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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京嘉专审字 G（2021） 第7 号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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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1 年 3 月 3 日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京嘉鉴审字 G（2021） 第8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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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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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慈

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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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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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益支出情况

（1） 公益事业支出、管理费用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34,399,559.81

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 24,954,713.65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30,772,312.65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40,217,158.81

本年度总支出 76,140,008.77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2,079,335.19

管理费用 1,221,353.55

其他支出 2,839,320.0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或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的比例） 179.23%（185.70%）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60%

（2） 在计算公益支出比例、管理费用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20年度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72,858,243.58元， 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

以上或 500万以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1） ） 收入明细表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1、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15,000,000.00 0.00 15,000,000.00
用于志愿者

培训冬令营

及完美中国

专项基金

其中：货币捐赠 15,000,000.00 0.00 15,00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0.00 0.00

2、裕景兴业（厦门）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用于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项目

其中：货币捐赠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0.00 0.00

3、上海万业企业老西门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4,650,000.00 0.00 34,650,000.00

其中：货币捐赠 34,650,000.00 0.00 34,650,000.00

非货币捐赠 0.00 0.00 0.00

合计 59,650,000.00 0.00 59,650,000.00 --



项目名称 收 入 备 注

疫情项目 55,466,283.14 --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完美中华文化传承专项基金 15,000,000.00 --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航天科普教育专项基金 1,000,000.00 --

合 计 71,466,283.14 --

（2） ） 支出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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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疫情项目 56,416,083.86 0.00 0.00 0.00 0.00 0.00 56,416,083.86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完美中华文化传

承专项基金

0.00 0.00 0.00 2,248,053.00 0.00 2,248,053.00 2,248,053.00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常青藤教育专项

基金

0.00 0.00 0.00 1,300,166.00 0.00 1,300,166.00 1,300,166.00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文化中国基金
0.00 0.00 0.00 665,000.00 0.00 665,000.00 665,000.00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会归心工程专项基

金

0.00 0.00 0.00 800,000.00 0.00 800,000.00 800,000.00

合 计 56,416,083.86 0.00 0.00 5,013,219.00 0.00 5,013,219.00 61,429,302.86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2020年度公益支出数为 72,079,335.19元， 大额支付对象如下表：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该重大

公益项目支出

占年度

公益支出

疫情项目

浙江省发展侨务事业基金

会
4,000,000.00 7.09% 5.55%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 5,000,000.00 8.86% 6.94%

随州市慈善总会 5,000,000.00 8.86% 6.94%

孝感市慈善总会 5,000,000.00 8.86% 6.94%

黄冈慈善总会 4,650,000.00 8.24% 6.45%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完美中华

文化传承专项基金

北京亿点星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50,000.00 6.67% 0.21%

北京赛酷雅科技有限公

司
600,000.00 26.69% 0.83%

北京市西城区曹灿艺术
培训学校

210,000.00 9.34% 0.29%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该重大

公益项目支出

占年度

公益支出

西安恒坐标教育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1,248,000.00 55.51% 1.73%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常青藤教

育专项基金

北京星光少年艺术团有

限公司
250,000.00 19.23% 0.35%

北京亿点星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50,000.00 11.54% 0.21%

星起点（ 北京） 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200,000.00 15.38% 0.28%

唯媒（ 北京） 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700,000.00 53.84% 0.97%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文化中

国基金

北京四中龙门网络教育

技术有限公司
665,000.00 100.00% 0.92%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归心工程

专项基金

北京中林汇泉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800,000.00 100.00% 1.11%

合 计 -- 28,623,000.00 -- 39.71%

5、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 ）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接受的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财政部 出资人 0.00 0.00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办单位 0.00 0.00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15,000,000.00 0.00

裕景兴业（厦门）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10,000,000.00 0.00

上海万业企业老西门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34,650,000.00 0.00

合 计 —— 59,650,000.00 0.00

（2） ） 关联方往

来无。

6、委托理财

受托人
受托人是否具有金

融机构资质

委托金额

（元）

委托期

限

报酬确定方

式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

是 20,000,000.00 一年 浮动收益 1,145,304.69 21,145,304.69

是 10,000,000.00 活期 浮动收益 449,609.88 10,449,609.88

是 20,000,000.00 一年 浮动收益 0.00 0.00

是 5,000,000.00 一年 浮动收益 0.00 0.00

是 5,000,000.00 一年 浮动收益 0.00 0.00

合计 —— 60,000,000.00 —— —— 1,594,914.57 31,594,9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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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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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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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信达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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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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