的、符合现状的咨询、居家康复的建议。2020

年共开展线上患教会 10场，受益患者 19107人次。 

36、 项目名称 ：依依宝贝-孕期健康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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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4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1,3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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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助医院和医生持续对孕产妇进行管理和开展疾病教育，也为帮助更多孕产妇以灵活、

简便、可控的方式获取专业围产期健康知识，搭建医患间进一步沟通的桥梁，使孕产妇尤其是高危孕

产妇得到良好的管理，2020 年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将发起依依宝贝-孕期健康教育项目，通过在线疾病

知识、线上课堂和直播课程等方式为孕产妇及其家庭进行孕产期健康知识宣传、加强围产期保健充分

发挥医护人员的专业特长，做到科学管理、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为社会及家庭守护新生命。2020

年共开展线上患教会 28场，受益患者 4556人次。  



37、 项目名称 ：肠内营养规范化提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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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10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07,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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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肠内营养规范操作提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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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共开展培训讨论会 77场，医生受益

2112人次。 

38、 项目名称 ：肺之声-慢阻肺及哮喘疾病教育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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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4,335.6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098,4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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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及哮喘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慢阻肺调查数据显示：40 岁以上人群慢阻肺的患病

率高达 13.7%。慢阻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研究数据显示患者依从性良好长期规范治疗慢

阻肺和哮喘的急性加重发生率减少 40%，在三年研究期间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60%。因此北京仁泽公益基

金会发起“慢阻肺及哮喘疾病教育公益项目”，希望携手呼吸领域医护人员，建立与患者沟通的线下线

上疾病教育平台，帮助呼吸慢病患者早诊早治，提升其对疾病的认知，提升呼吸慢病控制率，降低死

亡风险，预防急性加重或发作，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患者家庭的疾病治疗的医疗支出，同时降低社会

总体呼吸慢病治疗费用。2020年共开展线上/线下患教会 15608场，收益患者 78040人次。  



39、 项目名称 ：慢性肾脏病患者风险因素评估与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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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7,999.46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73,3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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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规范合理的慢性肾病患者风险评估及管理模式对延缓慢性肾脏病患者

疾病进展、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命周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以上情况，并紧密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实施“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的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减少国家医疗支出，

构筑全民健康防线的工作目标。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慢性肾脏病患者风险因素评估与管理项目”，

提高医护人员对慢性肾病患者风险评估和管理的认知和意识，促进优化和规范慢性肾病患者风险评估

和管理的实践。提升对慢性肾病患者风险评估和管理的对于患者获益重要性的重视度，有效提高慢性

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疾病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惠及广大患者。2020年共开展会议 49场，受益医

生 626人次。  

40、 项目名称 ：慢性肾脏病筛查与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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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524.12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3,13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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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的高发病率，低知晓率和低就诊率强调了疾病早期筛查和关口前移的重要性，

为了广大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健康，降低 ESRD的发生率，积极响应健康中国 2030，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

发起“慢性肾脏病筛查与教育项目”，希望由此提升基层医生在慢性肾脏病领域的医疗水平，发现更多

的尚未开展治疗的肾脏疾病患者，以期帮助中国广大肾病患者得到更完善、规范、更新的治疗，提升

其对疾病的认知，提升慢性肾脏病控制率，降低死亡风险，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患者家庭的疾病治疗

的医疗支出，同时降低社会总体慢性肾脏病治疗费用。2020年共开展会议 2场，收益医生 129人次。 

41、 项目名称 ：全国移植学科学术交流研讨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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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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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是 21世纪医学对人类最重大的贡献之一，随着外科手术学、移植免疫学等学科的

发展和抗排斥药物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在肾、肝、心脏、肺、胰腺、小肠和多器官联合移植方面均

可于国内开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移植大国。虽然器官移植目前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

竭患者的重要医疗手段，但是器官移植手术的技术难度非常高，移植术后的预防排斥也非常重要的地

位。只有让更多的中青年临床医生掌握器官移植手术的技能，做好移植术后的预防排斥的方案，将使

更多的无法治愈的致命性疾病的患者得到救治，延续生命，为患者及家庭带来福祉。基于以上原因，

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全国移植学科中青年医师培训项目”，召开器官移植中青年医师培训会，邀

请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们围绕器官移植的手术技能，移植术后的维持方案等话题，进行培训指导和交

流，帮助中青年医师提高技能，惠及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2020年共开展会议 2场，收益医生 64人次。 

42、 项目名称 ：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干预能力提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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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7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1,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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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我国慢性呼吸道疾病防治面

临严峻考验。据相关研究显示：到 2020年慢性呼吸道疾病将成为世界第三大死亡病因。2020年爆发的

新冠疫情，也暴露出基层医疗机构的呼吸疾病防控能力亟需提高和改善。为了落实党中央及国务院精

神，深化基层改革，提升基层疾病诊疗管理能力，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基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

筛查干预能力提升项目”，依托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的学术平台、网络和实施资源，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基层呼吸疾病诊疗培训等工作，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在呼吸方面的筛查和诊疗管理能力，使得

呼吸疾病的患者就近诊疗，节省患者和家庭治疗和交通费用，减轻社会负担。2020年共开展会议 4场，

收益医生 299人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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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资助 7 名在校硕博研究生，累计捐

赠 10万元。  

44、 项目名称 ：疫情之下--防护用品公益捐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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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25.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92,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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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肆虐，一次没有硝烟的战

争轰然打响，面对如此重大疫情，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职能，践行使命，在爱心

企业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和上海普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的无偿捐赠下，发起了“疫情之下

—防护用品公益捐赠项目”，2020年 2月-2020年 3月为在防疫一线的医疗机构提供抗击疫情所需物资，

为抗击疫情贡献出一份力量。2020年累计向 12家医疗机构捐赠防护物资，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8000

个、KF94口罩等物资 11100个 

45、 项目名称 ：致敬逆行者-医护关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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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540.57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131,4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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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关心一线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让医护人员在抗疫一线感受到来

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爱，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致敬逆行者-医护关爱计划”。中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多家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共同为本项目定向捐赠。自 2020年 3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累

计向 312名医护捐助人道救助金，项目救助金发放公示详见基金会官网 



46、 项目名称 ：医院诊疗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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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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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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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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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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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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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呼吸”雾化

泵医院捐赠项目 
18,680,000.00 7,033,700.00   2,827,950.70 9,861,650.70 

2020 慢阻肺及哮

喘疾病教育公益

项目 

11,764,335.60    11,098,429.88 11,098,429.88 

2020 爱由信生自

身免疫性疾病患

者援助项目 

7,871,322.24    3,091,787.15 3,091,787.15 

慢性肾脏病患者

风险因素评估与

管理项目 

2,957,999.46  93,000.00  1,780,322.85 1,873,322.85 

2020 年索马杜林

慈善援助项目 
2,899,458.40 713,504.00   1,034,806.96 1,748,310.96 

合  计 44,173,115.70 7,747,204.00 93,000.00  19,833,297.54 27,673,5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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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慢阻肺及哮喘疾

病教育公益项目 

北京麦迪卫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1,098,429.88 18.09 

用于 2020 慢阻肺及

哮喘疾病公益项目

使用 

中国重症患者优化营

养管理实践项目  

北京亦铭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197,146.40 0.32 

用于中国重症患者

优化营养管理实践

项目 

“健康呼吸”雾化泵医

院捐赠项目 

上海东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54,166.32 0.25 

支付物流辅助服务

费 

血液病专家答疑项目 
苏州良医汇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125,670.00 0.20 

血液病专家答疑项

目服务费 

罕见病线上患者答疑

项目 

苏州良医汇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99,766.14 0.17 

罕见病线上患者答

疑项目支付服务费 

合计  11,675,178.74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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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16.44 59,6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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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16.44 66,101.63 

合  计 59,616.44 66,1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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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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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迪希亚（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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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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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成立   5,000,000.00  

合  计    5,000,000.00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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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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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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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1年 3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