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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红十字会

2019年度捐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

审计报告

浙广泽审字[2021]0168号

衢州市红十字会 :

我们对衢州市红十字会2019年 1月 至 12月 捐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

计,详见后附《衢州市红十字会 2019年度捐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专项说明》(以

下简称
“
专项说明

”
)。

一、衙州市红十字会对专项说明的责任

衢州市红十字会负责编制专项说明,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

制,以使衢州市红十字会专项说明不存在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衢州市红

十字会相关部门负责监督专项说明的编制过程,专项收支情况主动接受审计监

督。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
注

册会计师对专项说明审计的责任
”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衢州市红十字会,并履行了职业

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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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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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册会计师对专项说明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衢州市红十字会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

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

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

报告使用者依据报告作出的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衢州市红十字会社会捐赠款物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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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弊或错报导致的衢州市红十字会专项说明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

估时,我们考虑与衢州市红十字会专项说明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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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

市红十字会专项说明的总体披露情况。

四、注册会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

我们自2021年 3月 11日 接受衢州市红十字会委托,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一 )对衙州市红十字会接受的个人账户以及公司账户捐赠资金款项获取银

行对账单,进行银行流水检查:尤其关注大额资金捐赠入账金额、入账时间与捐

赠意向书的一致性;

(二 )对衢州市红十字会拨付资金进行检查,获取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 )对物资收支的审计

1.对衢州市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物资,检查捐赠意向和物资接收情况 (抽查

交接单、经手人签字等)。

2.检查物资的发放,根据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提供的物资出库明细表,检查

核对物资接收程序。

五、审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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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衙州市红十字会编制的专项说明在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衢州市

红十字会 2019年度捐款物接受和使用情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财务制度的要求。

浙江广泽 合伙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0

r中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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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州市红十字会

2019年度捐款物接受和使用

收支专项说明

一、基本佰况

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

社会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

康,维护人的尊严,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衢州市红十字会具有群众团体法人资格,地址设在衢州市三江东路 53号 。

衢州市红十字会 2019年度捐款物接受和使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

字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国务

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和 《中国红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相关

要求,对接受的捐赠款物按相关需要和捐赠人意愿统筹安排使用。

二、捐口掀物收支i0况

截至2019年 12月 31日 ,衢州市红十字会接受捐赠款物价值人民币 (以下

均为人民币)15,687,959.16元 ,衙州市红十字会支出捐赠款物价值人民币

27,016,636.82|7L。

三、捐口资金收支i0况

(一)捐赠资金收入情况

截至2020年 12月 31日 ,衢州市红十字会接受捐赠资金共计 15,687,959.16

元,捐款分为非定向捐款和定向捐款两个部分。非定向捐款收到42,452.34元 ,

定向捐款收到 15,645,506.82元 。其中:

l、 非定向捐款接受情况

非定向捐款收到 42,452.34元 ,其中:利息收入 31,44⒋ 63元 ,其他小额捐

款 11,007.71元 。 (详见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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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向捐款接受情况

定 向捐赠接 受 15,645,506.82元 ,其 中:接 受定 向捐赠救助经 费

15,227,536.82元 ;灾害补助经费捐赠款 1,000.00元 ;微书房困境儿童关爱项

目捐赠款 25,000.00元 ;卫士救助金项目捐赠款 323,650.00元 ;吕妈妈爱心团

队助学项目捐赠款 5,400.00元 ;干细胞捐献工作经费捐赠款 18,920,00元 ;器

官捐献工作经费捐赠款 44,000,00元 。 (详见附表 2)

(二)捐赠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衢州市红十字会安排使用捐赠资金 27,016,636.82

元。非定向捐赠共计使用 77,600.00元 ,定向捐赠共计使用 26,939,036.82元 。

其中:

1、 非定向捐款使用情况

非定向捐赠共计使用 77,600.00元 ,其中:用于江山市 6.6水灾救助

63,000.00元 ;用于小额捐赠支出 14,400,00元 ;用于账户管理费用 200.00元。

(详见附表 3)

2、 定向捐赠使用情况

定 向捐赠使用 26,939,036.82元 ,其 中:用 于定向捐赠救助经 费

22,759,397.67元 ;用于最美救助金项目 216,400.00元 ;用于灾害补助经费

1,000.00元 ;用于卫士救助金 42,000,00元 ;用于吕妈妈爱心团队助学项目

5,400.00元 :用于器官捐献工作经费 54,000.00元 ;用于干细胞捐献工作经费

200,00元。 (具体使用情况见附表 4)

附表 1.2019年衢州市红十字会非定向捐款捐赠资金来源明细表

附表 2.2019年衢州市红十字会定向捐款捐赠资金来源明细表

附表 3.2019年 衢州市红十字会非定向捐款捐赠资金使用明细表

附表 4.2019年 衢州市红十字会定向捐款捐赠资金使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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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

衢州市红十字会

二O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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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珀人 捐瞠金额

吴洛恒 500.00

仲尼中学 1,?04.00

衙州市红十字会全体10人 l,11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953.99

网上汇划 2.409.72

5,000.00

利息收入 31,144.63

合  计 众2,452.34

表1:2019 州 红十
冖 ~,‘~
月El口 J

士
`,不|^ 金来 细

序 号



表2:2019 州 红十 会定向
士 宀

示人 金 来 明细表
序号 捐△人 捐

"项
目 捐V全钮

定向捐Ⅱ救助经费

浙江普农家电有限公司 最美好媳妇 50‘ 000.00

衙州市温州商会 衙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20,000 00

50.000 00

12,367,500.00

衙州市经岳泰业有限公司880,500,00元 ,衙州市愆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3,169,∞0.00元 ,衙州市一顸机械有限公司
7-289.000-oOir. 臼

""1祠

i尔市小H磁五钅|7.289~000-00而 F

10.000.00

省红十字会 为生命救援加油 lO5,036,82

浙江省烟草公司衙州分公司 复困救助 20.000,00

石梁镇白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500.000,00t汲外环置业 自限公。J|浙江省海疮放负廷宣果团有限 公。J釜
咨 孑

^司
|

石室乡九龙村 lO0,000,00

5,000.001(l 贫因学生助学

小计 15,227,536.82

灾害补助经费

:.000~00ll

1,000.00小计

放书房困坎儿上关爱项目

25.000.0012 行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25,000,00小 计

四 卫士救助全

卫士救助全 61.000.0013

卫士救助全 132,660.001· 1 衙州市公安局

卫士救助全 130,000.0015 浙江省烟草公司徊州市公司

323.650.00小 计

五 吕妈妈爱心团队助学项目

吕妈妈爱心团队助学项目 I,800.0016

吕妈妈爱心团队助学项目 3,600.00IT 浙江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衙州分公司

5,dO0.00小计

干细胞捐志工作经费

干细胞捐献工作经费 18,920.0018

小计

七 器官捐志工作经费

器官捐献工作经费 44,000.00lg 浙江省红十字会

44.000.00小计

15.645.506.82合 计

18,920.00



3: 2019 红
△

爿
/_
1。J 用 细

实施项目 金额

拨入开化县树范村博家救助金 8,000.00

博爱送万家 5,000.00

博爱送万家 1,400.00

江山市6.6水 灾救助 63,000.00

账户管理费 200.00

合 计 77,600.00

序号



序号 使用颐目 使用金额

定向捐赠救助经费

11,每 56.500.00衢州市菁才中学

衢州市菁才中学 12,367.500.00

大病贫困救助 50.000.00

lO,000~00

最美好媳妇 50,000.00

105,036.82衙州市先锋红十字应急救援队为生命救援加油

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2,000.00困难家庭救助

2,500,000.00石梁镇白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6,620,036.82小计

最美救助金项目

216,400.00lo 最美衙州人走访慰问

216,400,00小计

灾害补助经费

1,000.00ll 临海灾区捐赠

1,000,00小计

四 卫士救助金

10,000.0012 卫士救助金

I3 卫士救助金 lO,000.00

卫士救助金 lO,000.0014

】0,000.OO15 卫士救助金

2,000.0016 卫士救助金

小计

吕妈妈爱心团队助学项目

1,800.00li 定向助学李圣杰

1,800.0018 定向助学傅玉婷

1.800.0019 定向助学傅桐

5,400.00小计

器官捐献工作经费△~

'、

13,000.0020 器官捐献困难家庭孩子助学

34,000.00

7,000~0022

54,000,00小计

七 干细胞捐献工作经费

200.0023 欢送干细胞捐献者赴抗捐献

200.00小计

合计 26,939,036,82

附表4:2019 州 红十 会定向 宗欠捐贝曾 金使用明细表

79,000.00

42.000.00

五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