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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通审字〔2022〕4号

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单位）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以及 2021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

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

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

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中 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地址（Add）：北京西城区西长安街丙 17号

北京图书大厦 2513A 房间
电话（Tel）： 010-66036229 66036883
传真（Fax）：010-66036229
邮编（Post）：100031 邮箱：ztcpax@126.com

ZHONG TO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dd: Room 2513A Beijing Books Building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2

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

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

清算贵单位、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

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

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

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

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

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错报是重大的。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

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

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

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

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

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

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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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

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

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

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

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

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

单位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

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

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中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年12月31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302,280.74         824,831.85 　短期借款 61                       -                          -   

　短期投资 2                        -                          -   　应付款项 62        163,669.48                        -   

　应收款项 3           10,000.00           10,000.00 　应付工资 63            4,100.76             5,920.40 

　预付账款 4                        -                          -   　应交税金 65                       -                          -   

　存货 8      1,783,189.89      1,287,346.00     预收账款 66                       -                          -   

　待摊费用 9                        -                          -       预提费用 71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                          -       预计负债 72                       -                          -   

　其他流动资产 18                        -                          -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                          -   

流动资产合计 20      2,095,470.63      2,122,177.85 　其他流动负债　 78                       -                          -   

流动负债合计 80        167,770.24             5,920.4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                          -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                          -   　长期借款 81                       -                          -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长期应付款 84                       -                          -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                          -   

　固定资产原价 31         124,113.40         124,113.40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50,601.41           61,597.85 

　固定资产净值　 33           73,511.99           62,515.55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                          -   　受托代理负债 91                       -                          -   

　文物文化资产 35                        -                          -   　　　　负债合计 100        167,770.24             5,920.40 

　固定资产清理 38                        -                          -   

固定资产合计 40           73,511.99           62,515.55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514,161.36      1,536,791.33 

　无形资产 41                        -                          -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87,051.02         641,981.67 

净资产合计 110     2,001,212.38      2,178,773.00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                          -   

资产合计 60      2,168,982.62      2,184,693.4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168,982.62      2,184,693.40 

    单位负责人：王立清                                                   复核： 尹晶                                               制表： 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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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185,000.00      167,122.60       352,122.60        162,871.00      207,073.25        369,944.25 

            会费收入 2                     -                       -                        -                         -                       -                         -   

      提供服务收入 3                     -                       -                        -                         -                       -                         -   

　    　商品销售收入 4                     -                       -                        -                         -                       -                         -   

  　  　政府补助收入 5                     -                       -                        -                         -                       -                         -   

            投资收益 6          2,567.98                     -              2,567.98            1,298.04                     -               1,298.04 

            其他收入 9             295.06                     -                 295.06               530.73                     -                  530.73 

收入合计 11      187,863.04      167,122.60       354,985.64        164,699.77      207,073.25        371,773.0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322,918.58                     -         322,918.58        171,796.70                     -          171,796.70 

（二）管理费用 21        42,173.89                     -            42,173.89          22,415.70                     -             22,415.70 

（三）筹资费用 24                     -                       -                        -                         -                       -                         -   

（四）其他费用 28                     -                       -                        -                         -                       -                         -   

费用合计 35      365,092.47                     -         365,092.47        194,212.40                     -          194,212.4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40      213,531.00     -213,531.00                      -            52,142.60       -52,142.60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36,301.57       -46,408.40        -10,106.83          22,629.97      154,930.65        177,560.62 

    单位负责人：王立清                                                   复核： 尹晶                                               制表： 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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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年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10,000.00                        207,073.25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2                                      -                                        -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                                        -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                                        -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95.06                        437,548.80 

现金流入小计 13                        210,295.06                        644,622.05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20,887.39                          89,945.9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43,483.40                          33,422.99 

现金流出小计 23                        164,370.79                        123,368.9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45,924.27                        521,253.0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90,000.00                        13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2,567.98                            1,298.04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   

现金流入小计 34                        192,567.98                        131,298.0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90,000.00                        13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                                        -   

现金流出小计 43                        190,000.00                        13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567.98                            1,298.0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                                        -   

现金流入小计 50                                      -                                        -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                                        -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                                        -   

现金流出小计 58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48,492.25                        522,551.11 

    单位负责人：王立清                          复核： 尹晶                                制表： 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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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并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取得

慈 善 组 织 ， 原 始 基 金 为 贰 佰 万 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53110000597673952W，有效期为 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为王立清，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东晓景村 99 号——中

国书画创作基地 9 号。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业务范围：支教助学、扶老助残、救灾救济、公益援助、组织志愿服

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

可能导致对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

照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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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实际成本计量。

4.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时的汇率折合

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

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5.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

一年（含一年）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

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6. 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1）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方法采用备抵法，期末，本基金会分析应收款项

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认坏账损失并

计入当期费用。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应

收款项。本基金会本年未计提坏账准备。

（2）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

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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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

了出售、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

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本基金会发出存货按个别计价法

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

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

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并冲减当期费

用。

8.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

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

年限扣除残值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器设备 10年 0% 10%

办公家具 3年 0% 33.33%

电子设备 10年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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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

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

资产核算，不计提折旧。

9.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

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

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10.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

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

入时，应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收入。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

收入实现：

①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

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

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②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

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

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③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收入

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对

非交换交易形成的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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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②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

时确认收入；

③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

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④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

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

上述证明，接受捐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

收入。

⑤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11. 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

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

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

用或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1,813.03 1,813.03

银行存款 人民币 300,467.71 823,018.82

合计 302,280.74 824,831.85

2. 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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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类别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10,000.00 0.00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0 0.00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00

2.1. 其他应收款

2.1.1. 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 年以内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 年 10,000.00 0.00 10,000.00 0.00 0.00 0.00

3 年以上 0.00 0.00 0.00 10,000.00 0.00 10,000.00

合计 10,000.00 0.00 10,000.00 10,000.00 0.00 10,000.00

2.1.2. 其他应收款主要债务人

债务人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欠款

时间

欠款

原因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北京江山中医可视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2018-6-

30
设备

押金

合计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 —

3. 存货

3.1. 存货分类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材料 6,703.29 0.00 6,703.29 0.00

库存商品 1,776,486.60 0.00 489,140.60 1,287,346.00

其中：接受捐赠物资 1,776,486.60 0.00 489,140.60 1,287,346.00

低值易耗品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783,189.89 0.00 495,843.89 1,287,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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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4.1. 固定资产类别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固定资产原价 — — — —

其中：机器设备 99,000.00 0.00 0.00 99,000.00

办公家具 14,150.00 0.00 0.00 14,150.00

电子设备 10,963.40 0.00 0.00 10,963.40

合计 124,113.40 0.00 0.00 124,113.40

二、累计折旧 — — — —

其中：机器设备 28,875.00 14,025.00 0.00 42,900.00

办公家具 14,150.00 0.00 0.00 14,150.00

电子设备 7,576.41 -3,028.56 0.00 4,547.85

合计 50,601.41 10,996.44 0.00 61,597.85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

值
— — — —

其中：机器设备 70,125.00 -14,025.00 0.00 56,100.00

办公家具 0.00 0.00 0.00 0.00

电子设备 3,386.99 3,028.56 0.00 6,415.55

合计 73,511.99 -10,996.44 0.00 62,515.55

4.2. 固定资产用途

用途

年初数 年末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自用 124,113.40 50,601.41 73,511.99 124,113.40 61,597.85 62,515.55

合计 124,113.40 50,601.41 73,511.99 124,113.40 61,597.85 62,515.55

5. 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163,669.48 798.48 164,467.96 0.00

合计 163,669.48 798.48 164,467.9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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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4,100.76 50,938.34 51,104.90 3,934.20

社保个人部分 0.00 5,027.90 4,462.10 565.80

社保单位部分 0.00 13,063.72 11,643.32 1,420.40

合计 4,100.76 69,029.96 67,210.32 5,920.40

7. 净资产

7.1. 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1,514,161.36 216,842.37 194,212.40 1,536,791.33

限定性净资产 487,051.02 207,073.25 52,142.60 641,981.67

合计 2,001,212.38 423,915.62 246,355.00 2,178,773.00

7.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1） 当年收支结余177,560.62元，影响净资产增加177,560.62元。主

要为捐赠收入大于捐赠支出。

8. 捐赠收入

8.1. 捐赠收入列示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捐赠收入 207,073.25 167,122.60

其中：货币捐赠 207,073.25 16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7,122.60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62,871.00 185,000.00

其中：货币捐赠 162,871.00 5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135,000.00

合计 369,944.25 352,122.60

8.2. 接收捐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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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369,944.25 0.00 369,944.2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69,944.25 0.00 369,944.2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62,871.00 0.00 162,871.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07,073.25 0.00 207,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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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0.00 0.00 0.00

合计 369,944.25 0.00 369,944.25

8.3.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基金会名称 金额 货币或非货币 款项用途

西安市善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货币
用于助老和助学方向的公益项目

开展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7,073.25 货币 用于腾讯公益暖心包项目

合计 207,073.25 — —

8.4. 大额捐赠收入

2021 年度捐赠收入总额 369,944.25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

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西安市善行公益慈善

基金会
200,000.00 0.00 200,000.00

用于助老和助学方向的公益项目

开展
其中：货币捐赠 200,000.00 0.00 20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0.00 0.00

王立清 0.00 162,871.00 162,871.00

用于章程范围内其中：货币捐赠 0.00 162,871.00 162,871.00

非货币捐赠 0.00 0.00 0.00

合计 200,000.00 162,871.00 362,87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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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投资收益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理财收益 1,298.04 2,567.98

合计 1,298.04 2,567.98

10. 其他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529.82 295.06

其他 0.91 0.00

合计 530.73 295.06

11. 业务活动成本

11.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171,796.70 322,918.58

提供服务成本 0.00 0.00

商品销售成本 0.00 0.00

政府补助支出 0.00 0.00

业务税金及附加 0.00 0.00

合计 171,796.70 322,918.58

11.2.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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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造翼项目 0.00 17,280.00 73,367.15 9,900.00 3,780.44 0.00 104,327.59

助飞项目 0.00 0.00 0.00 258.48 3,808.33 0.00 4,066.81

暖巢项目 7,073.25 41,775.89 17,600.00 200.00 3,826.41 0.00 63,4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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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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

他

费

用

总计

扶贫助困计划

公益项目
2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07,073.25 59,055.89 90,967.15 10,358.48 11,415.18 0.00 171,796.70

说明：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包括 2 年）。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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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造翼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正德社

区服务中心
17,280.00 10.06% 捐赠运动服 60 套

暖巢项目
社区公益集市向老年

人
7,122.60 4.15% 捐赠扶手 116 个，防滑垫

50 个

暖巢项目
天津市睦邻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26,600.00 15.48% 捐赠 “快乐老年 ”图书 1400

本

暖巢项目
扶老助残宣传、社区

公益集市宣传
6,703.29 3.90%

用于扶老助残宣传、社区公

益集市宣传，宣传册 5000
份，宣传页 4600 张

助飞项目
工蚁坊（北京）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3,250.00 1.89% 支付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12 月服务费

合计 — 60,955.89 35.48% —

12. 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749.88 2,333.33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0,184.36 38,359.10

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837.96 837.96

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0.00 0.00

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643.50 643.50

捐赠退回 0.00 0.00

合计 22,415.70 42,1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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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王立清 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理事长 0.00

张 宏 北京海鸿轩书画院 理 事 0.00

马 强 北京东坝华翰福园社区 理 事 0.00

唐 亮 北京东坝金驹家园社区 理 事 0.00

孙利勇 北京扶老助残科贸有限公司 理 事 0.00

合计 0.00

七、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造翼项目

北京明日众

联科技有限

公司

40,896.00 0.00 17,280.00 23,616.00 造翼计划运动服 1000套，余

82套

暖巢项目 老牛基金会 156,142.00 0.00 27,740.00 128,402.00 暖巢行动图书 13000本，余

6758册

造翼项目
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
77,622.24 0.00 0.00 77,622.24 造翼计划资金（爱立方商城）

造翼项目
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
45,281.18 0.00 0.00 45,281.18 造翼计划资金（喜憨儿的洗

车房）

暖巢项目

浙江安福利

生慈善基金

会

7,122.60 0.00 7,122.60 0.00

扶手 YJL-8882-36个；

扶手 YJL-8810A-60个；

扶手 YJL-8889-20个；

PVC防滑垫 50个。

艺能银合汇专

项基金

北京银合汇

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159,987.00 0.00 0.00 159,987.00 用于公益养老和残疾人就业

帮扶慈善项目

暖巢项目
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
0.00 7,073.25 0.00 7,073.25 用于腾讯公益暖心包项目

扶贫助困计

划公益项目

西安市善行

公益慈善基

金会

0.00 200,000.00 0.00 200,000.00 用于助老和助学方向的公

益项目开展

合 计 487,051.02 207,073.25 52,142.60 641,981.67 ——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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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有关规定编制，并经过理事会审议通过。

基金会名称：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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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通专审字〔2022〕4 号

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单位)

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中通审字〔2022〕4 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单位编

制了后附的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实编制和披露 2021 年度财务相关

情况专项说明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是贵单位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

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审核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审核工作主要限于询问单位有关人员和对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以及与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行核对。

根据我们的审核，我们没有发现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与我们审计贵

单位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所有

重大方面不一致。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单位向北京市民政局报送 2021 年度年检报告时使用，未经本

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中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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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京艺能

爱心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单位）编制 2021 年度财务相关情况专项说明如下。本单位

已进行了真实、充分的披露和分析说明。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369,944.25 0.00 369,944.2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69,944.25 0.00 369,944.25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62,871.00 0.00 162,871.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207,073.25 0.00 207,0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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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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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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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善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0.00 扶 贫 助 困 计 划

公益项目

王立清 162,871.00 0.00 用 于 章 程 范 围

内

合计 362,871.00 0.00 —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

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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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募捐情况

无。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2,001,212.38

本年度总支出 194,212.4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71,796.70

管理费用 22,415.70

其他支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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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
8.58%
8.15%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1.54%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

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非公募：净资产 6000 万以上，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的 6%，管理费不得高于

12%。

净资产 800-6000 万，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的 6%，管理费不得高于 13%。

净资产 400 以上 -800 万以下，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的 7%，管理费不得高于

15%。

净资产 400 以下，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的 8%，管理费不得高于 20%。

慈善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不受上述规定的年度管理费用

比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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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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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翼项

目
0.00 17,280.00 73,367.15 9,900.00 3,780.44 0.00 104,327.59

助飞项

目
0.00 0.00 0.00 258.48 3,808.33 0.00 4,066.81

暖巢项

目
7,073.25 41,775.89 17,600.00 200.00 3,826.41 0.00 63,402.30

扶贫助

困计划

公益项

目

2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07,073.25 59,055.89 90,967.15 10,358.48 11,415.18 0.00 171,796.70

说明：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包括 2 年）。

4、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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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造翼项目
北京市昌平区正德

社区服务中心
17,280.00 10.06% 捐赠运动服 550 套

暖巢项目
社区公益集市向老

年人
7,122.60 4.15% 捐赠扶手 116 个，防滑

垫 50 个

暖巢项目
天津市睦邻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26,600.00 15.48% 捐赠“快乐老年”图书

1400 本

暖巢项目
扶老助残宣传、社

区公益集市宣传
6,703.29 3.90%

用于扶老助残宣传、社

区公益集市宣传，宣传

册 5000 份，宣传页 4600
张

助飞项目
工蚁坊（北京）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3,250.00 1.89% 支付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12 月服务费

合计 — 60,955.89 3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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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

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六、委托理财

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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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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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

银行
周慕冰 是 130,000.00

3653 天

（取决于

产品实际

到期日）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98.04 130,000.00

合计 130,000.00 1,298.04 130,000.00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

授予的金融机构资质。

七、投资收益

本单位投资收益总额为 1,2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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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发生额

1. 委托理财收益 0.00 0.00

2. 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3. 股权投资收益 0.00 0.00

4. 银行理财收益 1,298.04 2,567.98

合计 1,298.04 2,567.98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一）关联方关系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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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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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构成关联方。

（二）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北京京鑫北方商贸有限公司 主要发起人

西安市善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王立清 主要捐赠人

（三）关联方交易

无。

（四）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无。

（五）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无。

（六）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

分比

金额

（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

分比

应付账款：

——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王立清 162,871.00 99.51% 0.00 ——

合计 162,871.00 99.51% 0.00 ——

（七）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无。

北京艺能爱心基金会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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