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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嘉润审字（2019）110 号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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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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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独立于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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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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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jiaru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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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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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北京情系远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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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情系远山

公益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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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持了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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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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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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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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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导致对北京情系远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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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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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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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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基本情况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MJ0178844G。登记证书

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为谷田，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

海淀东三街 2 号 8 层 801 内 802 室，业务主管单位：无，注册开办资金 200 万元。 

七、财务状况: 

1、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979,416.24 元，其中：

货币资金 2,885,267.07 元，预付账款 36,000.00 元，固定资产原值 51,567.00 元，累计折旧 2,254.63

元，固定资产净值 49,312.37 元，无形资产 8,836.80 元。 

2、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9,250.14 元，均为流动

负债。 

3、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2,970,166.10 元，均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4、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收入 4,656,697.97 元，其中：捐赠收入 4,653,350.00

元，其他收入 3,347.97 元。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年度支出 1,686,531.87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1,643,310.60

元，管理费用 43,221.27 元。 

5、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于 2018年 8月 15 日成立，2018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643,310.60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不可比；行政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0.00 元，行政

办公支出 43,221.27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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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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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开户银行 

及账号 

 

招商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110935054410101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室 

会计机构负责人

姓名 
任猛 专业技术职称 无 

会计姓名 闫亚萍 专/兼职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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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MJ0178844G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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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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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5,267.07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240.04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36,000.00  应交税金 26  9,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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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1,267.07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9,2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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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7.00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2,254.63      

 固定资产净值  15  49,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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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0.14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49,312.37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2,970,166.10 

 无形资产 20  8,836.8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2,970,166.10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2,979,416.2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2,979,4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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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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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3,350.00  4,65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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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6    3,347.97  3,347.97 

收入合计 7    4,656,697.97  4,656,697.97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1,643,310.60  1,643,310.60 

 （二）管理费用 9    43,221.27  43,221.27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40,966.64  40,966.64 

         折旧     2,254.63  2,254.63 

其他        

 （三）筹资费用 10       

 （四）其他费用 11       

费用合计 12    1,686,531.87  1,686,531.87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13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4    2,970,166.10  2,970,1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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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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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3,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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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01 

现金流入小计 8 4,656,938.0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1,634,3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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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35.44 

现金流出小计 13 1,710,635.9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2,946,3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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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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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61,035.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61,035.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61,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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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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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5,2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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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会计报表附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

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贰佰万元，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由北京市民政局核发了《基金会法

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089671547P，有效期为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为谷田，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 号 8 层 801

内 802 室。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学生就学，资助贫困家庭改善生活，资助贫困地区学校建设，资助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造成灾害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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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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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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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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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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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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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等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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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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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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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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采用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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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设备 3 年      0%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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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无

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具体如下： 

资产类别 年限 

软件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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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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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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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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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885,267.07 

合  计    2,885,267.07 

2、预付账款  

（1）预付账款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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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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0 

合  计      36,000.00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时

间 

欠款原

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中国国际贸易

中心有限公司 
  36,000.00 100% 2018 年 

预付团

建费 

合  计   36,000.00  —— —— 

3、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账面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价合计  51,567.00  51,567.00 

其中：电子设备  51,567.00  51,567.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2,254.63  2,254.63 

其中：电子设备  2,254.63  2,254.63 

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9,312.37  49,312.37 

其中：电子设备  49,312.37  49,312.37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用  途 
年初数 期末数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51,567.00 2,254.63 49,312.37 

合  计    51,567.00 2,254.63 49,312.37 

4、无形资产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原价合计  9,468.00  9,468.00 

服务器  9,468.00  9,468.00 

二、累计摊销额合计  631.20  631.20 

服务器  631.20  631.20 

三、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8,836.80  8,836.80 

服务器  8,836.80  8,836.80 

5、其他应付款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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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亮亮  240.04  240.04 

合  计  240.04  240.0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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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10 超额累进税率 

合  计  9,010.1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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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限定性净资产  4,656,697.97 1,686,531.87 2,970,166.10 

合 计  4,656,697.97 1,686,531.87 2,970,166.10 

净资产比上年增加或减少的主要原因：当年收支结余 2,970,166.10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2,970,166.10 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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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中：捐款  1,000,000.00 1,000,000.00    

捐物       

2．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中：捐款  1,000,000.00 1,000,000.00    

捐物       

3．北京市众安公益基金会  2,653,350.00 2,653,350.00    

其中：捐款  2,653,350.00 2,653,350.00    

捐物       

合  计  4,653,350.00 4,653,350.00    

9、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捐赠项目成本 1,643,310.60  

其中：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项目 500,000.00  

慈善晚宴 482,227.49  

情系远山小学双师课堂 207,631.01  

情系远山高中双师课堂 273,2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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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美疆送教助学 150,000.00  

与爱同行绘画比赛 4,200.00  

薪火项目 26,000.00  

合  计 1,643,310.6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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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35.44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

维护费用 
2,885.83  

其中：折旧费 2,254.63  

无形资产摊销 631.20  

合  计 43,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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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领取报

酬的金额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  

谷田 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长 0.00 

俞敏洪 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张邦鑫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时腾飞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理事兼秘书长 0.00 

万怡挺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王学文 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2、列示本基金会职工总数（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

工资（不含支付的劳务费） 

本基金会下设财务室、办公室、业务部， 2018 年平均工作人员总数 5 人，其中：秘书

长 1 人，月均工资为 0.00 元/人；慈善活动工作人员 4 人，月均工资 10,695.89 元/人（在业务

活动成本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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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成立，2018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643,310.60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不可比。 

在计算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无。 

七、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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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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青年

教师社会支

持公益计划

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2．慈善晚宴   27,254.76  53,000.00  401,972.73 482,227.49 482,227.49 

合  计     27,254.76    53,000.00    901,972.73 

6  

982,227.49  982,227.49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接受的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理事主要来源

单位及主要捐赠人 
1,000,000.00 — 

北京世纪好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人及主要捐赠人 1,000,000.00 — 

北京市众安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2,653,350.00  

（2）关联方往来  

本基金会无关联方往来。  

九、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  称 来 源 时 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用途 备 注 

1．联想 14 英寸笔记本

电脑 
 自购 2018 年 台 4 7,400.00  29,600.00  自用    

2．相机  自购 2018 年 台 1 21,967.00  21,967.00  自用    

合  计       5   51,5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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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一、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二、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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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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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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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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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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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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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基金会名称：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谷田 财务负责人：任猛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日期：2019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