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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

2017 年年度支出财务公开 （单位：万元）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一直以来遵循公益收入及支出的公开、透明原则，为了进一步增强机构的公信力、项目的高效运作能力、财务规范化，瓷娃

娃将在每月定期公布公益收入的基础上，每季度公开收支财务报告，每年公开年度财务报告，欢迎捐赠人及社会各界监督、指正！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帮助、陪伴、督促瓷娃娃的规范、可持续发展！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行政财务部问询电话：010-63458713- 808；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部问询电话：010-85118943-6255

1、年度收支概况对比

时间 收入 支出

2017 年 ¥302.30 ¥387.48

合计 ¥302.30 ¥387.48



2

2、年度收入分析

款项来源
捐款金额

瓷娃娃银行收款 ¥291.84

瓷娃娃淘宝小铺 ¥10.46

福基会专项基金 ¥0.00

财付通 ¥0.00

51give 收款 ¥0.00

支付宝官网收款 ¥0.00

新浪微公益收款 ¥0.00

合计 ¥3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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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概览

类别名称 支出金额

*关怀服务 ¥173.59

赋能发展 ¥53.83

公众参与 ¥84.80

*****行政及运营 ¥75.26

总计 ¥3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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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票未回支出

支付单位及个人 发票未回原因 支出金额

李净洋 项目借款 ¥2.00

张艳丽 项目借款 ¥2.00

张志成 新办公室房租押金 ¥1.70

张志成 新办公室房租 ¥10.20

訾河山 项目借款 ¥5.00

孙荣甲 山东办公室借款 ¥4.02

总计 ¥24.92

*2017年度中，支出中因发票未回，有 249200元未能及时公开，详见支出概况中发票未回中的阐述，此部分支出将在 18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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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项目支出披露

（1）社群发展支出明细：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 占比 备注

零花钱计划 ¥10.34 5.95% 针对 2岁以上儿童，三年内给予资助

钢铁侠计划 ¥16.04 9.24% 对贫困 OI 患者至多 3万手术、药物和康复救助

个案救助 ¥0.65 0.37% 中国福利基金会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

小手拉大手-康复营 ¥27.25 15.70% 对 OI 家庭提供水疗培训、心理支持，培训康复师

部门运营费用 ¥0.43 2.68% 维持部门正常运营的费用

就业 ¥0.70 0.40% 救助及服务病友，接听病友咨询，求助热线

病友大会-17 ¥32.23 18.57% 第五届病人大会，每两年一届

钢铁侠（公益宝贝） ¥59.09 34.04% 对贫困 OI 患者手术、药物和康复救助

砂砾计划 ¥0.10 0.06% 大学生在公益组织和互联网领域的一年实习项目

康复巡诊（康复马拉松） ¥10.57 6.09% 和 OI 专家团队到各地进行医生培训和患者义诊

支持济南瓷娃娃发展 ¥16.19 6.90% 支持山东瓷娃娃发展费用

合计 ¥173.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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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赋能发展支出明细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 占比 备注

协力营-17 ¥8.92 16.57%
培养罕见病，残障个体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自立生活-17 ¥9.55 17.73%
培养罕见病，残障个体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自立生活-福彩配套-17 ¥15.58 28.95%
挖掘和培养有意愿为社群行动的人士

自立生活-福彩-17 ¥13.69 25.43%
挖掘和培养有意愿为社群行动的人士

协力营-16-ME ¥4.59 8.52%
提升社群组织行动力，稳定社群组织团队

自立生活-16-ME ¥0.05 0.09%
培养罕见病，残障个体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协力营-16 ¥1.46 2.71%
培养罕见病，残障个体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合计 ¥53.83 100.00%



7

（3）公众参与支出明细

项目名称 支出金额 占比 备注

病痛挑战基金会 ¥70.01 82.56% 用于病痛挑战基金会人员费用

罕见的生命故事 ¥1.34 1.58% 用镜头走进真正的万分之一！

部门运营费用 ¥4.11 4.84% 众筹病人大会的款，从基金会平台提到中心

2016 国际罕见病日传播 ¥6.04 7.12% 从基金平台提到中心支持艺术节项目

为包珍妮圆音乐梦 ¥2.44 2.87% 因筹资产生的费用

纸质传播物 ¥0.72 0.85% 通过平板支撑挑战活动倡导公众支持瓷娃娃

瓷爱空间 ¥0.14 0.16% 项目人员执行费用

合计 ¥84.80 100.00%



8

（4）行政及运营支出明细

科目名称 支出金额 占比 备注

运营人力成本 ¥22.96 30.50%
包括机构行政财务人员工资及其他同事社保扣缴

费用

专项基金管理费 ¥0.00 0.00%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收取的专项基金管理费

财务费用 ¥0.56 0.75% 包括银行收取的各类网银收费、打款手续费等

办公费用 ¥10.21 13.57%
办公室低值易耗品的购买，日常维护，以及运营

的其他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 ¥1.68 2.23% 折旧，摊销费用

摊销费用 ¥10.30 13.69% 包括瓷娃娃北京办公室及山东办公室

病痛挑战，共同直面 ¥29.55 39.26% 针对罕见病初创型组织的支持项目

合计 ¥75.26 100.00%

注：1、专项基金管理费由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未能提供，造成运营成本减少

2、由于房租发票 102000 元未回，造成运营成本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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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益相关方披露

利益相关方 业务描述 承办机构 给付金额

北京圣地苑宾馆 协力营秋季营会议费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3.84

北京中视凌志文化传播中心 珍妮《予生》唱片制作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1.48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有限公司 病友大会场地费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9.31

张志成 办公室 6个月房租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10.20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有限公司 病友大会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7.45

上海融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罕见病传播数据统计管理系统费用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1.27

北京明天美好自诩服务有限公司 ABC 品牌咨询服务费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1.20

我们的家园 我们的家园康复师专家服务费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1.70

合计金额： ¥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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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确认签字： 会计确认签字： 主任确认签字：

1、本报告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共同披露。

2、2、在“类别名称”中，4 大类别各有其涵盖的部分，其中：

关怀服务包括：病房关怀、心理/康复关怀、信息咨询、瓷娃娃期刊、医疗救助、实物救助、梦想支点、其他救助；

赋能发展包括：培养罕见病、残障社群独立意识和能力、培养罕见病、残障社群的公益理念和行动力。

公众参与包括：科普宣传、志愿者发展、媒体宣传、其他；政策法律包括：政策倡导、法律援助等

行政项目包括：机构行政及财务人员的工资、社保医保缴纳部分、办公用品、房租、水电等；3、除行政人员费用外，机构其他人员费用由项目承担。

3、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是由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设立的专项基金，目前所有捐款都已汇入上述专项基金账户，产生的费用通过履

行基金会支出申报程序报销。

4、“罕见病发展项目”2013 年，瓷娃娃将原有的罕见病发展部独立出来筹备罕见病发展中心，指定用于罕见病发展部独立运作项目，按照独立财务预算进行支

出核算，收支均由该部门负责人审核把关。由于该部门 2014 年已在上海注册成功，注册名为：上海四叶草罕见病家庭关爱中心，由于其在瓷娃娃尚有部分项

目款没有结项，因此原有项目还需在瓷娃娃核算收支，自 2015 年 1 月起更名为代理上海四叶草罕见病家庭关爱中心（专项资金）项目名为：CORD，所属类

别：上海四叶草（代理），此项目已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结项

5、“东方丝雨项目”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基金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下面申请的支持渐冻人的专项资

金，由于基金会财务规定：内部基金与基金之间不能相互转账，因此将东方丝雨的支出暂时放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下面核算支出，

但相关项目及财务责任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北京东方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基金全权承担。为了不引起支出的混淆，故将东方丝雨的支出单列，并命名为

北京东方丝雨渐冻人罕见病关爱中心（专项资金）项目名为：东方丝雨，所属类别：东方丝雨（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