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2021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

委托单位：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审计单位：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68349193 （010）68339880

传真号码：（010）68339660-100

邮 箱： bjszcpa@foxmail.com



1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神会内审[2022]155 号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审计了中

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的 2021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1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2年 3月 22日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神会内审[2022]154 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其 2021

年度工作报告。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在 2021年度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

称专项信息）：

1、在“三（三）公益支出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管理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项目 金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6,580,772.83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6,580,772.83

本年度总支出 10,373,565.13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9,568,264.28

管理费用
803,518.35

其他支出 1,782.5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45.40%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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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三（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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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捐赠用途；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25,987,297.02 25,987,297.0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5,987,297.02 25,987,297.02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527,105.33 2,527,105.33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3,460,191.69 23,460,1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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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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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中国烟草总公司 3,000,000.00
用于相守计划项目及章程规

定的项目

中辉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0
用于中国乡村人才振兴论坛

及章程规定的项目

江苏国技聚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用于美丽家园项目、蓝色地

球专项基金、基金会基础建

设及章程规定的项目

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 2,000,000.00
用于伊利方舟公益项目及章

程规定的项目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用于乡村振兴数字经济人才

工程公益项目及章程规定的

项目

国家开发银行 2,000,000.00
用于国开行相守计划项目及

章程规定的项目

北京国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0
用于空间信息技术和平利用

专项基金

合 计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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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三（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

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

项目 收入

支出

总计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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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守计划公益项目 2,700,036.88 2,362,000.00 1,020,677.21 321.00 3,382,998.21

伊利方舟公益项目 2,180,000.00 1,329,987.44 37,876.52 1,943.85 1,369,807.81

三江源 900,000.00 190,198.00 190,198.00

百年中国万岁父母 5,870.44 5,870.44

合计 5,780,036.88 3,882,185.44 1,058,553.73 5,870.44 2,264.85 0.00 4,948,874.46

4、在“三（七）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

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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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守计划
湖北竹山县教育局（竹山县财政局财政专

户）
232,000.00 2.42% 项目款

相守计划 兴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兴国县财政局） 237,000.00 2.48% 项目款

相守计划
湖北省竹溪县教育局（竹溪县非税收入管

理局汇缴结算户）
233,000.00 2.44% 项目款

相守计划 江西省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237,000.00 2.48% 项目款

相守计划 成都心温暖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737,000.00 7.70%
用于相守计划项目执

行费

相守计划 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400,000.00 4.18%
用于相守计划项目执

行费

伊利方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162,457.44 1.70%

用于伊利方舟儿童安

全公益项目线上公开

课费用

伊利方舟 广州南方精英传媒有限公司 381,282.00 3.98% 用于伊利方舟项目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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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传播活动项目款

伊利方舟 中国应急管理学会 255,000.00 2.67%

用于伊利方舟项目“伊

利方舟全息图”升级工

作费

伊利方舟 北京启迪永安应急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221,000.00 2.31%
用于伊利方舟儿童嘉

年华活动执行费

伊利方舟 蓝田县教育局 78,500.00 0.82% 项目款

伊利方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75,000.00 0.78%

用于伊利方舟儿童心

理安全线上公开课费

用

三江源 青海省林业草原人才交流培训中心 190,198.00 1.99%
用于养护三江源主题

训练营培训费

百年中国

万岁父母
洛阳市老城区和和书店 5,870.44 0.06% 项目活动物资

合计 3,445,307.88 36.01%

5、在“三（八）委托理财”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所有委托理财活动的详细情

况；

本基金会无委托理财业务。

6、在“三（九）投资收益”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所有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及金额；

本基金会无委托理财业务。

7、在“三（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要关联

方、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原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 发起人

中辉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江苏国技聚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内蒙古伊利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国家开发银行 主要捐赠人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国宾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中国烟草总公司 主要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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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中国西部人才开

发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2021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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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中国西部人才开

发基金会 2021年度财务报表时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

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

途。

北京神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39号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年 3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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