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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润专审字（2020）104号

北京情系远⼭公益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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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0年

3⽉ 2⽇出具了⽆保留意⻅的审计报告，报告⽂号为嘉润审字（2020）062号。

⼀、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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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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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核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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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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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表审核意⻅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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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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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
本年捐赠额（元）

合 计
现 ⾦ ⾮现⾦

⼀、本年捐赠收⼊ 18,769,654.60 1,570,655.00 20,340,309.60

（⼀）来⾃境内的捐赠 18,769,654.60 1,570,655.00 20,340,309.60

其中：来⾃境内⾃然⼈的捐赠 33,765.00 33,765.00

来⾃境内法⼈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8,735,889.60 1,570,655.00 20,306,544.60

（⼆）来⾃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境外⾃然⼈的捐赠

来⾃境外法⼈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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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益性⽬的的赠与）

三、⼤额捐赠收⼊情况 12,235,889.60 ⽤ 途

1．北京新东⽅公益基⾦会 5,000,000.00 未限定⽤途

2．北京好未来公益基⾦会 5,000,000.00 未限定⽤途

3．北京市众安公益基⾦会 2,235,889.60 未限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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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0,166.10

本年度总⽀出 10,081,285.01

本年度⽤于慈善活动的⽀出 9,134,635.36

管理费⽤ 946,649.65

其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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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55%（307.55%）

本年度管理费⽤占总⽀出的⽐例 9.39 %

（三）重⼤公益慈善项⽬收⽀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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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名称
收
⼊

⽀出

直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
给受益⼈的
款物

项⽬直接运⾏费⽤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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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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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1．情系远
⼭⾼中双
师课堂

1,291,698.8

8
54,885.51 210,970.7

9
534,069.

93
2,091,625.1

1
2,091,625.1

1

2．课程资
源平台

1,043,468.
00 917,008.86 54,885.51 100,896.67

103,530.0
3

1,176,321.0
7

2,219,789.
07

合 计 1,043,468.
00

2,208,707.
74

109,771.0
2
311,867.4

6
637,599.

96
3,267,946.1

8 4,311,414.18

（四）重⼤公益慈善项⽬⼤额⽀付明细表

项⽬名称 ⼤额⽀付对象 ⽀付⾦额（元）
占基⾦会年
度公益总⽀
出⽐例

⽤途

情系远⼭⾼中双师
课堂

北京新唐思创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500,000.00 5.47%
直播云在线教室系统

服务费

课程资源平台 临夏市教育局 117,021.28 1.28%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临夏县教育局 127,659.57 1.39%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康乐县教育局 127,659.57 1.40%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永靖县教育局 117,021.28 1.28%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河县教育局 127,659.58 1.40%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和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127,659.58 1.40%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东乡族⾃治县教育局 127,659.57 1.40%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课程资源平台
积⽯⼭保安族东乡族撒拉
族⾃治县教育局

127,659.57 1.40% 乡村教育公益事业

合 计 1,500,000.00 16.42%

（五）委托理财

⽆。

（六）投资收益

⽆。

（七）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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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与基⾦会关系

向关联⽅资助产品和提供
劳务

向关联⽅采购产品和购买
服务

本年发⽣额 余额（元） 本年发⽣额 余额（元）

新东⽅教育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发起⼈ —— —— —— ——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发起⼈ —— —— —— ——

北京新东⽅公益基⾦会 主要捐赠⼈ —— —— —— ——

北京好未来公益基⾦会 主要捐赠⼈ —— —— —— ——

四、审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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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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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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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年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