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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京建会审字[2018]第026号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

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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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反映了贵基金会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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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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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基金会管理层负责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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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

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贵基金会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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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经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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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导致对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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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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可能导致贵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

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

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北京建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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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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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54,348.37 105,640,699.3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2,952,677.60 7,356,498.81

  应收款项 3 280,000.00 26,170.00   应付工资 63 11,167.48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320,234.94 -303,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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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84,734,348.37 105,666,869.32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2,643,610.14 7,053,4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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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固定资产原价 31

  减：累计折旧 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在建工程 34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2,643,610.14 7,053,477.54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115,00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2,663,552.47 23,558,543.31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59,427,185.76 75,169,848.47

  受托代理资产 51 净资产合计 110 82,090,738.23 98,728,391.78

资产总计 60 84,734,348.37 105,781,869.3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84,734,348.37 105,781,8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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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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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3,155.56 14,103,155.56 195,280.96 25,591,262.00 25,786,5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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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9 1,192,287.47 1,192,287.47 1,326,019.95 1,326,019.95

收入合计 11 1,192,287.47 14,103,155.56 15,295,443.03 1,521,300.91 25,591,262.00 27,112,562.91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7,949,619.76 7,949,619.76 5,794.50 9,853,869.19 9,859,663.69

（二）管理费用 21 536,845.22 536,845.22 620,515.57 620,515.57

（三）筹资费用 24 2,022.49 2,022.49 -5,269.90 -5,269.90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536,845.22 7,951,642.25 8,488,487.47 626,310.07 9,848,599.29 10,474,909.3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 45 655,442.25 6,151,513.31 6,806,955.56 894,990.84 15,742,662.71 16,637,653.55

本年数上年数
项  目

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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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3,136,342.96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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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8,743.96

现金流入小计 13 31,665,086.9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9,709,739.88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290,032.68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69,233.31

现金流出小计 23 10,369,005.87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1,296,081.0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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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15,00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115,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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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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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5,269.9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1,186,3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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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2017年度） 

一、基本情况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登记于2007年10月30日成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311000066750061X2。具体情况如下：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一号楼315室； 

法定代表人：冯世勇； 

注册资金：贰佰万元整；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接受捐赠，设立奖教、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资助学校建设、科研项目、学术交流，资

助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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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三、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二）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自每年1月l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止。 

（三）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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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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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和）用途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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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收入确认原则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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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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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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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易相关的含有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并能够被控制，或者相关的债务能够得到解

除；交易能够引起净资产的增加；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单位持有的期限不超过3个月、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

险很小的投资。 

四、财务报表重要项目说明（单位：人民币元） 

（一）货币资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银行存款 84,454,348.37                105,640,699.32              
 

 

（二）应收款项 

单位或个人 款项性质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侯佳儒 借差旅费、会议费                230,000.00

闫立宇 借差旅费、劳务费                  50,000.00

韦婷 华沙论坛费用                  15,670.00

李爱君 会议费                  10,500.00

 合    计                280,000.00                  26,170.00
 

 

（三）无形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基金会综合管理系统软件 115,000.00                     
 

 

（四）应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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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个人 款项性质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力行中天投资有限公司 暂收款                   2,000,000.00

西安联合职业培训学院 暂收款                      150,000.00                      150,000.00

盛世安泰建筑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暂收款                      100,000.00                      100,000.00

赵志豪 暂收款                        40,000.00                        40,000.00

纪振宇 暂收款                             200.00

江西普天通投资有限公司 暂收款                      500,000.00

冯海霞 暂收款                      100,000.00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 暂收款                        50,000.00

民商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劳务费                          7,800.00

杨园 暂收款                   3,000,000.00

深圳前海亚文仓亚元数字货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暂收款                   3,000,000.00

陈乐田 暂收款                      500,000.00

彭逸轩 暂收款                      100,000.00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 暂收款                      120,101.01

中关村联创军民融合装备产业联盟 暂收款                      100,000.00

陈志毅 暂收款                      100,000.00

蒋海亮 暂收款                        50,000.00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暂收款                        50,000.00

易智付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 暂收款                        20,300.00

温学鹏 暂收款                        20,000.00

北京舞魂服装店 应付款                          1,600.00

吴yan 应付款                             843.00

北京北邮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应付款                             452.00

其他 三险一金                          4,677.60                          3,202.80

 合    计                   2,952,677.60                   7,356,498.81
 

 

（五）应交税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企业所得税                    -421,139.53                    -421,139.53

个人所得税                      100,904.59                      118,118.26

 合    计                    -320,234.94                    -303,021.27
 

 

企业所得税年末余额为补交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421,139.53元，2017年10月，本基金会已取得2014年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主管税务机关尚未退税。 

（六）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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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用途  捐赠金额

山东德兴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翰林苑分公司 制度学研究院建设           6,000,000.00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法制经济研究院建设           3,000,000.00

力行中天投资有限公司 网络教育学院           2,000,000.00

胡崇明 青年教师奖励项目           1,500,000.00

胡崇明 沈家本文物书籍修复              500,000.00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1,000,000.00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网络法学研究院           1,000,000.00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 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1,000,000.00

江国华等40人或单位 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基金           1,850,000.00

其他单位和个人           7,936,542.96

合    计 25,786,542.96        
 

 

（七）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为银行存款利息。 

（八）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金额

奖学支出 696,700.00                     

助学支出 416,000.00                     

奖教支出 60,000.00                       

资助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支出 8,686,963.69                  

合  计 9,859,663.69                  
 

 

（九）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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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金额

工资 204,261.86                     

五险一金 72,230.40                       

福利费 960.00                            

办公费 28,573.79                       

邮电费 2,873.00                         

交通费 106,124.43                     

差旅费 102,338.00                     

培训费 11,800.00                       

劳务费 4,600.00                         

招待费 1,808.00                         

会议费 1,600.00                         

手续费 1,742.40                         

其他 81,603.69                       

合  计 620,515.57                     
 

 

（十）筹资费用 

本年费用为汇兑收益。 

五、理事会成员和员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本年理事会共有12名理事，没有理事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 

本年有3员工在本基金会领取工资，工资总额为204,261.86元。 

六、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和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见上述捐赠收入。 

七、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无。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九、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无。 

十、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的说明 

无。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三、其他事项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