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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

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

实现公允反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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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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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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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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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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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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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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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非 01 表 
编制单位：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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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2,887.26 
        

363,013.25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11,100,000.00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5,799.10 
               

5,123.00 
               

 应付工资 63 29,136.14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33,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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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2,618,686.36 
        

11,468,136.25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29,136.14 
             

33,279.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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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6.14 
             

33,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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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550.22 
        

11,434,857.25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净资产合计 110 2,589,550.22 
        

11,434,857.25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2,618,686.36 
        

11,468,136.25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618,686.36 
        

11,468,136.25 
      

资   产   负   债   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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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民非 02 表 

编制单位：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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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480.05 
      

20,213,480.05 
       

19,430,375.00 
     

19,43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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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10,095.89 

           
210,095.89 

            
480,593.37 

          
480,593.37 

            

             
其他收入 9 37,709.41 

             
37,709.41 

              
10,198.32 

            
10,198.32 

              

收入合计 11 20,461,285.35 
      

- 
                 

20,461,285.35 
       

19,921,166.69 
     

- 
                 

19,921,166.69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17,593,526.76 
      

17,593,526.76 
       

13,486,170.80 
     

13,486,170.80 
       

（二）管理费用 21 278,208.37 
           

278,208.37 
            

588,909.06 
          

588,909.06 
            

（三）筹资费用 24 - 
                         

779.80 
                 

779.80 
                   

（四）其他费用 28 - 
                         

- 
                        

费用合计 35 17,871,735.13 
      

- 
                 

17,871,735.13 
       

14,075,859.66 
     

- 
                 

14,075,859.6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40 -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 “-” 号填列） 45 2,589,550.22 

        
- 

                 
2,589,550.22 

         
5,845,307.03 

       
- 

                 
5,845,307.03 

         

业   务   活   动   表 
2015 年度 

上年数 本年数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项 
    
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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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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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3,480.05 

              
22,43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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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09.41 
                     

14,237.48 
                    

现金流入小计 13 20,251,189.46 
              

22,444,612.48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7,593,526.76 
              

13,486,170.8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88,969.83 
                   

552,1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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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15,650.20 
                   

36,784.00 
                    

现金流出小计 23 17,898,146.79 
              

14,075,079.8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2,353,042.67 
                

8,369,532.6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210,095.89 
                   

480,5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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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10,095.89 
                   

480,59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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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 
                                

11,1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10,095.89 
                   

-10,619,4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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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138.56 
                

-2,249,874.01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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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基金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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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

登记证号为京民基证字第 0020247 号，有效期为 2014 年 3 月 17 日至 2018

年 3 月 17 日，组织机构代码为 09456057-7，法定代表人为李大巍，住所为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北京银泰中心银泰写字楼 M（4）层。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业务范围：资助孤残儿童助养，医疗救助；支持灾害救助及灾后恢复、

重建；支持公益慈善的教育与环境生态保护；开展公益事业的相关项目。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和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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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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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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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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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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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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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

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

损失时，直接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2）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

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6、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

了出售、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

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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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末

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

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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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5 年 5% 19%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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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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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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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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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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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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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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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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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8.90 1,232.88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2,603,788.36 361,780.37 

合  计  2,612,887.26 363,013.25 

2、短期投资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浦发理财  114,100,000.00 103,000,000.00 11,100,000.00 

2、应收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其他应收账款 5,799.10 5,123.00 

3、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29,136.14         29,136.14   

合 计       29,136.14         29,136.14   

4、预提费用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33,279.00  33,279.00 

合 计  33,279.00  33,279.00 

 

6、净资产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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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550.22 14,075,859.66 19,921,166.69 8,434,857.25 

②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2,589,550.22 14,075,859.66 19,921,166.69 8,434,8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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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5,845,307.03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5,845,307.03 元。 

原始基金增加 3,000,000.00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3,000,000.00 元。 

4、捐赠收入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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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9,430,375.00 20,213,480.05 

合  计 19,430,375.00 20,213,480.05 

4.1.1 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9,430,375.00  
 19,430,375.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570,595.00   
 

    

1,570,595.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7,859,780.00  
 

   

17,859,78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

性目的赠与） 

      

4.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无。 

4.3 大额捐赠收入 

2015 年度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9,43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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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 非现金 

成都银城置业有限

公司 
14,800,000.00  未限定用途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 
3,008,580.00  未限定用途 

合计 17,808,580.00   

5、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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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利息收入 10,198.32 37,709.41 

②个人所得税手续费   

合  计 10,198.32 37,709.41 

6、业务活动成本 

6.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13,486,170.80 17,593,526.76 

合   计 13,486,170.80 17,593,526.76 

6.2 资助其他基金会 

基金会名称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2,000,000,00 14,500,000.00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6,500,000.00  

合   计 8,500,000.00 14,500,000.00 

6.3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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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自

然保护基

金会 

 6,500,000.00       6,500,000.00 

蒋氏研究

中心 
 1,102,000.00     12,198.10 12,198.10 1,114,198.10 

公益管理

研究中心 
 2,000,000.00     7,301.70 7,301.70 2,007,301.70 

杭州市祥

符镇阮家

桥村经济

合作社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12,602,000.00     19,499.80 19,499.80 12,621,499.80 

6.4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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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支出% 
用   途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

金会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6,500,000.00 

48.20% 
保护自热 

蒋氏研究中心 蒋氏研究中心 1,102,000.00 8.17% 蒋氏研究 

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2,000,000.00 14.83% 公益管理 

杭州市祥符镇阮家

桥村经济合作社 

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

合作社 
3,000,000.00 

22.25% 

救助孤残儿童及老年

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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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25.06       218,105.97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36,784.00        50,1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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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⑥捐赠退回     

合   计       588,909.06       278,208.37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   目 

上年金额 本年金额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一、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 152,898.41 

 

377,684.36 

 二、社会保险费 
47,467.56 

 

123,428.70 

 三、住房公积金 
17,740.00 

 

51,012.00 

 四、公会经费职工教

育经费 
    五、其他 

    合    计 218,105.97 

 

552,125.0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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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巍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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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东 银泰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 

陈晓东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 —— 

金波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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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九、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到本报告日止，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编制。已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2016 年 3 月 3 日 日期:201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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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廉基审字[2016]第 004-1 号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

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16年 02月 28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报告文号为中廉基审字[2016]第 009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北

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

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

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

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其公

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

金会编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

是否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

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

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

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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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

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公益支出情况 

    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2,589,550.22  

本年度总支出 14,075,859.6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3,486,170.8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552,125.06 

行政办公支出 36,784.00 

其他支出 779.8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5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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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5 年度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9,430,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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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 非现金 

成都银城置业有限公

司 14,800,000.00   未限定用途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3,008,580.00   未限定用途 

合计 
17,808,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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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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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大自

然保

护基

金会 

 6,500,000.00       6,500,000.00 

蒋氏

研究

中心 

 1,102,000.00     12,198.10 12,198.10 1,114,198.10 

公益

管理

研究

中心 

 2,000,000.00     7,301.70 7,301.70 2,007,301.70 

杭州

市祥

符镇

阮家

桥村

经济

合作

社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12,602,000.00      19,499.80 19,499.80 12,621,499.80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 

支出% 
用   途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

金会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6,500,000.00 48.20% 保护自热 

蒋氏研究中心 蒋氏研究中心 1,102,000.00 8.17% 蒋氏研究 

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公益管理研究中心 2,000,000.00 14.83% 公益管理 

杭州市祥符镇阮家

桥村经济合作社 

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

合作社 3,000,000.00 22.25% 救助孤残儿童及老年人 

 

5、委托理财 

贵基金会 2015 年度在浦发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

计 114,100,000.00 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存在余额 11,1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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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收益 

贵基金会 2015 年度取得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480,593.37 元。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

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

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

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

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5 年度工作

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