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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证天通 [2022]审字第 0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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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

一、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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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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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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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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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包括年度工作报告中涵盖的财务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

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

发表任何形式的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

考虑其他信息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

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

当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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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持续经

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

划清算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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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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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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导致对北京林业大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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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林业大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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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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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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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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631.57     1,347,835.27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68,000,000.00   69,000,000.00   　应付款项 62 1,771.91            

　应收款项 3 10,000.00          10,000.00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37,514.29          5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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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36,631.57   70,357,835.27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39,286.20          5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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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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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6.20          51,84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0,683,676.22   18,634,742.07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9,913,669.15   51,671,253.20    

净资产合计 110 70,597,345.37   70,305,995.27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70,636,631.57   70,357,835.27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70,636,631.57   70,357,835.27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负责人：王洪元                                                                      复核：任元彪                                                              制表：王晓红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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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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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412.54     2,412,412.54   6,450,630.00       6,45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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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52,709.16        1,439,049.11     2,391,758.27   1,055,024.63       1,478,689.38       2,533,714.01        

            其他收入 9 12,346.96          12,346.96        16,000.18             16,000.18             

收入合计 11 965,056.12        3,851,461.65     4,816,517.77   1,071,024.81       7,929,319.38       9,000,344.19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3,178,528.82     -                     3,178,528.82   9,171,735.33       -                       9,171,735.33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3 3,178,528.82     3,178,528.82   9,171,735.33       9,171,735.33        

            提供服务成本 14 -                   -                        

            商品销售成本 15 -                   -                        

            政府补助成本 16 -                   -                        

            税金及附加 17 -                   -                        

（二）管理费用 21 -416,859.53       -416,859.53     105,258.96          105,258.96           

（三）筹资费用 24 -                   14,700.00             14,700.00             

（四）其他费用 28 -                   -                        

费用合计 35 2,761,669.29     -                     2,761,669.29   9,291,694.29       -                       9,291,694.29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40 3,178,528.82     -3,178,528.82    -                   6,171,735.33       -6,171,735.33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1,381,915.65     672,932.83        2,054,848.48   -2,048,934.15      1,757,584.05       -291,350.10          

    单位负责人：王洪元                                                                      复核：任元彪                                                              制表：王晓红

业 务 活 动 表

上年数 本年数
项   目 行次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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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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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412.54              6,450,630.00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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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6.96                   16,000.18                  

现金流入小计 13 2,424,759.50              6,466,630.18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178,528.82              9,171,735.33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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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98.00                   107,405.16                

现金流出小计 23 3,234,426.82              9,279,140.4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809,667.32                -2,812,510.3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24,886,260.74          68,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2,391,758.27              2,533,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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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27,278,019.01          70,533,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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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27,500,000.00          69,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127,500,000.00          69,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21,980.99                1,533,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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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出小计 58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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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648.31             -1,278,796.30            

    单位负责人：王洪元                       复核：任元彪                                            制表：王晓红

现 金 流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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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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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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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 万元整。有效期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6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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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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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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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周期  

本基金会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活动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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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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本基金会将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

金。  

本基金会将同时具备持有期限短（一般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

于转化为已知金额的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等条件的投资（包括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

投资，但不包括权益性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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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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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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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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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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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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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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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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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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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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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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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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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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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目  纳税（费）基础  税（费）率  备注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    

（二）税收优惠及批文  

1、根据京财税〔2020〕2661 号文件，本基金会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2、根据京财税[2019]985 号文，本基金会取得了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等部门公布的 2018

年度第六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披露项目除非特别指出，年初数指 2021 年 1 月 1 日，年末数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年发生额指 2020 年度，本年发生额指 2021 年度。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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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5 218.35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2,621,085.72 1,342,232.87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5,364.50 5,384.05 

合   计   2,626,631.57 1,347,8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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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股票投资        

②银行理财产品  68,000,000.00  68,000,000.00 69,000,000.00  69,000,000.00 

合   计  68,000,000.00  68,000,000.00 69,000,000.00  69,000,000.00 

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法定代表

人  

是否具有

金融资质  
委托金额（元）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

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招商银行清

华园支行 徐传斌 是  20,000,000.00  一年 浮动 1,026,482.38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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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清

华园支行 徐传斌 是  10,000,000.00  一年 浮动  399,923.28   10,000,000.00  

招商银行清

华园支行 徐传斌 是  11,000,000.00   浮动   

招商银行清

华园支行 徐传斌 是  20,000,000.00   浮动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8,000,000.00  182 浮动  160,952.00   8,000,000.00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10,000,000.00  364 浮动  334,082.38   10,000,000.00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20,000,000.00  302 浮动  612,273.97   20,000,000.00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8,000,000.00  273 浮动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20,000,000.00  370 浮动    

中国银行清

华东路支行 胡燕 是  10,000,000.00  365 浮动    

合计   137,000,000.00   2,533,714.01 6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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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1 其他应收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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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10,000.00    

1-2 年（含）     10,000.00  10,000.00 

合   计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1.2 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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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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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国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2020 年  饭卡押金  

合  计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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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91  1,771.91  

合  计  1,771.91  1,7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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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4.29 51,840.00 

合    计   37,514.29 51,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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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3,676.22 1,071,024.81 3,119,958.96 18,634,742.07 

②限定性净资产  49,913,669.15 7,929,319.38 6,171,735.33 51,671,253.20 

合 计  70,597,345.37 9,000,344.19 9,291,694.29 70,305,995.27 

6.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291,350.10 元，影响净资产减少 291,350.10 元；  

7、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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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0,630.00 2,412,412.54 

其中：货币捐赠  6,450,630.00 2,412,4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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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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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450,630.00 2,412,4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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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  2,000,000.00 货币  拯救勺嘴鹬项目  

北京绿化基金会  100,000.00 货币  奖励师生  

中国扶贫基金会  69,000.00 货币  新长城助学金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10,000.00 货币  张纪光奖学金  

合   计  2,179,000.00    

7.3 大额捐赠收入  

2021 年度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6,450,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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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

护基金会 
2,000,000.00  拯救勺嘴鹬项目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 
1,000,000.00  珠峰奖学金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00  花乡花木北林基金  

卫荣彬夫妇 527,000.00  学生助学金  

刘振国 500,000.00  关君蔚水土保持奖励项目  

8、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银行理财收益  2,533,714.01 2,218,866.21 

②基金投资  172,892.06 

合   计  2,533,714.01 2,391,758.27 

9、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利息收入  12,733.27 12,346.96 

②其他  3,2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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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6,000.18 12,3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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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1,735.33 3,178,528.82 

合    计  9,171,735.33 3,178,5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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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勺嘴鹬项目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北京林业大学发

展基金项目 
 3,000,000.00       3,000,000.00 

珠峰奖学金 1,0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花乡花木北林项

目 
1,000,000.00       

合     计  4,000,000.00 5,200,000.00     5,200,000.00 

10.3 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慈善总支

出比例  
用途  

北京林业大学发展基金项

目 
北京林业大学 3,000,000.00 32.71% 学校教学及基

础设施改造 

拯救勺嘴鹬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 2,000,000.00 21.81% 拯救勺嘴鹬项

目 

珠峰奖学金 在校学生 200,000.00 2.18% 奖学金 

合计   5,200,000.00 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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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58.96 41,2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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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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133.98 

⑤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合    计  105,258.96 -416,859.53 

12、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购办公杯  14,700.00  

合    计  1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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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孙信丽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0.00 

李雄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0.00 

程武 北京林业大学 副理事长 0.00 

任元彪 北京林业大学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 秘书长 0.00 

王平 北京林业大学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 理事 0.00 

刘永杰 地林伟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0.00 

杜小军 中润普达（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余方然 湖南长江铜业有限公司 理事 0.00 

张敬 北京林业大学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 理事 0.00 

张士宏 中海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林巧玲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赵方莹 圣海林生态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理事 0.00 

赵玉斌 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 理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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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文 北京瑞原爱格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理事 0.00 

董鹏举 甘肃新科建设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温亚利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理事 0.00 

合    计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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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附表 1。  

九、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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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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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18 日  日期 :202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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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中信朝向奖学金 捐赠 126,500.00  56,000.00 70,500.00

斯道拉恩索奖学金 捐赠  40,000.00 40,000.00 0.00

盛世绿源大学生创新奖 捐赠 6,688.00   6,688.00

奥林高尔夫教育与研究项目 捐赠 589,142.74  122,000.00 467,142.74

林学院校庆捐款 捐赠 60,932.50   60,932.50

朱之悌奖励项目 捐赠 1,088,400.00 37,000.00 15,000.00 1,110,400.00

中资蓝天奖学金 捐赠 32,000.00  32,000.00 0.00

鼎泰林业奖学金 捐赠 36,000.00 200,000.00 220,000.00 16,000.00

关君蔚水土保持奖励项目 捐赠 1,639,850.00 500,000.00 492,000.00 1,647,850.00

北林丽景科创奖学金 捐赠 19,440.00 34,000.00 24,900.00 28,540.00

铁汉生态教育项目（水保） 捐赠 14,064.20   14,064.20

水保学院校庆项目 捐赠 103,496.00   103,496.00

关君蔚项目 捐赠 101,200.00   101,200.00

永为水土保持奖学金 捐赠 316,534.00 11,470.00 12,000.00 316,004.00

深水咨询奖助学金 捐赠 21,000.00   21,000.00

东方园林奖学金、社会活动费 捐赠 697,320.52   697,320.52

建王奖学金 捐赠 13,815.50  6,177.20 7,638.30

普邦奖学金及活动费 捐赠 52,987.45   52,987.45

园林学院校庆捐款 捐赠 93,289.50   93,289.50

铁汉生态教育项目（园林） 捐赠 16,435.78   16,435.78

杭州国树设计奖学金 捐赠 14,000.00   14,000.00

北京林业大学发展项目（园林）捐赠 7,850,832.88  185,481.41 7,665,351.47

汉通奖学金 捐赠 6,015.40   6,015.40

陈俊愉园林教育项目 捐赠 399,966.40 15,022.00 10,000.00 404,988.40

陈俊愉教育项目 捐赠 777,990.00 27,750.00 10,000.00 795,740.00

园林学院学生活动赞助费 捐赠 9,204.81  4,939.05 4,265.76

京林杯课程设计竞赛 捐赠 130,366.18  8,355.20 122,010.98

长林英才成长项目 捐赠 133,531.53  19,512.86 114,018.67

馨基金 捐赠 10,904,306.85 334,082.38 20,000.00 11,218,389.23

大杏仁竞赛研发经费 捐赠 1,042.00   1,042.00

艾森曼五金（申宗圻木材奖） 捐赠 4,200.00   4,200.00

材料学院校庆项目 捐赠 2,642.63   2,642.63

东宇鸿翔学生资助项目 捐赠 95,714.71  30,485.36 65,229.35

斯道拉恩索奖学金（材料） 捐赠  40,000.00 20,000.00 20,000.00

材料学院产学研项目 捐赠  200,000.00 15,684.00 184,316.00

多美和教育发展项目 捐赠 85,768.60   85,768.60

弘通校园文化项目 捐赠 61,195.61  20,208.64 40,986.97

经管方然发展项目 捐赠 273,321.40  48,298.00 225,023.40

经管科技协作项目 捐赠 47,782.00   47,782.00

财88奖学金 捐赠 75,000.00   75,000.00

经管协同创新项目 捐赠 739,830.36  610,805.00 129,025.36

中博教育项目 捐赠 863,864.91  2,065.30 861,799.61

人文学院校友奖助学金 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信息学院校庆项目 捐赠 9,723.00   9,723.00

小明奖学金 捐赠 49,000.00   49,000.00

陈谋询信息专业奖学金 捐赠 554,000.00 21,090.00 30,000.00 545,090.00

肖文科奖学金 捐赠 60,000.00  5,000.00 55,000.00

工学院发展项目 捐赠 107,344.97 1,500.00 7,554.64 101,290.33

林机85班校友互助项目 捐赠 10,000.00   10,000.00

学生科创奖学金 捐赠 57,500.00   57,500.00

限定性净资产明细表
202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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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学院绿友助学金 捐赠 20,000.00   20,000.00

车辆专业建设项目 捐赠 13,666.95  1,169.08 12,497.87

泽润绿林学科建设项目 捐赠 67,242.00   67,242.00

斯蒂尔工科科创奖 捐赠 30,000.00   30,000.00

地尔汉宇创新项目 捐赠 209.92  209.92 0.00

青神绿色奖学金 捐赠 96,000.00  57,500.00 38,500.00

自然保护区学院校庆款 捐赠 25,987.00   25,987.00

圣海林自然保护项目 捐赠 30,000.00   30,000.00

岭南奖学金 捐赠 30,000.00   30,000.00

拯救勺嘴鹬项目 捐赠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桑德教育奖励金 捐赠 20,000.00   20,000.00

爱生助困 捐赠 247,869.17   247,869.17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项目 捐赠 8,043,653.93 296,000.00  8,339,653.93

卫荣彬励志助学金 捐赠 140,500.00 527,000.00 60,000.00 607,500.00

KDT奖学金 捐赠 1,000,000.00 30,000.00 30,000.00 1,000,000.00

我爱母校 捐赠 216,200.00 2,130.00 19,000.00 199,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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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长城助学金 捐赠  69,000.00 69,000.00 0.00

沈国舫森林培育项目 捐赠 271,100.00  60,000.00 211,100.00

KDT助教项目 捐赠 93,206.97  93,206.97

董乃钧林人奖 捐赠 7,544.00   7,544.00

北林绿色发展项目 捐赠 163,370.00   163,370.00

清泉助学金 捐赠  6,000.00 6,000.00 0.00

关工委项目 捐赠 4,000.00   4,000.00

基金会直管 捐赠 565,410.57 632,615.00 622,615.00 575,410.57

校庆捐款 捐赠 854,349.42   854,349.42

新科鹏举千人奖助计划 捐赠 244,800.00 200,000.00 172,800.00 272,000.00

教育教学 捐赠 3,370,700.00   3,370,700.00

北京林业大学发展项目 捐赠 970,000.00   970,000.00

铁汉教育项目 捐赠 700,000.00  340,000.00 360,000.00

春雨助学金 捐赠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北林阳光助学金 捐赠  6,000.00 6,000.00 0.00

沈国舫奖励项目 捐赠 703,392.00 25,160.00  728,552.00

安海助学金 捐赠  200,000.00 97,500.00 102,500.00

花乡花木北林 捐赠  1,000,000.00  1,000,000.00

费青奖学金 捐赠  10,000.00 2,500.00 7,500.00

单昭祥公益绿化奖励项目 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绿桥项目 捐赠 10,760.00   10,760.00

北林青年绿色成长 捐赠 91,240.00   91,240.00

大学生社团活动资助费 捐赠 5,000.00   5,000.00

五省市青年环保创业项目 捐赠 267,197.76  7,075.00 260,122.76

华为大学生竞赛资助款 捐赠 262,197.67  119,101.00 143,096.67

六。五环境日项目 捐赠 45,718.82  4,432.00 41,286.82

新鲜互动学生处奖学金 捐赠 300,000.00   300,000.00

张纪光奖学金 捐赠  10,000.00 10,000.00 0.00

生态文明建设博士生讲师团 捐赠 40,592.00   40,592.00

树人研究生干部奖学金 捐赠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生态文明与自然保护教育项目 捐赠 55,956.64  11,778.00 44,178.64

信息化建设项目 捐赠 134,025.20   134,025.20

朱之悌院士项目 捐赠 461,900.00 18,500.00 30,000.00 450,400.00

蒙草奖学金 捐赠 42,500.00 100,000.00 50,000.00 92,500.00

林享.麦芽助学金 捐赠 99,094.70 200,000.00 81,588.67 217,506.03

改善教学条件项目 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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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珠峰奖学金 捐赠  1,000,000.00 200,000.00 800,000.00

合计 49,913,669.15 7,929,319.38 6,171,735.33 51,671,2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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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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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性净资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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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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