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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嘉润审字（2018）112 号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

负债表、2017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北京

市 XXX 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

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

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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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和北京市民政局关于社会团体年检的要求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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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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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情况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登记证书号为京民社证字第 53110000795952805N 号，组织机构

代码为 53110000795952805N。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2017 年 01 月 09 日至 2022 年 01 月 08 日。

法定代表人为王洪元，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35 号北京林业大学学研中心 C1020 室，

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注册开办资金贰佰万元。

http://www.jiaru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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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状况: 

1、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3,586,499.01 元，其中：

货币资金 1,303,080.32 元；短期投资 62,283,418.69 元。 

2、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30,400.00 元，其中：应

交税金 30,400.00 元。 

3、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63,556,099.01 元，其

中：限定性净资产 47,891,117.17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15,664,981.84 元。 

4、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收入 18,073,789.03，其中：捐赠收入 16,151,073.00

元；投资收益 1,913,214.14 元，其他收入 9,501.89 元。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支出 5,505,080.08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5,522,136.39

元，管理费用-46,319.11（行政办公费用 96,920.03 元，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143,239.14 元），筹

资费用 29,262.80 元。 

5、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5,522,136.39 元，上年末净资产

50,987,390.06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10.83%；行政办公支出 96,920.03

元，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1.76%。 

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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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8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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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 

及账号 

中国银行北京清华东路支行     333756030614 

中国招商银行北京清华东路支行 110909860010701 

财务机构名称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姓名 
王平 专业技术职称  

会计姓名 王晓红 专/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 

中介机构名称 
 

代理机构 

主管人姓名 
 

税务登记号码 53110000795952805N 

设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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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账 
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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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实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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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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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产 1  1,518,012.89   1,303,080.32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49,470,179.55   62,283,418.69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50,000.00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50,802.38   30,400.00  

 存货 5     预收账款 27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

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51,038,192.44   63,586,499.01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50,802.38   30,400.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固定资产净值  15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50,802.38   30,400.00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14,957,031.26   15,664,981.84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36,030,358.80   47,891,117.17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50,987,390.06   63,556,099.01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51,038,192.44   63,586,499.0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51,038,192.44   63,586,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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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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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750.00   12,118,228.81  12,451,978.81   16,151,073.00   16,151,073.00  

提供服务收入 2    -       -    

商品销售收入 3    -       -    

政府补助收入 4    -       -    

投资收益 5  2,032,933.41    2,032,933.41   1,630,549.86   282,664.28   1,913,214.14  

其他收入 6  11,388.95    11,388.95   9,501.89    9,501.89  

收入合计 7  2,378,072.36   12,118,228.81  14,496,301.17   1,640,051.75  16,433,737.28   18,073,789.03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2,203,246.85   4,891,966.81   7,095,213.66   -     5,522,136.39   5,522,136.39  

 （二）管理费用 9  569,400.07    569,400.07   -46,319.11    -46,319.11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       -    

       行政办公支出   569,400.07    569,400.07   -46,319.11    -46,319.11  

       其他     -       -    

        

 （三）筹资费用 10  2,920.00    2,920.00   29,262.80    29,262.80  

 （四）其他费用 11       

费用合计 12  2,775,566.92   4,891,966.81   7,667,533.73   -17,056.31   5,522,136.39   5,505,080.0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13  -397,494.56   7,226,262.00   6,828,767.44   1,657,108.06  10,911,600.89   12,568,708.95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号填列） 
14  333,750.00   12,118,228.81  12,451,978.81   16,151,073.00   16,151,0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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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16,151,073.00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59,501.89  

现金流入小计 8  16,210,574.8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5,522,136.3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117,322.41  

现金流出小计 13  5,639,458.8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10,571,116.0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169,9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1,913,214.14  

处置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171,813,214.14  

购建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182,57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182,57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10,756,785.8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29,262.80  

现金流出小计 33  29,262.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29,262.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214,9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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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会计报表附注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经北京市民政

局批准登记。登记证号：基证字第  53110000795952805N 号。组织机构代码：

53110000795952805N。法定代表人：王洪元。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业务范围：支持教学科研和学校建设；奖励优秀教育工作者，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

学生；资助与教育相关的公益活动 。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未设立分支、代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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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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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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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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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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账龄分析法，坏账准备按应收款

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年末数的 5 %提取。 

可按账龄分析法提取的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提取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0 0 

1－2 年（含 2 年） 0 0 

2－3 年（含 3 年） 5 5 

3 年以上 5 5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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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存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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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出售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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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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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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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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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

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

权益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按直线法

计提利息及摊销债券折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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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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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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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11、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的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12、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  

13、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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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5、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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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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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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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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

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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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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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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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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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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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  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817.92                

264.2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494,640.65      1,280,181.65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22,554.32           22,634.47  

合  计   1,518,012.89      1,303,0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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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1、股票投资 1,993,130.37 472,950.82 1,520,179.55   

1,520,179.55  

 

1,993,130.37 329,711.68 1,663,418.69 

2、国债投资       

3、债券投资（不

含国债） 

      

4、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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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银行理财 47,950,000.00  47,950,000.00 60,620,000.00  60,620,000.00 

合  计 49,943,130.37 472,950.82 49,470,179.55 62,613,130.37 329,711.68 62,283,418.69 

3、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  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50,000.00  50,000.00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  计 50,000.00  50,000.00    

（2）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尹淑霞 30,000.00 60%   2016 年 借科研费 

2 陈来荣 20,000.00 40%   2016 年 借科研费 

合  计 50,000.00 100%   —— —— 

4、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适用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50,802.38 30,400.00 超额累进税率 

合  计 50,802.38 30,400.00  

5、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14,957,031.26 707,950.58  15,664,981.84 

2、非限定性净资产 36,030,358.80 11,860,758.37  47,891,117.17 

合 计 50,987,390.06 12,568,708.95  63,556,099.01 

净资产比上年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 

当年收入合计 18,073,789.03 元，费用合计 5,505,080.08 元，收支结余 12,568,708.95 元，影

响净资产增加 12,568,708.95 元；净资产增加的原因为：捐赠收入增加和理财收益增加。 

6、大额捐赠收入               

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

性 

小计 限定

性 

非限定性 小计 

1．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970,000.00  9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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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捐款 970,000.00  970,000.00    

2．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2,700,000.00  2,700,000.00    

其中：捐款 2,700,000.00  2,700,000.00    

3．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 3,500,000.00  3,500,000.00    

其中：捐款 3,500,000.00  3,500,000.00    

4．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

有限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其中：捐款 5,000,000.00  5,000,000.00    

合  计 15,537,495.0

0 

 15,537,495.00    

7、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理财收益 1,913,214.14 2,032,933.41 

合  计 1,913,214.14 2,032,933.41 

8、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公益活动成本 5,522,136.39 7,095,213.66 

合  计 5,522,136.39 7,095,2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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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96,920.03 96,449.25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

维护费用 
  

其中：房地产损耗及使用费   

交通费   

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   

4．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143,239.14 472,950.8  

5．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其中：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   

合  计 -46,319.11 569,400.07 

五、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本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均不在本基金会列支发放。 

2、本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名单及工作单位、在本基金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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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是否在基金会

领取报酬 

王洪元 北京林业大学 理事长 否 

王玉杰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否 

张闯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否 

李雄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否 

王平 北京林业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秘书长 否 

宋维明 北京林业大学 理事 否 

方力 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否 

杨云龙 北京仟禧创新投资管理集团 理事 否 

赵伟茂 嘉汉林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 否 

刘永健 华夏银行北京姚家园支行 理事 否 

刘振国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否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否 

李茂洪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否 

石华山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否 

董鹏举 甘肃新科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赵方莹 北京圣海林生态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理事 否 

余方然 湖南长江铜业有限公司 理事 否 

王庆红 贵州三阁园林公司 理事 否 

张士宏 中海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刘永杰 北京地林伟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否 

陈天全 北京林业大学 监事 否 

刘诚 北京林业大学会计处 监事 否 

六、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明的

事项 

本基金会所有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均不在本基金会列支发放。 

七、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  目 收入 

费用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人

员

费

用 

办

公

费

用 

资产

使用

费用 

直

接

筹

资

费

用 

其

他

费

用 

小

计 

1．北京林业大学

发展基金（园林） 
2,700,000.00 615,564.25       615,5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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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林业大学

发展项目 
13,451,073.00 2,580,340.00       2,580,340.00 

合  计 16,151,073.00 3,195,904.25             3,195,904.25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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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林业大学 发起人     

九、固定资产明细表 

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十、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收到限定性捐赠收入 16,151,073.00 元，均来自于单位或个人捐赠。本

基金会已按照协议规定，将相关资产用于协议指定的公益项目。 

项目 来源 
年初

余额 

本年累计 年末

余额 
限定条件 

增加 减少 

我爱母校 捐赠  14,000.00   用途限定 

家骐云龙奖助学金 利息  100,000.00   用途限定 

新长城助学金 捐赠  235,840.00   用途限定 

人文校友助学款 捐赠  100,000.00   用途限定 

关君蔚水土保持奖励基金 捐赠  500,000.00   用途限定 

普邦奖学金及活动费 捐赠  30,000.00   用途限定 

大自然奖学金 捐赠  30,000.00   用途限定 

卫荣彬励志奖学金 捐赠  60,000.00   用途限定 

北林丽景科创奖学金 捐赠  34,000.00   用途限定 

斯道拉恩索奖学金 捐赠  30,000.00   用途限定 

清泉助学金 捐赠  10,000.00   用途限定 

新科鹏举千人奖助计划 捐赠  200,000.00   用途限定 

龙源林业基金 捐赠  48,000.00   用途限定 

青神绿色奖学金 捐赠  100,000.00   用途限定 

北京林业大学发展基金 捐赠  970,000.00   用途限定 

车辆专业建设基金 捐赠  37,183.00   用途限定 

北京林业大学发展基金（园林） 捐赠  2,700,000.00   用途限定 

陈俊愉园林教育基金 捐赠  20,000.00   用途限定 

园林学院学生活动赞助费 捐赠  17,105.00   用途限定 

中博诚通家与创业基金 捐赠  200,000.00   用途限定 

材料学院发展基金 捐赠  420,000.00   用途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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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林杯课程设计大赛 捐赠  126,000.00   用途限定 

关君蔚基金 捐赠  101,200.00   用途限定 

长林英才成长基金 捐赠  200,000.00   用途限定 

中资蓝天奖学金 捐赠  200,000.00   用途限定 

朱之悌院士基金 捐赠  500,000.00   用途限定 

桑德教育奖励基金 捐赠  100,000.00   用途限定 

华为大学生竞赛款 捐赠  179,475.00   用途限定 

岭南奖学金 捐赠  60,000.00   用途限定 

永为水土保持奖学金 捐赠  328,270.00   用途限定 

巧女候鸟迁徙研究基金 捐赠  3,500,000.00   用途限定 

馨基金 捐赠  5,000,000.00   用途限定 

合   计   16,151,073.00    

十一、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三、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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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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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3 月 19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七、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二〇一八年度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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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基金会名称：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盖章） 

 

单位负责人：王洪元 财务负责人：王平 

  

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