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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中宣育基审字 [2017]第 13042-1 号

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

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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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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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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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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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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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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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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

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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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16年12月31日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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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3,071.84 20,758,143.04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29,402.00

应收款项 3 543,650.00 690,000.00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61,851.36 7,394.21

存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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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6,721.84 21,448,143.04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61,851.36 36,7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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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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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51.36 36,796.21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9,586,816.87 11,512,492.54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938,053.61 9,898,854.29

净资产合计 110 17,524,870.48 21,411,346.83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7,586,721.84 21,448,143.0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7,586,721.84 21,448,143.04

单位负责人：孟旭 复核： 杨蕊 制表：郑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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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活动表

2016年度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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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100.00 8,549,519.00 13,010,619.00 2,752,000.00 5,643,561.00 8,395,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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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他收入 9 43,116.88 43,116.88 131,218.53 131,218.53

收入合计 11 4,504,216.88 8,549,519.00 13,053,735.88 2,883,218.53 5,643,561.00 8,526,779.53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323,880.01 5,323,880.01 4,235,238.32 4,235,238.32

（二）管理费用 21 487,739.22 487,739.22 405,064.86 405,064.86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 -

费用合计 35 5,811,619.23 - 5,811,619.23 4,640,303.18 - 4,640,303.1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4,022,914.21 -4,022,914.21 - 3,682,760.32 -3,682,760.32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2,715,511.86 4,526,604.79 7,242,116.65 1,925,675.67 1,960,800.68 3,886,476.35

单位负责人：孟旭 复核： 杨蕊 制表：郑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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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16年度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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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1,519.00 8,395,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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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26,210.56 214,270.53

现金流入小计 13 13,207,729.56 8,609,831.53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6,803,341.23 3,926,766.8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61,657.45 324,1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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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77,568.19 643,870.87
现金流出小计 23 7,142,566.87 4,894,760.33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6,065,162.69 3,715,071.2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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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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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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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5,162.69 3,715,071.20

单位负责人：孟旭 复核：杨蕊 制表：郑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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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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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2 年 1 月 5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589134297E，有效期为 2016 年 7 月 7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为

孟旭，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路 2 号。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奖励优秀医务工作者；资助心血管病防治科普宣教活动、医学教育培训、

国内外学术交流、相关医学书籍出版、有关科研和公益项目；提供医疗救助。

截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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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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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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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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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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直接

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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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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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计价法，

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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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长期投资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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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被

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如

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

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应当按照票面

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

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

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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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物 20 年 5% 4.75%

机器设备 10 年 5% 9.5%

办公家具 5 年 5% 19%

运输工具 4 年 5% 23.75%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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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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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

定其工程成本，并单独核算。

11、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态

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

12、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3、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

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或服务潜力的资源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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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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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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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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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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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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现金 人民币 14,204.70 17,333.80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17,028,867.14 20,740,809.24

合 计 17,043,071.84 20,758,143.04

2、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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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应收账款

②其他应收款 543,650.00 543,650.00 690,000.00 690,000.00

合 计 543,650.00 543,650.00 690,000.00 690,000.00

2.1 其他应收款

2.1.1 其他应收款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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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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 450,000.00

1-2 年 543,650.00 543,650.00 240,000.00 240,000.00

合 计 543,650.00 543,650.00 690,000.00 690,000.00

2.1.2 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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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江 60,000.00 11.04% 60,000.00 8.70% 2014 年 12 月 项目借款

孙涛 60,000.00 11.04%

任京媛 60,000.00 11.04% 2015 年 2 月 项目借款

辛晨 60,000.00 11.04% 2015 年 3 月 项目借款

崇梅 60,000.00 11.04% 60,000.00 8.70% 2015 年 5 月 项目借款

杨士伟 60,000.00 11.04% 60,000.00 8.70% 2015 年 5 月 项目借款

张琳琳 60,000.00 11.04% 2015 年 5 月 项目借款

马维国 60,000.00 11.04% 60,000.00 8.70% 2015 年 10 月 项目借款

郑居兵 60,000.00 11.04% 2015 年 9 月 项目借款

张铭 3,650.00 0.64% 2015 年 12 月 项目借款

李晓晴 60,000.00 8.70% 2016 年 3 月 项目借款

孙彤 60,000.00 8.70% 2016 年 6 月 项目借款

孔宁华 60,000.00 8.70% 2016 年 7 月 项目借款

刘锋 60,000.00 8.70% 2016 年 7 月 项目借款

王艳艳 60,000.00 8.70% 2016 年 10 月 项目借款

严研 60,000.00 8.70% 2016 年 10 月 项目借款

高新晓 60,000.00 8.70% 2016 年 11 月 项目借款

肖燕燕 30,000.00 4.30% 2016 年 7 月 项目借款

合 计 543,650.00 100% 690,000.00 100%

3、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①应付账款

②其他应付款 46,661.76 17,259.76 29,402.00

合 计 46,661.76 17,259.76 29,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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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其他应付款主要客户

项 目 年末数 账龄 款项内容 未偿还原因

山东威高新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9,402.00 1 年以内 往来 待付

合 计 29,402.00

4、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税率 年初数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超额累进税率 61,851.36 7,394.21

合 计 61,851.36 7,394.21

5、净资产

5.1 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①非限定性净资产 9,586,816.87 2,883,218.53 957,542.86 11,512,492.54

②限定性净资产 7,938,053.61 5,643,561.00 3,682,760.32 9,898,854.29

合 计 17,524,870.48 8,395,561.00 4,640,303.18 21,411,346.83

5.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3,886,476.35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3,886,476.35 元。

6、捐赠收入

6.1 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限定性捐赠收入 5,643,561.00 8,549,519.00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2,752,000.00 4,461,100.00

合 计 8,395,561.00 13,010,619.00

6.1.1 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8,395,561.00 8,395,561.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8,395,561.00 8,395,561.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62,000.00 262,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8,133,561.00 8,133,5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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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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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的赠与）

6.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无。

6.3 大额捐赠收入

2016 年度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8,395,561.00 元，其中占捐赠收

入总额 5%以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 2,000,000.00 医学交流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

限公司捐款
500,000.00 未限定用途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捐款
500,000.00 未限定用途

科园兴海医药经营 1,000,000.00 未限定用途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有

限公司
1,290,000.00 捐助长城五洲国际心血管病会议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

团）有限公司
580,000.00 捐助长城五洲国际心血管病会议

7、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利息收入 131,218.53 43,116.88

合 计 131,218.53 43,116.88

8、业务活动成本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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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5,238.32 5,323,880.01

其中：世界心脏日大型义诊 144,837.00 140,005.00

人工生物瓣置换临床补助项目 4,000.00

第八届北京五洲国际会议心血管病 64,111.80

医院优质护理服务境外培训 415,601.00

陈东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交流 73,417.00

parachute 装置在缺血性心肌的应 472,691.00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冠脉介入培训 71,894.00

心血管手术围麻期管理研究 39,876.00

美国哈佛大学临床检验科主任培训 19,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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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优秀青年骨干国际研修项目 70,311.00 577,897.47

美敦力生物瓣合作项目 12,954.00

爱德华二尖瓣教育资助 12,912.00 119,394.33

第二届优秀青年骨干国际研修项目 649,639.93 310,752.00

诺和诺德资助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 16,854.00

柯惠二尖瓣修复技术培训 17,094.00

心脏病诊疗培训 155,897.07

丹麦中国糖尿病综合管理合作项目 90,830.00

先心病心脏病产前生后筛查培训 15,200.00 62,957.00

心外专家参加美国 2015 年 AATS 会议 51,796.50

房颤外科射频消融疗法培训 20,511.00

国外医疗研修基地赴美考察交流 68,122.97

第九届北京五洲国际血管病会议 2,190,883.40 2,517,853.87

赴美参加胸心外科年会 30,000.00

开展主动脉瓣成型新技术培训 200,000.00

中国心脏移植多中心信息管理系统 60,000.00

第三届优秀青年骨干国际研修项目 336,840.00

第二届爱德华二尖瓣教育资助 84,451.47

主动脉瓣成型手术 AVneo 培训 61,153.60

2016 届优秀青年骨干国际研修项目 47,330.00

长城五洲国际心血管病会议 291,023.31

第二届主动脉瓣成型手术 AVneo 培训 40,656.61

合 计 4,235,238.32 5,323,880.01

8.2 资助其他基金会

无。

8.3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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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

五 洲 国 际 血
2,620,000.00 11,200.00 2,179,683.40 2,190,8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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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会议

2．世界心脏日

大型义诊
144,837.00 144,837.00

3. 第二届优

秀青年骨干

国际研修项

目

649,639.93 649,639.93

合 计 2,620,000.00 11,200.00 2,974,160.33 2,985,360.3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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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北京五洲国际会议心

血管病

麦迪卫康品牌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
1,494,636.00 35.29 会议服务费

北京博睿天秀会议服

务有限公司
509,805.80 12.04 设备租赁费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国际会议中心
163,714.60 3.87 住宿服务费

2016 年世界心脏日专家义诊
北京吉太德普展览有

限公司
144,837.00 3.42 会议制作费

合 计 2,312,993.40 54. 62

9、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324,122.57 202,827.55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80,942.29 284,911.67

合 计 405,064.86 487,739.22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 目
上年数 本年数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①工资、奖金、津贴和

补贴
199,964.00 199,964.00 290,388.00 290,388.00

②职工福利费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小计 199,964.00 199,964.00 290,388.00 290,388.00

1 社会保险费 2,087.55 2,087.55 24,422.57 24,422.57

②住房公积金 776.00 776.00 9,312.00 9,312.00

小计 2,863.55 2,863.55 33,734.57 33,734.57

合 计 202,827.55 202,827.55 324,122.57 324,1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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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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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旭 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副主任 理事长 37,886.43

张兆光 北京安贞医院名誉院长 副理事长 0.00

吴尚志 北京鼎晖创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伍冀湘 北京同仁医院外科主任医师 副理事长 0.00

赵昶 北京安贞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 秘书长 0.00

许峰 北京安贞医院吴英恺基金会 副秘书长 0.00

李式琰 北京同仁医院 理事 0.00

刘丽笙 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 理事 0.00

吴兆苏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 理事 0.00

姚崇华 原北京市心防办主任 理事 0.00

马长生 北京安贞医院 理事 0.00

朱俊明 北京安贞医院 理事 0.00

李文 北京安贞医院 理事 188,264.00

白文华 北京安贞医院 监事 0.00

合 计 226,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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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尖瓣修复和技

术培训的资助

爱德华（上海）

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
315,691.61 12,912.00 302,779.61

二尖瓣修复和

技术培训的资

助

美敦力生物瓣

合并房颤射频

消融培训班

美敦力（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10,545.99 10,545.99

美敦力生物

瓣合并房颤

射频消融培

训班

心脏病诊疗培

训

诺和诺德、辅

仁药业、郭俊

芝、胡念真、

胡寿涛、宋飞

飞

70,000.00 70,000.00
心脏病诊疗

培训

2015 届优秀青

年骨干国际研

修项目

华润医药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药品分公

司

1,589,218.00 649,639.93 939,578.07

2015 届优秀

青年骨干国

际研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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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惠二尖瓣修

复技术培训

科惠医疗器械

国家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154,250.35 154,250.35

柯惠二尖瓣

修复技术培

训

丹麦中国糖尿

病综合管理合

作

捐赠 10,070.00 10,070.00

丹麦中国糖

尿病综合管

理合作

先心病心脏病

产前生后筛查

培训 捐赠 37,043.00 15,200.00 21,843.00

先心病心脏

病产前生后

筛查培训

第三届优秀青

年骨干国际研

修

科园兴海医

药经营 1,000,000.00 336,840.00 663,160.00

第三届优秀

青年骨干国

际研修

心外专家参加

美国 2015 年Ａ

ＡＴＳ会议

爱德华上海

医疗捐款 3,722.50 3,722.50

心外专家参

加美国 2015
年ＡＡＴＳ

会议

房颤外科射频

消融疗法培训

北京迈迪顶

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上药爱

心伟业医药

有限公司

818,489.00 818,489.00

房颤外科射

频消融疗法

培训

国外医疗研修

基地赴美考察

交流

国药控股北

京华鸿有限

公司、

嘉事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

司

731,877.03 731,877.03

国外医疗研

修基地赴美

考察交流

第九届北京五

洲心血管病研

讨会 捐赠 3,267,146.13 750,000.00 2,190,883.40 1,826,262.73

第九届北京

五洲心血管

病研讨会

第二届爱德华

二尖瓣教育资

助

爱德华上海

医疗捐款 280,000.00 84,451.47 195,548.53 爱德华二尖

瓣教育资助

主动脉瓣成手

术 AVNeo 培训
捐赠 77,854.00 61,153.60 16,700.40

主动脉瓣成

手术 AVNeo
培训

长城五洲国际

心血管病会议 捐赠 4,160,000.00 291,023.31 3,868,976.69

长城五洲国

际心血管病

会议

安贞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学科

培养

捐赠 50,000.00 50,000.00
安贞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

学科培养

心脏移植相关

学术会议、医师

培训

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心脏移植相

关学术会议、

医师培训

第二届主动脉 捐赠 77,854.00 40,656.61 37,197.39 第二届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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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成手术 AVNeo
培训

脉瓣成手术

AVNeo 培训

第三届主动脉

瓣成手术 AVNeo
培训

捐赠 77,853.00 77,853.00
第三届主动

脉瓣成手术

AVNeo 培训

合 计 7,938,053.61 5,643,561.00 3,682,760.32 9,898,854.29 ——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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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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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7 年 3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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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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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已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孟旭 财务负责人：（签名）白文华

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