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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鄂金地专审字[2015]第 385-2 号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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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了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的 2014 年度财务报表，

包括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

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鄂金地财审字[2015]第 385 号。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管理层编制了其2014年度工作报告。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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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占上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工作人员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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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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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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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

项信息是武汉白鱀豚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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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支出情况表(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335,197.30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335,197.30

本年度总支出 1,135,251.09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056,147.1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70,200.00

行政办公支出 8,903.99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9.10%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例
6.97%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

用，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

定性收入+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 途
现金

非现

金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90,000.00
5393项目--2013年长江豚类保护网
络工作交流暨保护区监测、巡护能

力培训及小额基金招标发布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40,000.00
2158项目--武汉至黄石江段长江江

豚保

护策略开发

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生命长江--为江豚来奔跑”2013长
跑接力与宣传活动项目

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印制为江豚来奔跑资料画册和保护

江豚专刊

北京少城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00,000.00 感谢爱豚基金项目

合 计 1,980,000.00

注：本表列示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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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包括 2年）。

二、“项目直接运行费用”按照《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列支。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 出

直

接

用

于

受

助

人

的

款

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

项、

执

行、

监督

和评

估费

用

人

员

报

酬

租赁

房

屋、

购买

和维

护固

定资

产费

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1、“生命长江--
为江豚来奔

跑”2013长跑接
力与宣传活动

1,000,000.00 234,193.80 17,274.90 251,468.70 251,468.70

2、感谢爱豚基
金

800,000.00 110,000.00 77,546.00 187,546.00 187,546.00
3、武汉、何王
庙长江江豚迁地

保护区周边社区

宣教

35,875.00 437,523.40 473,398.40 473,398.40

4、2317 项目--

长江江豚人工繁

殖及保护区管理

技术培训(香港)

5,616.00 5,616.00 5,616.00

合 计 1,800,000.00 385,684.80 532,344.30 918,029.10 918,029.10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 支付对

象。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1、“生命长江--为江豚来奔
跑”2013长跑接力与宣传活动

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有限

公司
20,000.00 1.89% “为长江江豚来奔跑-2013长跑接

力与宣传”上海站活动费用

2、“生命长江--为江豚来奔
跑”2013长跑接力与宣传活动

镇江菜菜鸟户外用品有

限公司
20,000.00 1.89% “为长江江豚来奔跑-2013长跑接

力与宣传”镇江站活动费用

3、“生命长江--为江豚来奔
跑”2013长跑接力与宣传活动

武汉市洪山区超频时尚

科技经营部
41,000.00 3.88% 宣传品物料制作等费用

4、感谢爱豚基金 宜昌市渔政船检港监管

理处
10,000.00 0.95% 宜昌烟收坝水域江豚活动监测项

目费

5、感谢爱豚基金 安庆师范学院 10,000.00 0.95% 安庆段渔业及江豚调查经费

6、感谢爱豚基金 武汉市渔政船检港监管

理处
10,000.00 0.95% 武汉段渔民及渔业调查经费

7、感谢爱豚基金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10,000.00 0.95% 洞庭湖湖口采沙船调查经费

8、感谢爱豚基金 江西省九江市水产科学

研究所
10,000.00 0.95% 九江大桥段江豚活动监测经费

9、感谢爱豚基金 安徽省广善公益助团服

务中心
10,000.00 0.95% 安徽段江豚保护公益宣传经费

10、感谢爱豚基金 武汉碧博创意设计广告

有限公司
10,000.00 0.95% 长江豚类图片收集与整理项目款

11、感谢爱豚基金 江西昌大创新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0,000.00 0.95% 赣江南昌段桥梁分布及江豚活动

调查项目技术服务费

12、感谢爱豚基金 北京海迪菲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100,000.00 9.47% 江豚公益广告制作费

13、武汉、何王庙长江江豚迁
地保护区周边社区宣教

监利县水产局 400,000.00 37.87% 监利县何王庙故道（江豚保护

区）拦网建设项目费首期拨款

14、武汉、何王庙长江江豚迁
地保护区周边社区宣教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26,785.00 2.54% HSBC武汉分行武汉植物园举办
环境保护科普活动

15、2317项目--长江江豚人工
繁殖及保护区管理技术培训(香
港)

武汉市洪山区超频时尚

科技经营部
5,616.00 0.53% 豢养长江江豚饲养繁殖技术研讨

会宣传品费用（宣传台历）

合计 693,401.00 6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