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证天通 [2020]特审字第 0200052 号  

 

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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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 日出具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证天通[2020]审字第 02001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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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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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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提供了基础。  

三、《 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慈善活动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  

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36,165,953.93 

本年度总支出 8,678,258.3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466,985.26 

管理费用 271,723.24 

其他支出 939,549.88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20.65%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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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9 年度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8,774,618.00 元，其中占

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①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486,000.00  486,000.00 

第十二届北京             

五洲心血管病会议 
其中：货币捐赠 486,000.00  486,000.00 

      非货币捐赠   
 

②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450,000.00  450,000.00 

第十三届北京             

五洲心血管病会议 
其中：货币捐赠 450,000.00  45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③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00  1,260,000.00 ①2019 亚洲心脏瓣膜病

学会中国论坛 180,000.00

元                     

②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捐助及培训 1,080,000.00

元 

其中：货币捐赠 1,260,000.00  1,26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④吉林省力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900,000.00  900,000.00 

2019 中国二尖瓣临床技

能  激励培训 其中：货币捐赠 900,000.00  90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⑤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0 600,000.00 

未限定性用途 其中：货币捐赠  600,000.00 600,000.00 

非货币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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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518,580.00  518,580.00 
①郑州市医师协会心血管

外科专业会 27000.00 元                      

②上海市胸科医院 2019

巅峰轮道 83,700.00                              

③中国研究型医院心房颤

动防治专业 182,000.00                      

④2019 中国二尖瓣临床

技能激励培训 90,880.00                       

⑤2019 亚洲心脏瓣膜病

学会中国论坛 135,000.00 

其中：货币捐赠 518,580.00  518,58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3,614,580.00 600,000.00 4,214,58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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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第十 二届 五洲  

心血管病会议  
486,000.00  448,950.00  968,624.81  1,417,574.81 

② 2019 亚洲心脏

瓣膜病 学会 中国

论坛  

315,000.00  25,409.52  1,146,393.51  1,171,803.03 

③第十 三届 北京

五 洲 心 血 管 病   

会议  

450,000.00  9,200.00  1,127,592.98  1,136,792.98 

合     计  1,251,000.00  483,559.52  3,242,611.30  3,726,170.82 

4、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支出% 
用途 

①第十二届五洲心血

管病会议 

北京安纽医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601,909.81 8.06% 会议服务费 

心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65,215.00 4.89% 会议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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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2019 亚洲心脏瓣膜

病学会中国论坛 

山东翰霖会展有限公司 800,142.00 10.72% 会议服务费 

乐享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公司 180,578.00 2.42% 机票款 

③第十三届北京五洲  

心血管病会议 

北京安纽医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98,792.50 5.34% 会议服务费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 

会议中心 
358,225.00 4.80% 会议服务费 

北京麦迪卫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16,350.48 4.24% 会议服务费 

合计  3,021,212.79 40.47%  

5、本基金会 2019 年度无委托理财。 

6、本基金会 2019 年度无投资收益。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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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吴尚志 发起人 — — — — 

北京安贞医院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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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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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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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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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