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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 

中宣育基审字（2018）第 13006-1 号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永源公益基金会 ”）的财务报

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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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永源公益金会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7 年

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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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永源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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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源公益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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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永源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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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源

公益基金会停止营运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永源公益基金会治理层负责监督永源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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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报可能由舞弊或

错误所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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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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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

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保持了职业怀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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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导致对永源公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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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源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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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与永源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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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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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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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8,685.31 3,847,652.03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3,000,000.00 15,000,000.00 应付款项 62   
应收款项 3  1,473,380.38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25,680.00  应交税金 65   
存货 8 169,4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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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3,839.31 20,321,032.41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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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8.20 13,248.20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7,168.89 9,685.41     
固定资产净值 33 6,079.31 3,5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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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6,079.31 3,562.7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4,513,699.63 5,525,587.33 

无形资产 41 2,257.50 42,815.83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818,476.49 14,841,823.70 

    净资产合计 110 9,332,176.12 20,367,411.03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9,332,176.12 20,367,411.0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9,332,176.12 20,367,411.03 

单位负责人： 崔永元 复核： 李国武 制表：王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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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2017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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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241.21 

 
8,544,394.56 

 
9,097,635.77 

 
73,406.61 

 
16,525,756.59 

 
16,599,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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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793.65 

  
303,793.65 

 
1,473,380.38 

  
1,473,380.38 

 
其他收入 

 
9 

 
16,526.02 

  
16,526.02 

 
17,501.34 

  
17,501.34 

 
收入合计 

 
11 

 
873,560.88 

 
8,544,394.56 

 
9,417,955.44 

 
1,564,288.33 

 
16,525,756.59 

 
18,090,044.9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7,733,826.85 

  
7,733,826.85 

 
6,685,437.71 

  
6,685,437.71 

 
（二）管理费用 

 
21 

 
508,531.13 

  
508,531.13 

 
369,372.30 

  
369,372.30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 

   
- 

 
费用合计 

 
35 

 
8,242,357.98 

 
- 

 
8,242,357.98 

 
7,054,810.01 

 
- 

 
7,054,810.0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40 

 
7,223,247.89 

 
-7,223,247.89 

 
- 

 
6,502,409.38 

 
-6,502,409.38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

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145,549.21 

 
1,321,146.67 

 
1,175,597.46 

 
1,011,887.70 

 
10,023,347.21 

 
11,035,234.91 

单位负责人： 崔永元 复核： 李国武 制表：王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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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现 金 流 量 表 

2017年度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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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1,950.77 15,751,693.20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6,526.02 17,501.34 

现金流入小计 13 8,518,476.79 15,769,194.5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6,318,658.89 4,805,183.6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1,303,022.83 1,145,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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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7.30 99,672.59 

现金流出小计 23 7,676,409.02 6,050,227.8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842,067.77 9,718,9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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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71,0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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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71,02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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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0.00 12,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71,024.09 -1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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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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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6,494.0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6,49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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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597.86 -2,281,033.28 

单位负责人： 崔永元 复核： 李国武 制表：王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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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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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 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成立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肆佰贰拾万元，2017 年 2 月

9 日换取由北京市民政局核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531100000717194267 号，有效期为 2017 年 2 月 9 日至 2022 年 2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为

崔永元，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39 号院 24 楼 24 层 2802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口述历史收集整理展示研究传播；乡村教育助学帮困；文化交流与传播。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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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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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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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5、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

的投资，包括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

损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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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应收款项中转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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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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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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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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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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长期投资 

    本基金会的长期投资包括：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等。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被

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如

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

用权益法进行核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2）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应当按照票面

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券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

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

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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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建筑物 20 年     5% 4.75% 

机器设备 10 年 5%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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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家具 5 年 5% 19% 

运输工具 4 年 5%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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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

定其工程成本，并单独核算。 

11、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态

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

销，具体如下： 

无形资产类别 摊销年限 

财务软件 5 年 

12、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3、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

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或服务潜力的资源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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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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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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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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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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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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5 20,5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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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6,128,519.26        3,827,142.90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   计   6,128,685.31 3,847,652.03 

2、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种类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计提跌  

价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计提跌  

价准备  
账面净值  

委托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   计  3,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0  15,000,000.00 

注：本基金会 2015 年 1 月 19 日购买“敦和慈善事业基金”300 万元，面值 1.00 元。 

2017 年 2 月 10 日购买“敦和慈善事业基金”200 万元，面值 1.00 元。 

2017 年 5 月 26 日购买“敦和慈善事业基金”1000 万元，面值 1.00 元。 

3、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类别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①应收账款       

②其他应收款    
1,473,380.

38 
 

1,473,380.

38 

合  计    
1,473,380.

38 
 

1,473,380.

38 

3.1 应收账款： 

无。    

3.2 其他应收款 

3.2.1 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 
账面净值 

1 年以内    
1,473,380.

38 
 

1,473,380.

38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  计    
1,473,380.

38 
 

1,473,380.

38 

3.2.2 其他应收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欠款时 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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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

收款总额

的比例 

间  原因  

①敦和慈善基金应收红利    1,473,380.38  1 年以内  
未结算投

资收益  

合  计    1,473,380.38  
——4——

4 

4、预付账款  

4.1 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 年以内 25,680.00  25,680.00    

合  计 25,680.00  25,680.00    

4.2 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欠款时间 
欠款 

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商标权 25,680.00 100%   2016 年 10 月 未结算 

合 计 25,680.00 100%   —— —— 

5、存货 

5.1 存货分类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库存商品 169,474.00  583,827.00    753,301.00   

其中：接受捐赠物资 169,474.00  583,827.00    753,301.00   

合  计 169,474.00  583,827.00    753,301.00   

6、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6.1 固定资产类别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固定资产原价     

其中：办公设备 13,248.20   13,248.20 

合  计 13,248.20   13,248.20 

二、累计折旧     

其中：办公设备 7,168.89 2,516.52  9,685.41 
合  计 7,168.89 2,516.52  9,685.41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其中：办公设备 6,079.31  2,516.52 3,5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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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079.31  2,516.52 3,562.79 

6.2 固定资产用途 

用 途 
年初数 年末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①自用  13,248.20 7,168.89 6,079.31 13,248.20 9,685.41 3,562.79 

合  计  13,248.20 7,168.89 6,079.31 13,248.20 9,685.41 3,562.79 

   7、无形资产                   

项    目 初始价值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金蝶财务软件 3,547.50  2,257.50  1,290.00  967.50  

商标权 42,200.00  42,200.00 351.67 41,848.33 

合   计 45,747.50  2,257.50 42,200.00 1,641.67 42,815.83 

  8、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①应付账款     

②其他应付款-向晓静  50,564.80 50,564.80  

合 计  50,564.80 50,564.80  

9、净资产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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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3,699.63 1,564,288.33 552,400.63 5,525,587.33 

②限定性净资产 4,818,476.49 
16,525,756.5

9 
6,502,409.38 14,841,823.70 

合 计 9,332,176.12 18,090,044.92 7,054,810.01 20,367,411.03  

9.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11,035,234.91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11,035,234.91 元。 

10、捐赠收入 

10.1 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73,406.61 553,241.21 

②限定性捐赠收入 16,525,756.59 8,544,394.56 

合  计 16,599,163.20 9,097,6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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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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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51,693.20 847,470.00  16,599,163.2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5,751,693.20 847,470.00  16,599,163.2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272,879.81   10,272,879.81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478,813.39  847,470.00 6,326,2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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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2 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 ）项，募捐取得收入 15,751,693.20 847,470.00  16,599,163.2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5,751,693.20 847,470.00  16,599,163.2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272,879.81   10,272,879.81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5,478,813.39  847,470.00 6,326,2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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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基金会名称 金额 现金或非现金 款项用途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76,827.00 现金 口述历史 

老牛基金会 1,000,000.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健坤基金会 1,000,000.00 现金 资助口述历史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330,000.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北京德清教育基金会 200,000.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359,820.00 现金 资助口述历史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390.70 现金 资助口述历史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200,000.00 现金 资助口述历史 

北京市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 150,000.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 2,707.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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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 5,000.00 现金 资助乡村教育 

合计 4,325,744.70   

   10.4 大额捐赠收入 

2017 年度永源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6,599,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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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牛基金会 1,000,000.00  乡村教育 

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600,000.00  乡村教育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359,820.00  口述历史 

健坤慈善基金会 1,000,000.00  口述历史 

王建邦 6,200,000.00  建邦永续基金 

盖国荣 3,800,000.00  国荣永续基金 

合计 13,959,820.00   

11、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银行理财收益   

②委托投资收益 1,473,380.38         303,793.65  

合  计 1,473,380.38 303,793.65 

12、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7,501.34            16,526.02  

合  计 17,501.34 16,526.02 

13、业务活动成本 

13.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捐赠项目成本     6,685,437.71        7,733,826.85   

合   计     6,685,437.71  7,733,826.85 

13.2 资助其他基金会 

基金会名称 金额 现金或非现金 款项用途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398,000.00 现金 
百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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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 
700,000.00 现金 爱飞翔上海乡村教师培训（上海） 

合  计 1,098,000.00   

13.3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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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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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 

1．口述历史 2,674,425.18 1,813,378.13 329,098.05 
  

14,240.34 2,156,716.52 

2．乡村教育 3,851,331.41 3,721,008.94 507,942.24 
  

299,770.01 4,528,721.19 

3 建邦永续基金 6,200,000.00 
      

4. 国荣永续基

金 
3,800,000.00 

      

合  计 16,525,756.59 5,534,387.07 837,040.29 
  

314,010.35 6,685,437.71 

13.4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①乡村教育 协庆慈善孤儿学校 770,000.00 11.52 
资助藏族孤儿学校校舍及

生活条件的改善 

 
太平洋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 
370,190.00 5.54 乡村女教师粉红关爱行动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700,000.00 10.47 爱飞翔上海乡村教师培训 

②口述历史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398,000.00 5.95 
百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

史影像记录计划 

 北京知而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30,000.00 6.43 百家春秋影像计划执行 

合 计  2,668,190.00 39.9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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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31.27    479,873.89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57,087.98      24,850.72  

③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3,953.05 3,806.52 

合   计 369,372.30 508,531.13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    目  
上年数  本年数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①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  
394,949.98  599,469.02  994,419.00 265,746.66 645,053.34 910,800.00 

②职工福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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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人 员 工 资 福

利小计  
394,949.98     599,469.02  994,419.00 265,746.66 645,053.34 910,800.00 

①社会保险费  62,093.91 161,724.89  223,818.80 30,553.11 141,102.45 171,655.56 

②年金        

③补充医疗保险           

④住房公积金  22,830.00 60,486.00   83,316.00         12,031.50 50,884.5 62,916.00 

⑤工会经费和职工

教育经费 
      

⑥非货币性福利        

⑦其他        

小计  84,923.91  222,210.89 307,134.80 42,584.61 191,986.95 234,571.56 

合     计  479,873.89 821,679.91 1,301,553.80 308,331.27 837,040.29 1,145,3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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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永元 中国传媒大学 理事长 — 

冯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 

郭凡生 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局 理事 —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理事 — 

孙先红 自由投资人、杰出营销经营人 理事 — 

江南春 分众传媒集团 理事 — 

刘金杰 内蒙古包头市金荣建材装饰集团 理事 — 

王建邦 北京蒙牛宏达乳制品公司 理事 — 

董峰 自由投资人 理事 — 

李国武 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理事 410,400.00 

合   计  410,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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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乡村教育  捐赠  1,673,424.64 3,851,331.41 4,743,459.22 781,296.83 乡村教育  

口述历史  捐赠  3,145,051.85 2,674,425.18 1,758,950.16 4,060,526.87 口述历史  

永续基金  捐赠   10,000,000.00  10,000,000.00 永续基金  

合计   4,818,476.49 16,525,756.59 6,502,409.38 14,841,823.70 ——,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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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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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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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直接通过网络、学校、企业和社团等渠道招募使用志愿者约 500 名，志愿

服务总时长达 10000 小时。 

十一、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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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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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本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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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本基金会理事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法人：崔永元 财务负责人：王俐 

  

日期:2018 年 7 月 16 日 日期:2018 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