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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证天通（ 2019）审字第 0301144 号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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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

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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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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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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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

信息包括年度工作报告中涵盖的财务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

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

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

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

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

当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

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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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

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

算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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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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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

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 ，设计和

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

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

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

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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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

理性。

（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 。同时，根据获取的

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

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国家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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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5,183.90         29,150,177.4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82,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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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622.6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2,205,183.90         29,150,800.06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82,552.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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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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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28,986,874.76      134,055,571.08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29,135,757.14        41,095,228.98        

净资产合计 110 158,122,631.90      175,150,800.06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58,205,183.90        175,150,800.0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58,205,183.90      175,150,800.06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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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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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9,838,904.74    519,838,904.74    305,031,589.75       305,031,5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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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044.03       1,460,720.98        6,912,765.01       4,994,590.69        797,060.07              5,791,650.76           

            其他收入 9 68,300.19            68,300.19            132,801.17           132,801.17              

收入合计 11 5,520,344.22       521,299,625.72    526,819,969.94    5,127,391.86        305,828,649.82       310,956,041.68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20,222,765.03    -                        520,222,765.03    293,884,600.07    -                          293,884,600.07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3 520,176,316.51    520,176,316.51    293,869,177.98    293,869,177.98       

            提供服务成本 14 -                       -                          

            商品销售成本 15 -                       -                          

            政府补助成本 16 -                       -                          

            税金及附加 17 46,448.52            46,448.52            15,422.09             15,422.09                

（二）管理费用 21 167,214.64          167,214.64          30,000.00             30,000.00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346,939.04          346,939.04          13,273.45             13,273.45                

费用合计 35 520,736,918.71    -                        520,736,918.71    293,927,873.52    -                          293,927,873.5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40 520,176,316.51    -520,176,316.51   -                       293,869,177.98    -293,869,177.98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4,959,742.02       1,123,309.21        6,083,051.23       5,068,696.32        11,959,471.84         17,028,168.16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业 务 活 动 表

上年数 本年数

项   目 行次

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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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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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5,488.23                305,031,5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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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37,823.33                     132,801.17                    

现金流入小计 13 83,333,311.56                305,164,390.9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83,444,755.77                293,869,177.98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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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69,814.06                     141,870.18                    

现金流出小计 23 83,614,569.83                294,011,048.1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281,258.27                    11,153,342.7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2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6,912,765.01                  5,791,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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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765.01                  125,791,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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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344,339.62                     

现金流出小计 43 344,339.62                     12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6,568,425.39                  5,791,6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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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167.12                  16,944,993.52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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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基金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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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于

2009 年 03 月 12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登记证号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000005000213348，有效期为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汝革，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

业务范围：开展助学、助老助残等社会救助活动，扶贫帮困、灾害救助等社会公益

事业。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未设有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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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根据

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本基金会编制的财务报表

除现金流量表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编制外，其余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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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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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周期

本基金会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活动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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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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本基金会将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

金。

本基金会将同时具备持有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

于转化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等条件的投资（包括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

投资，但不包括权益性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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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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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8、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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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无固定期限类理财产品，如果预计持有期限超过一年，应当作为“长期投资”核算与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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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值类”产品按照期末金融机构的净值预提收益，“非净值类”产品期末按照合同

约定的预计年化收益率预提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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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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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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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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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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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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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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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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12,205,183.90 29,150,177.42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 计 12,205,183.90 29,150,177.42

2、其他流动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增值税进项税 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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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合 计 622.64

3、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年初数

本年增加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长期债权投资

资金信托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120,000,000.00

合 计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120,000,000.00

续表

长期投资分类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所占

比例

核

算

方

法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长期债权投资

资金信托 120,000,000.00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合 计 120,000,000.00 146,000,000.00 146,000,000.00

4、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税率 年初数 年末数

①增值税 6% 73,707.15

②城市维护建设税 7% 5,159.50

③教育费附加 3% 4,589.19

④地方教育费附加 2% -903.84

合 计 82,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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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86,874.76 5,127,391.86 58,695.54 134,055,571.08

②限定性净资产 29,135,757.14 305,828,649.82 293,869,177.98 41,095,228.98

合 计 158,122,631.90 310,956,041.68 293,927,873.52 175,150,8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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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17,028,168.16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17,028,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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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31,589.75 519,838,904.74

其中：货币捐赠 132,459,600.00 83,275,488.23

非货币捐赠 172,571,989.75 436,563,416.51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其中：货币捐赠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305,031,589.75 519,838,904.74

6.2 大额捐赠收入

2018 年度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305,031,5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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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 非货币

国家电网公司 88,000,000.00 172,571,989.75 扶贫、援藏、光伏扶贫电站

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
8,985,600.00 山东公司巨野光伏发电项目

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
6,000,000.00 苏电对口帮扶

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
9,325,000.00 四川扶贫款

合计 112,310,600.00 172,571,989.75

7、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信托收益 5,791,650.76 6,912,7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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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5,791,650.76 6,912,765.01

8、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132,801.17 68,300.19

合 计 132,801.17 68,300.19

9、业务活动成本

9.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捐赠项目成本 293,869,177.98 520,176,316.51

②提供服务成本

③商品销售成本

④政府补助支出

⑤业务税金及附加 15,422.09 46,448.52

合 计 293,884,600.07 520,222,765.03

9.2 资助其他基金会

基金会名称 金额 货币或非货币 款项用途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462,588.23 货币 “电力爱心教室”公益项目

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 400,000.00 货币 点亮玉树公益项目

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 8,985,600.00 货币 山东巨野光伏发电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 400,000.00 货币 新长城大学生资助项目

湖南省扶贫基金会 2,300,000.00 货币 湖南新邵现小河村项目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1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山东大学教育基金会 1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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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西安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东北电力大学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上海电力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三峡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湖南省长沙理工大学教育基金

会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合肥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新疆大学 50,000.00 货币 特高压奖学金

合 计
15,348,188.2

3

9.3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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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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

压电网

奖学金”

项目

1,800,000.00 1,800,000.00

“国网

阳光扶

贫 -苏电

对口帮

扶”公益

项目

6,0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00

湖北“三

县一区”

定点扶

贫项目

200,571,989.75 200,571,989.75 200,571,989.75

合

计 206,571,989.75 208,371,989.75 208,371,989.7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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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年度慈善总支出

%
用 途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清华大学教育基

金会
150,000.00 0.05%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山东大学教育基

金会
150,000.00 0.05%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北京华北电力大

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上海交通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天津大学北洋教

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东南大学教育基

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武汉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四川大学教育基

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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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重庆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特高压电网奖学

金”项目

广东省华南理工

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

100,000.00 0.03%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国网阳光扶贫 -苏
电对口帮扶”公益项

目

江苏省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6,000,000.00 2.04% 扶贫济困

湖北“三县一区”定

点扶贫项目
巴东县人民政府 62,570,407.27 21.29% 光伏电站捐赠

湖北“三县一区”定

点扶贫项目

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协会
101,658,491.90 34.59% 光伏电站捐赠

合 计 171,628,899.17 58.35% 发放“特高压

电网奖学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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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30,000.00 167,214.64

③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

费用

④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⑤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⑥捐赠退回

合 计 30,000.00 167,214.64

11、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 银行手续费 2,616.09 1,629.42

2 账户维护费 970.00

3 其他 10,657.36 344,339.62

合 计 13,273.45 346,939.04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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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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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乾宜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长

刘广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王昕伟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冯凯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冯来法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李凯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吕海平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王延芳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理事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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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高压电

网奖学金”

项目

捐赠 20,673,168.91 797,060.07 1,800,000.00 19,670,228.98 限定用途

国家电网公

益基金
捐赠 7,000,000.00 7,0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阳光扶

贫—湖北集

中式光伏扶

贫电站项目

捐赠 172,571,989.75 172,571,989.75 限定用途

援藏项目 捐赠 30,000,000.00 30,000,000.00 限定用途

湖北“三县

一区”定点

扶贫

捐赠 29,000,000.00 29,000,000.00 限定用途

青海玛多县

扶贫援助
捐赠 30,000,000.00 30,0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阳光

扶贫-苏电

对口帮扶”

捐赠 6,000,000.00 6,000,000.00 限定用途

金寨县汤家

汇镇政府扶

贫款

捐赠 2,900,000.00 2,900,000.00 限定用途

湖南新邵现

小河村项目
捐赠 2,300,000.00 2,300,000.00 限定用途

访惠聚驻村 捐赠 2,019,000.00 2,019,000.00 限定用途

朝阳市喀左

县五家子村

定点扶贫驻

村帮扶项目

捐赠 800,000.00 800,000.00 限定用途

辽宁电力义

县定点扶贫

驻村帮扶项

目

捐赠 800,000.00 800,000.00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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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建始

县土岭村
捐赠 800,000.00 800,000.00 限定用途

朝阳喀左县

定点扶贫驻

村帮扶项目

捐赠 750,000.00 750,000.00 限定用途

北湾镇富坪

村便民服务

市场项目

捐赠 620,000.00 620,000.00 限定用途

“电力爱心

教室”公益

捐款

捐赠
462,588.23

462588.23 限定用途

“点亮玉

树”公益项

目

捐赠 400,000.00 400,000.00 限定用途

河南省电力

公司安阳供

电公司定点

扶贫

捐赠 300,000.00 300,000.00 限定用途

“电骡子”

爱心公益捐

款

捐赠 300,000.00 3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阳光

扶贫-卢氏

县南峪沟村

帮扶项目”

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阳光扶

贫-南召县

娘娘庙村帮

扶项目

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阳光扶

贫-爱心扶

贫温暖翟楼

项目

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限定用途

“光满爱心

红丝带”公

益捐赠

捐赠 60,000.00 60,000.00 限定用途

绿色生命线

路
捐赠 50,000.00 50,000.00 限定用途

罗田古楼冲

村精准扶贫

项目

捐赠 400,000.00 400,000.00 限定用途

对口支援三

峡库区移民

工程

捐赠 800,000.00 8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光明

工程”咸阳

市“小桔灯”

公益项目

捐赠 200,000.00 200,000.00 限定用途

国网电科院

“五方挂

钩”帮扶项

目

捐赠 800,000.00 800,000.00 限定用途

四川省电力

公司扶贫项

目

捐赠 9,325,000.00 9,325,000.00 限定用途

青海省电力

公司定点扶

贫项目

捐赠 4,000,000.00 4,000,000.00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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