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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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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79595280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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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为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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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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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未设有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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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续运营假设为基础，根据实际

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

定，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本基金会编制的财务报表除现

金流量表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编制外，其余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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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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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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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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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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盘盈利得和盘亏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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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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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无固定期限类理财产品，如果预计持有期限超过一年，应当作为“长期投资”核算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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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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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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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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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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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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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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项  

（一）本基金会的主要税项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备注  

个人所得税  累进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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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1）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①现金  人民币  264.20 14,523.05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1,280,181.65 615,345.52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22,634.47 29,607.19 

合   计   1,303,080.32 659,4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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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市值  账面余额  

计提跌  

价准备  
基金市值  

①股票投资  1,993,130.37 329,711.68 1,663,418.69 1,986,260.74 736,048.54 1,250,212.20 

②银行理财产品  60,620,000.00  60,620,000.00 62,240,000.00  62,240,000.00 

合   计  62,613,130.37 329,711.68 62,283,418.69 64,226,260.74 736,048.54 63,490,212.20 

 注：截至2018年12月31日基金市值是1,250,212.20元，本基金会根据年末基金市值和账

面价值差额计提了跌价准备736,04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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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6,000.00 

合   计     6,000.00  6,000.00 

3.1 其他应收账款      

3.1.1 其他应收账款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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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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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000.00  6,000.00 

3.1.2 其他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年末数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王楚平    6,000.00 100% 2018 年  活动款  

合  计    6,000.00 100% ——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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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46 140,000.00 0.46 

合  计   140,000.46 140,000.00 0.46 

4.1 其他应付账款主要客户  

项     目  年末数  账龄  款项内容  未偿还原因  

于佳音  0.46 1 年以内  汇款   

合   计  0.46    

5、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税率  年初数  年末数  

个人所得税  超额累进税率  30,400.00 1,554.29 

合    计   30,400.00 1,5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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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4,981.84  3,020,551.87 489,428.18 18,196,105.53  

②限定性净资产  47,891,117.17 6,559,052.14 8,492,141.63 45,958,027.68 

合 计  63,556,099.01  9,579,604.01  8,981,569.81 64,154,133.21  

6.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①当年收支结余 598,034.20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598,034.20 元；  

②将基金会自主举办的项目由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净资产 1,379,420.21 元。  

7、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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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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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9,895.00 16,151,073.00 

其中：货币捐赠  5,689,895.00 16,151,073.00 

     非货币捐赠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其中：货币捐赠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5,689,895.00 16,151,073.00 

7.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基金会名称  金额  货币或非货币  款项用途  

中国扶贫基金会  66,000.00 货币  新长城助学金  

合   计  66,000.00 
  

7.3 大额捐赠收入  

2018 年度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5,689,8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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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  非货币  

①北京创新景观园

林设计有限公司  
3,000,000.00  馨基金  

②深圳市深水水务

咨询有限公司  
600,000.00  深水咨询奖助学金  

③刘振国  500,000.00  关君蔚水土保持奖励基金  

合计   4,100,000.00   

8、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银行理财收益  2,504,342.38 1,913,214.14 

合   计  2,504,342.38 1,913,214.14 

9、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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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5,946.42 9,501.89 

合   计  5,946.42 9,501.89 

10、业务活动成本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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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2,721.42 5,522,136.3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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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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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候鸟迁徙研

究中心  
  3,500,000.00          3,500,000.00  

②北京林业大

学发展项目  
1,845,480.86 2,153,500.00         2,153,500.00  

③馨基金   3,240,506.85            

④北京林业大

学 发 展 基 金

（园林）  

  391,982.71         391,982.71  

合     计  5,085,987.71  6,045,482.71          
6,045,482.7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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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年度慈善总支

出% 
用    途  

①候鸟迁徙研究中心  北京林业大学  3,500,000.00  46.00% 候鸟迁徙研究中心  

②北京林业大学发展项目  在校学生  2,153,500.00  28.30% 奖助学金  

③北京林业大学发展基金（园林）  
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  
135,971.20  1.79% 购买图书  

④北京林业大学发展基金（园林） 
北京明建汇文建

筑书店有限公司  
48,510.00  0.64% 购买图书  

合     计   5,837,981.20  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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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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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29.52 96,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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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336.86 -143,239.14 

⑤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⑥捐赠退回    

合    计  486,366.38 -46,319.11 

12、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邮寄费及餐费  3,061.80 29,262.80 

合    计  3,061.80 29,262.80 

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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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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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元  北京林业大学  理事长   

王玉杰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张闯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李雄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王平  北京林业大学校友会工作办公室  秘书长   

宋维明  北京林业大学  理事   

方力  北京安鑫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杨云龙  北京仟禧创新投资管理集团  理事   

赵伟茂  嘉汉林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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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健  华夏银行北京姚家园支行  理事   

刘振国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何巧女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李茂洪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石华山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董鹏举  甘肃新科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赵方莹  
北京圣海林生态园林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  
理事   

余方然  湖南长江铜业有限公司  理事   

王庆红  贵州三阁园林公司  理事   

张士宏  中海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刘永杰  
北京地林伟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理事   

陈天全  北京林业大学  监事   

刘诚  北京林业大学会计处  监事   

合    计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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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汉生态教育基

金（园林） 
捐赠 16,435.78     16,435.78 限定用途  

杭州国树设计奖

学金 
捐赠 14,000.00     14,000.00 限定用途  

北京林业大学发

展基金（园林） 
捐赠 9,038,019.26   391,982.71 8,646,036.55 限定用途  

汉通奖学金 捐赠 6,015.40     6,015.40 限定用途  

弘通校园文化基

金 
捐赠 68,106.45     68,106.45 限定用途  

经管方然发展基

金 
捐赠 275,913.40     275,913.40 限定用途  

经管科技协作基

金 
捐赠 47,782.00     47,782.00 限定用途  

财 88 奖学金 捐赠 75,000.00     75,000.00 限定用途  

经管协同创新基

金 
捐赠 861,808.71     861,808.71 限定用途  

康师傅控股专项 捐赠 761.45     761.45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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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中博诚通家与创

业基金 
捐赠 378,978.28 200,000.00 49,072.89 529,905.39 限定用途  

人文学院校友奖

助学金 
捐赠 104,000.00     104,000.00 限定用途  

信息学院校庆基

金 
捐赠 9,723.00     9,723.00 限定用途  

小明奖学金 捐赠 49,000.00     49,000.00 限定用途  

陈谋询信息专业

奖学金 
捐赠 19,000.00 20,000.00 24,000.00 15,000.00 限定用途  

外语学院校庆捐

款 
捐赠 1,500.00     1,500.00 限定用途  

风华奖学金 捐赠 9,000.00     9,000.00 限定用途  

肖文科奖学金 捐赠 80,000.00   10,000.00 70,000.00 限定用途  

工学院发展基金 捐赠 87,813.07 11,391.00   99,204.07 限定用途  

林机 85 班校友互

助基金 
捐赠 10,000.00     10,000.00 限定用途  

学生科创奖学金 捐赠 75,000.00     75,000.00 限定用途  

车辆专业建设基

金 
捐赠 15,298.21 12,100.00 7,884.50 19,513.71 限定用途  

泽润绿林学科建

设基金 
捐赠 67,242.00     67,242.00 限定用途  

斯蒂尔工科科创

奖 
捐赠 30,000.00     30,000.00 限定用途  

青神绿色奖学金 捐赠 18,000.00   43,000.00 -25,000.00 限定用途  

自然保护区学院

校庆款 
捐赠 25,987.00     25,987.00 限定用途  

圣海林自然保护

基金 
捐赠 60,000.00     60,000.00 限定用途  

爱生助困 捐赠 214,979.17 32,890.00   247,869.17 限定用途  

工学院绿友助学

金 
捐赠 20,000.00     20,000.00 限定用途  

家骐云龙奖学金 捐赠 40,000.00   100,000.00 -60,000.00 限定用途  

海峡两岸林业敬

业奖励基金 
捐赠 7,568,877.24 358,293.29 171,897.00 7,755,273.53 限定用途  

卓越人才培养基

金(KDT) 
捐赠 20,000.00     20,000.00 限定用途  

冠林奖助学金 捐赠 25,000.00   25,000.00   限定用途  

董乃钧林人奖 捐赠 7,544.00     7,544.00 限定用途  

沈国舫森林培育

基金 
捐赠 461,100.00   60,000.00 401,100.00 限定用途  

蓝天成才助学金 捐赠 1,590,044.00 30,000.00 30,000.00 1,590,044.00 限定用途  

KDT 奖学金 捐赠 1,00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00 限定用途  

北林绿色发展基

金 
捐赠 163,370.00     163,370.00 限定用途  

KDT 助教基金 捐赠 73,206.97     73,206.97 限定用途  

关工委基金 捐赠 4,000.00     4,000.00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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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鹏举千人奖

助计划 
捐赠 163,200.00 200,000.00 172,800.00 190,400.00 限定用途  

陈俊愉教育基金. 捐赠 683,390.00 40,000.00   723,390.00 限定用途  

园林学院学生活

动赞助费 
捐赠 29,892.61 16,264.00 15,080.50 31,076.11 限定用途  

材料学院校庆基

金 
捐赠 4,738.20     4,738.20 限定用途  

大杏仁竞赛研发

经费 
捐赠 1,042.00     1,042.00 限定用途  

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建设 
捐赠 11,020.54   11,020.54   限定用途  

大山内塾基金 捐赠 93,928.81     93,928.81 限定用途  

校庆捐款 捐赠 854,349.42     854,349.42 限定用途  

教育教学 捐赠 3,422,000.00     3,422,000.00 限定用途  

铁汉教育基金 捐赠 700,000.00     700,000.00 限定用途  

绿桥基金 捐赠 10,760.00     10,760.00 限定用途  

北林青年绿色成

长基金 
捐赠 91,240.00     91,240.00 限定用途  

艾森曼五金（申

宗圻木材奖） 
捐赠 4,200.00     4,200.00 限定用途  

我爱母校 捐赠 189,544.20 17,250.00   206,794.20 限定用途  

基金会直管 捐赠 2,518,512.21 78,357.00 2,063,387.45 533,481.76 限定用途  

多美和教育发展

基金 
捐赠 85,768.60     85,768.60 限定用途  

大学生社团活动

资助费 
捐赠 5,000.00     5,000.00 限定用途  

五省市青年环保

创业项目 
捐赠 327,261.88   54,195.00 273,066.88 限定用途  

新鲜互动学生处

奖学金 
捐赠 300,000.00     300,000.00 限定用途  

生态文明建设博

士生讲师团 
捐赠 40,592.00     40,592.00 限定用途  

树人研究生干部

奖学金 
捐赠 30,000.00   10,000.00 20,000.00 限定用途  

生态文明与自然

保护教育基金 
捐赠 78,668.64   12,517.00 66,151.64 限定用途  

信息化建设基金 捐赠 134,025.20     134,025.20 限定用途  

卫荣彬励志助学

金 
捐赠 115,500.00 70,000.00 45,000.00 140,500.00 限定用途  

华为大学生竞赛

资助款 
捐赠 179,475.00   146,444.93 33,030.07 限定用途  

朱之悌院士基金 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限定用途  

陈俊愉园林教育

基金 
捐赠 320,000.00 80,000.00   400,000.00 限定用途  

关君蔚基金 捐赠 101,200.00     101,200.00 限定用途  

永为水土保持奖

学金 
捐赠 316,270.00 12,000.00 12,000.00 316,270.00 限定用途  

京林杯课程设计

竞赛 
捐赠 68,547.70   48,025.00 20,522.70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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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林英才成长基

金 
捐赠 190,341.88   47,101.70 143,240.18 限定用途  

馨基金 捐赠 5,000,000.00 3,240,506.85   8,240,506.85 限定用途  

大自然奖学金 捐赠 30,000.00 30,000.00 60,000.00   限定用途  

材料学院发展基

金 
捐赠 196,677.30   181,536.50 15,140.80 限定用途  

岭南奖学金 捐赠 60,000.00   10,000.00 50,000.00 限定用途  

巧女候鸟迁徙研

究基金 
捐赠 3,500,000.00   3,500,000.00   限定用途  

桑德教育奖励金 捐赠 10,000.00     10,000.00 限定用途  

北京林业大学发

展基金 
捐赠 970,000.00     970,000.00 限定用途  

中信朝向奖学金 捐赠 134,500.00   8,000.00 126,500.00 限定用途  

盛世绿源大学生

创新奖 
捐赠 7,488.00     7,488.00 限定用途  

斯道拉恩索奖学

金 
捐赠 15,000.00 20,000.00 35,000.00   限定用途  

奥林高尔夫教育

与研究基金 
捐赠 734,785.74   71,651.00 663,134.74 限定用途  

林学院校庆捐款 捐赠 60,932.50     60,932.50 限定用途  

朱之悌奖励基金 捐赠 1,000,000.00     1,000,000.00 限定用途  

关君蔚水土保持

奖励基金 
捐赠 929,850.00 500,000.00 300,000.00 1,129,850.00 限定用途  

绿友奖学金及优

秀教师奖 
捐赠 -800.00     -800.00 限定用途  

边坡绿化奖学金 捐赠 -710.00     -710.00 限定用途  

铁汉生态教育基

金（水保） 
捐赠 14,064.20     14,064.20 限定用途  

水保学院校庆基

金 
捐赠 103,496.00     103,496.00 限定用途  

东 方 园 林 奖 学

金、社会活动费 
捐赠 732,766.70   27,281.18 705,485.52 限定用途  

建王奖学金 捐赠 13,815.50     13,815.50 限定用途  

普邦奖学金及活

动费 
捐赠 82,987.45 30,000.00 30,000.00 82,987.45 限定用途  

园林学院校庆捐

款 
捐赠 93,289.50     93,289.50 限定用途  

地尔汉宇创新基

金 
捐赠   150,000.00 44,659.39 105,340.61 限定用途  

深水咨询奖助学

金 
捐赠   60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限定用途  

北林丽景科创奖

学金 
捐赠   34,000.00 29,700.00 4,300.00 限定用途  

材料东宇助学金 捐赠   180,000.00 23,882.50 156,117.50 限定用途  

人文占良助学金 捐赠   10,000.00 10,000.00   限定用途  

新长城助学金 捐赠   66,000.00 66,000.00   限定用途  

深发杯大学生家

具设计赞助 
捐赠   80,000.00   80,000.00 限定用途  

春雨助学金 捐赠   5,000.00   5,000.00 限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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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蓝天奖学金 捐赠   200,000.00 186,000.00 14,000.00 限定用途  

六。五环境日项

目 
捐赠   200,000.00 123,021.84 76,978.16 限定用途  

清泉助学金 捐赠   5,000.00 5,000.00   限定用途  

合    计   47,891,117.17 6,559,052.14 8,492,141.63 45,958,027.68 —— 

 

九、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基金会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华夏红利和嘉实成长两款基金产品，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生减值 736,084.54 元。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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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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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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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 :2019 年 2 月 13 日  日期 :2019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