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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四川爸青年创业就业纂金会

5351000069697s7782                                                                                                                                                !

通过资金扶持·技能tsai·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社会侣导·帮助四川省鸟年创业就业·促进四川省曲年发   ;

展·                                                                                                        ;

面向尚年创业就业开展资金@姑执 技能培训·信吕服务·政策协调·社会倡导·                               "

共尊团四川省委

成都市苟羊区过街嘿街17弓@栋3层四号

028-86637307

http://www.sye.org en/

B3HS (  )

028-86633975

028-86633975

526774287@qq,com

028-86630775

1071O39139@qq.com

宋发行刊构

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川财悦(2021)16弓

无

无

8253

2O2O·09·01

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宗旨

业务范国

业务主管单位

成立时间2009-11-26原始基金(开办资金ll万元@400.00

足峦为慈智组织是认定(登记)为慈善组织肘问2020-09-01

是否取得公开劳捐资格证书是取得公开错侣资格证书时间

棚斤
电子邮们scfyec@126.com传页

邮政编码610015网址

法定代表人

娃各张万嵌

旺不组织担伍的职务固定电话0羽·旺巴兑H

手肌号码13982228122

秘书长
姓名周涌口定咆话

引几弓lp@18980929652电子邮箱526774287@qq.com

联系人
姓名周摘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18980929652电子邮箱

新闻发言人
姓名iSSJ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13618052288电子邮船

理事人数19监牢人数

负责人人数与专职工作人员人数

工作人员总数6中共党员人数4

大学专科人数0大学本科及以上人数

35罗及以下人数236岁至竹岁人数

啪岁至巧岁人数0%岁及以上人数

举办刊物情况

税收优惠资格是否取得武近一次获得资格时间及有效朗

公益性揖赌碗前门除资格是2021.lo.29·有效朋2020-2022年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艳否无

其他g无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情况

[二)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lzl次埋事会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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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理生会成立时间2020-12-25

遗程规定的理单会任期4SE

是否到涣届时间否

i. 本编织于l20@1 l年lD，1用lll日召开l 。1届1，)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21-07-19

会议地点成都市肯羊区过街楼街门号@栋3层D号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会叹议题1·审议@扣四年度决算@2审议缸O拥年摄财劳工作股舌@

出席理事名单

张万谦韦德·朱梦亏厨痛诅敏·刘伦迸·朱星仟·伍勇怒·刘天·霄建·陆男唐发明·张书平李国椿·

柒学斌·杨华平·吴艳·赖宏

未出席理理名单

乔志军

出席监事名单

强伟王春生·张鹏

未出席监唾名单
无

岔义决议

@审议并通过@儿扣年拄诀吏@

2审议卉通过@却凹年慑财务工作报告@

表决市王七鼓掌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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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组织于l2021 l年l12 l月l23 l日召开l"l届l3 l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21-12-23

会议地点成邪市青羊区过街楼街17号H乐3层P号

召开方式视频会议

无

会议X蛀

@·畔议@扣乃年度工作般镐@2·串议@却担年度预荧@3·审议@关于基金会新增不田彦改有关规帝制度的撮告@

4·审议@关于基金会部分固定资产作废的报篙@@·审议@关于却羽年度四川市年创业促进计划工作安排的报告@

6·审议@关于设立污创计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折况汇银@7·审议@关子接收捐嘿款项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栗

助淮乡材振兴的惯况;@l慑@

出席理中各单

张万谢·韦衍·朱梦贫周摘·过敏刘伦进·失星伟·伍劳患·刘天·雷迂·唐友明·李国特·类学屈·杨华

苹吴泡·卉志叟

未出席理工各申

赖宏熊囊张书平

出席监牢名单

甜。@·王春生·张鸭

未出席监宇名单

无

会议决议

@·审议拜通过技o乃年度工作报告@

2·审议拜通过@叩22年度预弗@

3·审议并通过@关于扛金会新增札修改有关规章制度的报告@

4·审议并通过@天于基金会部分固定资产作废的阳告@

5·审议并通过寸关于2曲2年度四川旧年创业促进曰划工作安排的报告@

6·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面创计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R;@报@
7·审议拜通过@关于接收娟赌款项用于巩回脱贫攻坚成果助准乡村旧兴的帖况汇胶@

表决方式鼓睡

s

sa



[三]理事会成员情况

第4页



第4页插页

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政治面貌

理不

会职

务

在登记管理

机关行案时

间@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tWsl人民

币元@

领取报

酣粕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政机

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诅

[离)休千部

退(离@

休干部=

否办理备

案手续

11乔志至531975-11-02群众理手2o21，0@·05

2020-12-25 

j02@-I2·24

0
无
否否

12伍劳怒女1971-o@·27民主党派成员@甲j·2C21·O3O5

20拇·眨·25

刀神·门·挡

0
无
g否

13熊尧男1975-06-22民主党派成员理芋2021-03-05

2020-12-25

2024-12-24

0
无
否否

14唐发明男1978-11-16中共党员理革2021-03-05

2020-12-25 

2D2聋·12·24

0
无
否否

15杨华平罗;1980-03-17群众理市2021·巴·0@

2020-1?·25 

202@·@2·j坤

0
无
否否

16吴艳支l978，06·oS中共党员理苫2021-03-05

2020-12-25 

2O2A·12·24

0
无
否否

17李国佑艾1979-01-29中共觉员暖丁刀刃·睦书5

2020-12-25

2024-12-24

0
无
否否

18又1尹吏男1982-lo·28群众理串zo21-03·o5

2020-12-25

2024-12-24

0
无
否g

19雷建男1972-12-30中共党员埋宁2021-03-05

2020-12-25

202-1-12-24

0
无
否(5

@



[四)监享 (监事会 )情况

是否成立监书会·否

S5555

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

间

本年度在本组

织领取的报酬

和@hx6@人民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蹦几

关，国有企辞

业单位退

@离)体千部

i!（5S）

一

泌

fg#s

1王春生男1976-03-16群众202I·03·O5

2020-12-25

2024-12-24

0
无
否否

2熊伟女1971-lo-21民主党派成员zo2@-03·05

2020-12-25

2024-12-24

0
无
否否

3张鹏男1992-06-14中共党员2021-03-05

2020-12-25

2024-12-24

0
s
否否

@

@

@

@



[五 ]专职I作人员情况

本组织共有专职工作人员l6l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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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姓名1生S!出生日朋政治面貌学历所在部门及职务

1周搞女I977-06·08群众本科
秘书处秘书长

2逆敏女1981-12-31中共党员本科
棚磋处副明书长

3杨吞梅支198@·@2-23群众木科
财务部

4高潮男1982-06-18群众本@4
办公室

5故严艺女i989·lo·O苟中共党员本科
项目S

6杨南帆女1990-05-21研众本科
宣传部

专职人员的半平均工资为9@86475 元



(六)内部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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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制度O有无

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

有股权的实体1朋勾管理·

内设机相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O有无

代表机构营理制度荷O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荷O无

内设机构制度O有无

证书印肛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

管理制度
O有无保管在秘书处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

制度
O有无保管在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人员管理

人邮蟹理制度Q有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人数
6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6养者保险6
医疗保

险
6

工伤保险6生育保险6

奖惩制度O有无业务@配1制度有O无

志愿舌管理志愿番管理制度有全无志愿者数0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O有无

资产管理制度O有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歹@出全部开户行@人民币银行!碍(列出全都账号@

交通银行成都人民南路支行511607014018010065677

外币开户银@亏@夕!l出全部开户行@外币银行账号@歹!T全部账号@

s无

税务登记回登记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日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甲捐赠收据税务发票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岗位是否持有会不朽正专业技术资格

周摘出纳Q有无会计员

杨苦梅会计O有无会计员

有无

有无

有无

有无

信惠公开
信息公开

制度
山有无

其他管理制度

专项翠全管理办法财务风险控制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收支预拉制度·羞旅费管理办

法、工作人员带薪休假制度·公文管理办法·工作人员因病因事请假规定·计龙』生育规

定·加值班补贴发放管理办法·内都会计控制制度·岗位及新酚管理办法·人事管理制

度·事业发展基金色下里办法·项目运行费用管理办法·新闻发言人制度·印章使用管理

规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报鞘管理细则捐赠管理办法·证照管理办法·票据管理制

度货币资金督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档案首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七)党组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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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党组织否

是否将党的建设纳入理程，并报业务主管单位或党建领导机关审查·报登

记管理机关核准
已获得童程核准通知书荤程核准通SB"文号

无编号，章程于

2020年9用4日核

准通过

党员忠人数神人

畔团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否是否建立团组织否

是否建立妇

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oa

"盯储牡
姓名联系方式派出单位

裴家028-86260131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t)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1九)专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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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办理情况批复时间

足O否变更各称巳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O足否变更@打厅厂@earn 正办理未办理2o21·oz·o4

姓O否变更业务范围SOTS DE办理未办理

足O否变更原始幕贪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是Q否变更法定代表人已办理正办理采办埋

足Q否变更业务主管单位已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足O否变更宗旨earn 正办婆未办理

姓O苗修改朝呈巴办理正办理未办理

起Q否负责人变更已办理正办理末办理

分支击财勾总数0 个
本年度新设0 ?

本年度注销0 个

代表柑勾总数0 个
本年度新设o 个

本年度注销0 ?

专项基金总数1 个
不年度新设0 个

本年度注销0 个

内设机构总数0 个
本年度新设0 个

本年用主捎0 个



3·专项纽金惦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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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专项基金名称成立时间发起人出资人负责人使用账户性质

1
四川H年创业促进计划项

日
2o@5·o4，I0

爸财政厅·省人社厅·团

省荧

爸财政厅长万@较
基金会基本账户

序

亏

是否成立专项基金管理

机构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人数

本年召开会

议次敬
钉集资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本

组织的管理制度和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

1足1匀2定向捐茁足
四川由年创业促迸计划

顷口

""一一一"""""""""



三、公益事业支出等情况/慈善活动支出相管理弗用支出情况

1一)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三)大硕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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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茸现拿合计

一·捐赌收入610000.000.00610000.00

@一j来自境内的捐赠收入610000.000.0061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嬉000.00

来自壤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6100000610000.00

@二j来自壤外的捐蜡0.000.00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始000.00

来自壤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娃
000.00

项目现金非现贪合计

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揖增收入0.000.000.00

1一j来自境内的捐蜡0.00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脂000.00

@二j来自壤外的捐赃0.000.000.00

其中来自遗外自然人的捐赠00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000.00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甩途
现金耳舰贪

中国竹年创业就业恤金会
6100000

创府告中国前年创新创业项目支@献十

划资助饮

合计610000.000.00



@四 1支出情况

具有公开其娟资格的慈摈组织单位 :人民币元

肛况说吧

单位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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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拿茁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26352677.67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26352677.67

本年度单支出29255040.04

本年度用于慈菩活动的支出28216083.72

管理费用1036341.37

其他支出2614.95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入平均数的比例@107.0 %l综合三年0 %l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3.54    %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o元

请说明具体擂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0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



(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其担活动备案情况

L公费怒吞项目开展柑况

共开展7(2项公益蹋苦项目·项目担支出力l27@20000.00元人民币·具体向况如下:

曰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O 其他

授务地区:

境?h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币      ;可dt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告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 四川省      美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宁丑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厘门市      宁波市

吉林省

湖南省

陕西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广东省

甘肃省      青海省

项目介绍 :

四川前年创业促进计划足团省委为多渠道引导·激励·帮助·支持广大青年创业就业·联合财政厅·人社厅共同发起·在全省范围内实施的青年创业扶持项目·

2oi5年以来经省级群团郎门联席会议通过·省政府从创业就业专项资金中共拨wi.i亿元专项资金在团省委下成四li眉商年创业1就业基全会设立高创汁划专项基金统

一管理·其中i.o@iz元用于面向全省i8-4o周岁创业青年·在川创业i年以内的微小型创业项目·惶供3-io万元兔忠·兔担保·免抵押创业启动资金货款·并匹配一

名创业导师志晦舌"一对一"陪伴式辅导三年·引导青年进入工商网络·帮助常年成功创业·3oo万元用千组织翅设·币@州i 办工作经费及导师培训等·创业竹

年分阶段式还款·前六个月每月还1元·从第七个月开始等颧还款·三年还清·偿还的启动资金滚入基金池·用于扶持更多创业百年·截止目前·汪全省招募创业

导师志愿吾i9oo余人·接受创业户年咨询iooooo余人次·为创业青年累计堤供i4.8万余小时评审·辅导志舆服好时间;累计发放贷款2亿零44.s万元·扶持创业项

目2375个，带动就业25090人·

mum

1

项目名称四l11宙年创业促进计龙@项目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Q是否

项目收入:17485833.92 元

项目支出27320000 元

项目来自公开劳揖的资金(物资折lnl收入o元

项目来自壤外资金捐赠收入0元

项目来自域外物资捐赡收入o 元

"""一一"一"一"一一"
项目来自质外物资捐赠的种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食品类及饮用水医疗类放学仪器、邱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j直接用于环境铺户的专用仪器其他直接用于慈曾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资助运作O混合

曰务对象P所有人几重者八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其他



2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Q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saws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节  片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高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昔  ·   青海省

宁迂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宵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团的+A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团中央书记处部署要求和"推动亩年创新创业服务到人·到项目"

的工作思路·由团中央常年发展吾僻口中国沿年创业就业基全会联合实施"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支@拘十划·本项目以培育新时代青年创新创业主体为宗

旨·通过发掘一批宙年创新创业主体进行商接资助干口市点你支持·以进一步聚焦共青团为党有人功能·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项目周期为@年l202T·2025 

年1·盅点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大学生创业就业等3类群体领域·分设科技创新"攀登tH划"·乡村振兴"头雁计划。·大学生创业"金神子计划"@个子项

目, 5年共支@寺@类创新创业项目共30O0个·202l年似支持不少于600个·

第R页插页

一

是否对孩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Q是否

项目收入610000 元

项目支出o 元

项目来自公开糊捐的资金@物资拙创收入o 元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揖赂收入0元

项目来自城外物资捐赠收入o元

瓦白@;舀儡畅资瓶赠的种衣献亏裤·鞋帽等生瞎茹矗用品蕉品类及铰高水医疗类故学夜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类@可多选)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运作模式O资助运作混合

服务对象所有人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少数族裔某类特殊人群某类病种人群申其他



"""     。""       ·        "            "                      ·托尺¨撵。·       ··甜咐肛     "

2.公开耽活动备案械兄

共新增募捐方案备案 ·0                个，其中涉及互联网募揖备案 0                个·线下异地募捐 0                个

SB13M

-，!·@;@

。'一""'

i一@





3·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霞点帮扶地区活动情况

是否开展支持乡村振兴臣点帮扶地区活动O 有无

开展了l1l项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第@4页

项目名称四川亩年创业促进计划项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2340000 元·受益人24 户95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四jii 省全市全县

项目类别@多

选@

鲁望蠢扩兴志忠惫翌人篱搬迁乡咒簿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健康医疗骆出没施

项目内容简

述

四川宙年创业促进计划厘团管委力多渠道引导劳助拈助艾特广大霄年创业就业扶合财政厅人杜厅共同发起在全簧范围内实施的周

年创业扶持项目·2oi5年以来绞省级群团部门暖席会议逆过省政府从创业就业专项资金中共拨付i@亿元专项资金汪团百委下机四川省理年

创业就业基全会设立用创计划专项基金统一管理·其中@o7l乙元用于面向全古书40周岁创业性年·在川创业@年以内的微小型创业项目·提供

玉io万元兔息免担保免抵押创业启动资全货款·并匹配一名创业导师毒肋舌--灼-·陪伴式辅导三年·引导田年进入工商网络want 

年成功e@uk。300万元用于组织建设市(川j办工作经典及导师@@训等·创业栅年分阶段式还款前六个月每月还@元从第七个月开始等额

还款·三年还湘·偿还的启动资金深入基盒池用于扶侍更多创业杆年。拢吐目前·在全省招睁创业导师志愿者1釜0余人，接受创业椅年咨询

lo叨叨余人次·为创业高年理计提供皿8万余小时评审辅导再柑服务时间累计发放贷款@亿禹@44.5万元，扶持创业项目237S个带动就业

石09O人·



4·下年度计划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檀况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O 有     无

*isjh

项目名称四川前年创业健进计划功目

项目支出人民币500叨叨元，受益人50 户200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四ll1告全市全县

。@，，@，、@，，

项目邀归多

送@

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健康医疗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志愿服务易地搬迁申其他

项目内容简

述

四川1讨年创业促进计划是用寄委为多渠进引导激励抬助支持@"大村年创业就业联合财政厅人杜厅共同发起在金WS回内实施的仔

年创业扶持项目·2015年以来经省级群团部门联席会议通过·省政府从创业就业专项资金中共拨付@i亿元专项资金在团省委下寐四川省商年

创业就业基全会设立青创计划专项基金纪怡理·其中i.o7l乙元用于面向金si仙周岁创业青年在川创业@年以内的微小型创业项目提供

3-io万元免息免担保兔抵押创业启动资金贷款·并匹配@名创业导师志忠者一对一'陪伴式掩导三年引导青年进入工商网络松的府

年成功创业·3oo万元用于缠织速设·币@州)办工作经费及导师@臣川等·创业吨年分阶段式酣·前六个月每月还i元·从第七个月开始等额

还款·三年还滴·偿还的启动资金滚入基金池·用于扶持吏多创业市年·我止目前在全省沼襄创业导师志患舌@叩0余人·接受创业宙年咨询

ioou叩余人次·为创业者年累计牲供U8万余小肘评审·辅导志忘服务时问毋计发放贷款2@z零44.5万元，扶持创业项目2375个，带动就业

25090人·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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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他

组织资助给受益

人的款物

力提供慈蔷服务

和实施慈善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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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自

发生的羞旅、物

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

计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总计

四川青年创业促进汁划

项目
17485833.9227320000000201471.1227521471.12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项目
610000000000.00

合计18095833.9227320000 000000.000.00201471.1227521471.12



@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第17页

项目名称大颧支付对象支付金哲占本组织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用逸

四川右年创业促进计划项目全省@B·旬岁创业宙年27521471.1297.54%

向通过评审的创业项目发放

弗击免担保免抵押的项目启

动资金贷款·向铬级地方办

公室匹配工作经费·以及培

训等·

%

%

%

%

%

%

%

%

%

合计27521471.1297.54%





2·本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的慈善信托单位:人民币元

warn



(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关联方

弟2O页

关联方与本组织的关系

四川竹何年联合会白发起人主要旭姑人理理主要来源里位投资的候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且人彬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仁大彤响关系的缠织

共订团四川省委
白发起人主要把姐人理取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一其他与本组织存田全制共同控制站舌邮大彬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血大彬晌关系的组织

四川守工商联合会十发起人主要捐嫌人理享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集他与本组织存花控制共同控制或者咀大彤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址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大英县冉礁膏亩专业合作社真@慑组织存在控制翻1或舌盂寞嚣纶系品货婴主要营戳组组献遇篙翼篙释蠢或者皿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啪乎拙脑酸

一

发起人主要捐铀人竹理撑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锥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真大彤晌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耳大形响关系的组织

@成都沃钉行文化传拼有跟公
一

发起人主要娟菇人十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挂剖共同控制或者加大彬饲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坤大彤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省肝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人主要捐姑人申理马王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地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真大彬呐关系的组织

成都新空间仕会工作报务中发起人主要捐甘人申理真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梭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皿大杉啊关系的个人某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血太彤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垣囊填科技育娘公司发起人主要搞姬人且理耳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田全制共同控制或者且大彤晌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真大彤响关系的组织

成都创伯华迪值思技术苟跟

一

发起人主要佣旭人幸理事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盅大彬喝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血大彤响关系的组织



第却页插页

关联方与本组织的关系

广安憾丰描易有限公司
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竹蜂肛主要来源单位投餐的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盅大彤晌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苗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膏创孵化器靶有限公

一

发起人主要捐始人申理单主鲤来源革位投资的阳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彤晌关系的个人具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甘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一。""蹄
发起人主要捐菇人广理硕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械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田大彬晌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吉站大彤晌关系的组织

碗澳斯特放畜营迂育限公
一

一

发起人主要捐增人口理理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舆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耽大彤晌关系的组织

成祁众仁文化传抽有限公司
发起人主要捐籍人仁莲毋主要来源单位投贺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夜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纪织存在拍剖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彤响关系的组织

年S花市B材辞居瞄杭

-一"

发起人主要捐增人相理耳主要来源里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捌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彬啊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纪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祖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宙凭阳百一限公

一

发起人主要捐期人钩理电主要粟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廉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具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若市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四川跨客通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人主要捐菇人曰理蜒主要求源单位投资的披投资方

宾@也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1司@空制或者挺大彤晌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丑尹出晌关系的组织

成都米响碑学枚
发起人主要捐贴人甲@理性主要来源单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色与本组织存硅彼性制共同控制或者攘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胆大影响关系的缉织

四川恒丰饲抖有限公司
发起人主要捐趋人日理理主要莱腑申位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其他与本组织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芭太彬晌关系的组织



八与关联方交易·舌  O 无                                                                                                单位:人民币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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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育  O 无

36223a





5、关联方未结钎应付项目余额，"·有  O 无

S2435





"2S豌



四、财务会计报告

镐制单位:

[一)资产负债表

年月日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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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行
次
年初数期末枚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期末敬

流动资金·流动负镁

货币资金125394189.471225674.62短期借款6100

短期投资2500000000应付款项6270608041.9681194416.2

应收账款350741632.4455589008.57应付工资6300

预付账款400应交税岔6500

存货800预收账款6600

(S摊费甩900摈堤费甩71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

权投资
1500预计负使72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
7400其他流动资产1800

流动资产合计20126135821.84126814683.19其他流动负债7800

流动负债合计8070608041.9681194416.2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2100长期负使

长期债权投资2400长期借款8100

长期投资台汁300.000.00长期应付款8400

其他长期负债8800

固定资产·长期负做合计900.000·00

固定资产原价31223589168398.99

慑累计折旧32199288.0415512834受it@t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3324300.9632970.65受托代理负债9100

在建工程3400

文物文化资产3500负债合计10070608041.9681194416.20

固定资产清理3800

固定资产合计4024300.9632970.65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4100争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1019385112.099320434.97

受托代理资产·理定性净资产10546166968.7536332802.67

受@刊戈理资产5100净资产合计11055552080.8445653237.64

资产总计60126160122.80126847653.84负债和净资产总计120126160122.80126847653.84



(二 )业务活动表

摈刮单位: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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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f于

;欠

上年数本年累计激

非限定性摄定性合计非限定性跟定性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14280821.2304280821.236100000610000.00

会费收入2000.0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3000·00000.00

商品销售收入400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55430000543000.001500000150000.00

投资收益63539353.4203539353.42000·00

其他收入9261510.9217727992.117989503.021110362.9217485833.9218596196.84

收入合计118624685.5717727992.1026352677.671870362.9217485833.9219356196.84

二，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124206602.52595500030161602.50896083722732000028216083.72

@二)管理费用211036934.1601036934.161036341.3701036341.37

@三)筹资费用24000.00000·0o

(四) 其他费用28000.002614.9502614.95

费用合汁355243536.6625955000.0031198536.661935040.0427320000.0029255040.04

三、琅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40000.00000·o0

四·净资产变动额@着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坷列@
453381148.91·822@00@9-4845858.99·巳6万豆-9834166.08-9898843.20



[三)现金流量表

摈刮单位:
年度单位:人民币元

弟恭页

项目?:盆颧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厂·

接受捐赌收到的现金16100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2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3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贪40

政府补助收到的视盆5150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理拿87607392.07

现金流入小计138367392.07

提供捐赌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1410586374.2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15702004.59

炮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16896083,72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19334335.31

现金流出小计2312518797.8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计净额24@4151405.79

一·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伍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255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260

处且固定资产和天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27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300

现金流入小计3450000000 00

妇硅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3517108.99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36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390

现金流出小计4317108.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砚盆流且净胰4449982891.01

二·盯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骨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450

收到的其他与晦资活动有关的现金480

现金流入小计50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510

@尝@寸利息所支付的现金52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550

现金流出小计580-00

纂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颧590.00

四·汇率变动对视金的影响额600

五·现岔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6145831485.22



(四 )应收账款及客户

1·应收款项胀铃单位:人民币元

2·应收款项客户:单位:人氏币元

弟29页

翻
年初账面余颧年未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坏贿准备账面价值账面余额坏账准备账面价值

I年以

内
2512386902512386926428807.26026428807.26

1-2^15729728-730157297287317102848-5S017102849.55

2-3^^9888034.7109888034.717227912.6207227912.62

3年以
上
000^829439.1404829439.14

合计50741632.440.0050741632.4455589008.57  |OOP55589008.57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年未账面余硕

欠款时间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tbo!l% l
账面余颤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

比例(%l

合汁50741632.44100.0055589008.57100.00
@@@@

1
四川寄创计划项

目
50741632.4410055589008.57100Z01玉·O6·12

拨付创业膏年扶

持资金



[五 )预付账款及客户

@·预付辙软蔗龄:单位:人民币元

z·预付账欣客户:单位:人民币元

03OM

爵
年初账面摈颤年未帐面余额

账面余额赂恤账面余额膏坏账面价值

创

内
oooooo

存1oooooo

拜20ooooo

硼

上
oooooo

甜000000ooooooo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年未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欠款原曰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

比例1%]
胀面余顿

占预付账款总额的

tb9@(%]

合计0.000.000.000.00
@@@@



(六 )应付账款及客户

里拉·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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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初账面余额本年增加醛本年减少祖年未账面宗颧客户名称

"瞄"。
4950000004950000中国方创会

其他应付采购氟18916.219397.5838313.780供1应商

四川宙创计划项目65639125.7627320000161714709.5676244416.2全省创业高年

合计70608041.9627339397.58161753023.3481194416.20
一一



(七1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SS3235

项目年初账面余额本年增加硕本年减少颧年未账面余额客户名称

*0000*

合计0.000.000.000.00
@@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报年检情况

一""记管理@6672020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改进驻议书足  O 否

(二]评估惟况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组织足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姑  O 否

3633^5

"一

一"一一



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有O无

第弦页

一-一·""""""""。""""""""



[二游育股权的实体面兄

，··有  O无
主

寡盯页

一 一

一





(四)其他投资情况

U袒  O无

弗盯页



七，信息2卖手刊言况

具有公开其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怒普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布

办法片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O 是     否

第38页

信息公开内容是否已在统一信息平台[慈善中国)公开

年度工作振告O是否

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O娃否

信息公开制度O是否

项目曾理制度O是否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O是否

声大资产变动O是否

芭大投资Q是否

西大交易及资金往来O是否

关联交易行为O是否

领取报酬从高到低排序前五位人员的服酬金额O是否

出国(境)经费费用标准O是否

车辆购盅及运行费用标准O是否

招待费用标准O是否

差旅费用标准O是否

定期公示公开芬捐活动实施@告;RO是否

定期公示慈善项目实施1昔;RO是否



八·监事意见

313955

监事姓各王春生

mm

。盅;挠翻月。础q，础坚，

签名W树
日期2022-03-31



@@

@一;'     ;于「

第39页插。

"L 患 '"申    、    一
一

/@"

熙链椭

mm   '  ~-，繁哭田产叹叼咋
链罗大叶于9
日期2!o3-31



第39页插页

一       一

监事姓名张鹏

HUB

··。

人法姥妇夫老蝇绅队叼，作。

签名
又仇1扣巴不，·

日期
20zz·o@-3·@毛J·



丸、其他需要说踪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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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员会

网
宅
甲
一

经办人:

印拇     年     月      日

铂@弗   阴     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