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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CAC京审字 [2021]0046号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单位）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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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贵单位2020年12 月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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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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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贵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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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单位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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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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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终止运营或别

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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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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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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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导致对贵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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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贵单位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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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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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北京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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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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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于 2015年 8月 13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登

记证号为：京民基证字第 0020320号，有效期限：自 2015年 8月 13日至 2019年 8月 13日；组织

机构代码为：35525520-5，法定代表人为：余晴燕，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号院 8号

楼 22层 C2502，注册资金为：200 万元。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取得三证合一后的基金会法人

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3110000355255205J，有效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18 日

至 2021 年 8 月 21 日。

业务范围：开展助学助教、扶贫救灾等公益活动，支持环保公益和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发展。

截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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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0 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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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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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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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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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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的预付账款是指预付给商品供应单位或者服务提供单位的款项。

预付账款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并按照往来单位或者个人等设置明细账，进行明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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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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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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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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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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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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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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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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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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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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种无形资产在其有效期或受益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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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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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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义务是社团承担的现时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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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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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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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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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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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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租赁

本基金会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直线法确认为费用。

本基金会作为出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直线法确认为收入。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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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银行存款 人民币 4,098,257.02 6,700,298.93

合 计 -- 4,098,257.02 6,700,298.93

2、存货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对外捐赠物资 5,871.50 5,871.50

合 计 5,871.50 5,871.50

3、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账款 0.00 453.03 0.00 453.03

其他应付款 9,750.20 0.00 500.00 9,250.20

合 计 9,750.20 453.03 500.00 9,703.23

4、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4,066,370.93 3,058,839.23 438,343.35 6,686,866.81

限定性净资产 28,007.39 194,267.64 212,674.64 9,600.39

合 计 4,094,378.32 3,253,106.87 651,017.99 6,696,467.20

5、捐赠收入

（1）捐赠收入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捐赠收入 68,850.00 74,220.00

其中：货币捐赠 68,850.00 74,220.00

非货币捐赠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3,171,372.10 2,063,038.40

其中：货币捐赠 3,171,372.10 2,063,038.4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3,240,222.10 2,137,258.40

（2）大额捐赠收入

2020 年度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3,000,000.00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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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邵学 3,004,800.00 3,004,800.00 基金会章程范围内开展活动

其中：货币捐赠 3,004,800.00 3,004,80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3,004,800.00 3,004,800.00

7、政府补助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党建管理岗位补贴 50,000.00 50,000.00

合 计 50,000.00 50,000.00

8、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72,568.80 38,523.22

合 计 72,568.80 38,523.22

9、业务活动成本

（1）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成本 638,277.62 499,837.15

其中：华宇助学-普通助学 425,602.98 364,760.55

华宇助学-一对一助学 84,350.00 71,900.00

成长法保 116,288.75 2,985.00

阅染纸上 3,726.89 7,563.30

夏令营 8,309.00 8,286.40

华宇益行 44,341.90

党建人员经费 50,000.00 50,000.00

合 计 688,277.62 549,837.15

（2）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使用

房屋、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其他费

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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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慈善项目

发生的人

员报酬、

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设备、

物资

发生

的相

关费

用

生的差旅、

物流、交

通、会议、

培训、审

计、评估等

费用

华宇助学-普通助学及

一对一助学
68,850.00 506,174.45 - - - 3,778.53 509,952.98

成长法保 - - - 116,288.75 - 116,288.75

合 计 68,850.00 506,174.45 - - 116,288.75 3,778.53 626,241.73

（3）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

会年度

公益总

支出比

例

用途

成长法保 广州一公斤盒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9,360.00 9.30% 课程设计及内容研发支持服务

成长法保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 25,200.00 3.95% 课程设计及内容研发支持服务

成长法保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20,000.00 3.13% 课程设计及内容研发支持服务

合 计 104,560.00 16.38%

10、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72,403.6 3,478.00

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10.40 0.00

合 计 72,424.40 3,478.00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本基金会 2020 年度共有 4 位工作人员，其中全职人员 3 人，兼职人员 1 人，在本基金

会领取工资金额为 0.00 元；领取党建管理岗位补贴金额为 50,000.00 元。

2、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 日

期

理事会

职务

工作单位及

职务

是否

专职

政治

面貌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

取的报酬

和补贴

(人民币

元)

领取报酬

和补贴事

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是

否办理备

案手续

余晴燕 女 1981-9-14 理事长

北京华宇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投资

总监

否 群众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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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相宇 男 1970-10-5 副理事

长

北京华宇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董事

长

否 群众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杨洋 女 1993-9-28 秘书长

北京华宇公

益基金会

秘书长

是 党员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郭颖 男 1978-8-8 理事

华宇金信

（北京）软

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否 党员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李晓明 男 1977-3-30 理事

上海浦东华

宇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否 党员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邢立君 女 1972-1-15 理事

北京华宇软

件股份有限

公司 人力

资源总监

否 党员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彭学军 男 1964-3-12 理事

北京市竞天

公诚律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否 党员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张斌琦 男 1985-2-7 理事

北京华宇元

典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搜

索事业部

总经理

否 群众 否 不涉及 否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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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披露其来源、

时间或用途限定的具体内容、使用情况等。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华宇助学-普通助学及

一对一助学
募捐 20,860.16 68,850.00 87,950.00 1,760.16 用途

专项助学 募捐 1,920.00 - - 1,920.00 用途

华宇益家 募捐 5,920.23 - - 5,920.23 用途

阅染纸上 募捐 - 3,726.89 3,726.89 - 用途

成长法保 募捐 - 116,288.75 116,288.75 - 用途

夏令营 募捐 - 8,309.00 8,309.00 - 用途

合 计 -- 28,700.39 197,174.64 216,274.64 9,600.39

注：基金会 2020年度接受限定性捐赠收入 68,850.00元，非限定性净资产转入 128,324.64

元，本年限定性收入减少数 216,274.64 元，为基金会用限定性捐赠收入支付。考虑以上因

素，2020 年基金会限定性净资产增加 193,574.64 元，减少 216,274.64 元，结余 9,600.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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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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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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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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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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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说明。

上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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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理事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盖 章）

基金会法人：（签 名） 财务负责人：（签 名）

日期 :2021 年 3 月 7 日 日期 : 2021 年 3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