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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基审字 [2017]第 016 号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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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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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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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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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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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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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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094560577C，有效期为 2016 年 12 月 02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01 日，法定代表人为王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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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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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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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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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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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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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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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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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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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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88 15,241.58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361,780.37 775,582.98 

合  计  363,013.25 790,8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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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00.00 78,300,000.00 84,400,000.00 5,000,000.00 

3、应收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其他应收款 5,123.00 5,6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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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00.00 33,279.00 32,600.00 

合 计 33,279.00 32,600.00 33,279.00 32,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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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4,857.25 7,192,181.56 12,863,187.25 5,763,851.56 

②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11,434,857.25 7,192,181.56 12,863,187.25 5,763,851.56 

5.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5,671,005.69 元，影响净资产减少 5,671,005.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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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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0,291,000.00 19,430,375.00 

合  计 10,291,000.00 19,430,375.0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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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1,000.00  10,291,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0,291,000.00  10,291,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38,000.00  138,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0,153,000.00  10,1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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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无。 

6.3 大额捐赠收入 

2016 年度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0,29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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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瀚叶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5,600,000.00  未限定用途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3,000,000.00  未限定用途 

合计 8,600,000.00   

7、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利息收入 7,224.67 10,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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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个人所得税手续费   

③其他 0.61  

合  计 7,225.28 10,198.32 

8、业务活动成本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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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7,175.80 13,486,170.80 

合   计 15,737,175.80 13,486,170.80 

8.2 资助其他基金会 

基金会名称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深圳市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7,702,000.00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4,500,000.00 2,000,000,00 

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  6,500,000.00 

合   计 12,202,000.00 8,500,000.00 

8.3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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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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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及生态保

护项目 
 7,702,000.00    3,296.00 7,705296.00 

蒋氏家族与中

国近现代史研

究项目 

 535,175.80     535,175.80 

北大光华管理

学院硕士项目 
 4,500,000.00 17,885.00    4,517,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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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7,175.80 17,885.00   3,296.00 15,758,356.8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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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及生态保护项目 深圳市桃花源生态 7,702,000.00 48.94% 支持开展生态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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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基金会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硕

士项目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

会 
4,500,000.00 28.59% 

支持光华学院开设公益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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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 救助孤残儿童及老年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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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761.01       552,125.06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83,518.93        36,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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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279.94       588,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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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684.36  391,200.00  

二、社会保险费 123,428.70 
 

167,237.01 
 

三、住房公积金 51,012.00 
 

64,500.00 
 

四、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   7,824.00  

五、其他  
 

 
 

合    计 552,125.06  630,7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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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萱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长 —— 

郑勇强 银泰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 

沈国军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名誉理事长 —— 

辛向东 银泰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 

金波 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9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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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9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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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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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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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15 日 日期: 2017 年 3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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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 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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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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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17 年 03 月 15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报告文号为中廉基审字[2017]第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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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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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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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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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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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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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4,857.25 

本年度总支出 16,482,963.7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5,737,175.8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30,761.01 

行政办公支出 114,112.93 

其他支出 914.04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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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6 年度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0,29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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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瀚叶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5,600,000.00  未限定用途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 
3,000,000.00  未限定用途 

合计 8,6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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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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及生态

保护项目 
 7,702,000.00    3,296.00 7,705296.00 

蒋氏家族与

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项目 

 535,175.80     535,175.80 

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硕士

项目 

 4,500,000.00 17,885.00    4,517,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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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7,175.80 17,885.00   3,296.00 15,758,3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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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及生态保护项目 
深圳市桃花源生态

保护基金会 
7,702,000.00 48.94% 支持开展生态环保事业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硕

士项目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

会 
4,500,000.00 28.59% 

支持光华学院开设公益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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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 救助孤残儿童及老年人 

 

5、委托理财 

贵基金会 2016 年度在浦发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

计 78,300,000.00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存在余额 5,000,000.00 元。 

 

6、投资收益 

贵基金会 2016 年度取得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513,732.81 元。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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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

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杭州银泰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大额捐赠人 —— —— —— —— 

上海瀚叶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大额捐赠人 —— —— —— ——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银泰公益基金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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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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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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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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