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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Gentlewin 

审  计  报  告 

嘉润审字（2017）211 号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6年 12月 31日的资产

负债表、2016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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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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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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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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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于 2016年 7月 15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2017 年 2月 9

日换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MJ0176419P。法定代表人为祝

丽华，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16 号 9 层 1 单元 909，业务主管单位：无，原始基金

为贰佰万元整。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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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状况 

1、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135,558.19元，其

中：货币资金 598,338.19 元；短期投资 1,500,000.00 元；应收款项 37,220.00 元（其中：

应收账款 0.00元；其他应收款 37,220.00元）； 

2、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0.00元，其中：流动

负债 0.00元； 

3、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2,135,558.19 元，

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1,972,489.44 元；限定性净资产 163,068.75元； 

4、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 年度收入 1,002,259.59 元，其中：捐赠收入

995,054.70元；投资收益 5,811.00元；其他收入 1,393.89 元； 

5、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 年度支出 866,701.40 元，其中：公益活动成本

835,690.55元；管理费用 31,010.85元； 

6、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835,690.55 元，由于北京合一绿

色公益基金会于 2016年 7月 15日成立,上年度基金会净资产余额为零,本年无需计算本年公

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度净资产的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3,405.00 元,行政办公支出

27,605.85元，2016年总支出为 866,7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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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合一绿色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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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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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七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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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6年 12月 31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登记证号 53110000MJ0176419P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16号

9 层 1 单元 909 
登记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 

联系电话 15313857500 邮政编码 100080 

法定代表人 祝丽华 主要经费来源 捐赠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海淀黄庄支行 

银行帐号 11092334810506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部 联系电话 15313857500 

会计姓名 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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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10000MJ0176419P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支
机
构
、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无 

实
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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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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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1  598,338.19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1,500,000.00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37,220.00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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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应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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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558.19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长期投资： 10 

    

  

长期股权投资 1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2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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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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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489.44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163,068.75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2,135,558.19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总计 22 
 

2,135,558.1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2,135,558.19 

单位负责人：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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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活 动 表 

编制单位：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上  年  累  计  数 本  年  累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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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54.70  995,054.70  

      会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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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1.00    5,811.00  

      其他收入 6    1,393.89    1,393.89  

收入合计 7    7,204.89  995,054.70  1,002,259.59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835,690.55   835,690.55  

其中：公益活动成本      835,690.55  835,690.55 

     提供服务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         

     税金及附加         

（二）管理费用 9    31,010.85   31,010.85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3,405.00   3,405.00  

      行政办公支出      27,605.85   27,605.85  

      其他         

（三）筹资费用 10       

（四）其他费用 11       

费用合计 12    866,701.40   866,701.4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13 

   831,985.95  -831,985.95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14 

   -27,510.56  163,068.75  135,558.19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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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995,054.7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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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393.89  

现金流入小计 7 2,996,448.5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8 443,9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9 20,651.6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0 13,80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1 425,569.80  

现金流出小计 12 903,921.4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 2,092,527.1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4 1,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5 5,811.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6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  

现金流入小计 18 1,005,811.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9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 2,5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   

现金流出小计 22 2,5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 -1,494,189.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4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  

现金流入小计 26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27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8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现金流出小计 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 598,338.19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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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系于 2016年 7月 15日经北京市民

政局批准成立，2017 年 2 月 9 日换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MJ0176419P。法定代表人为祝丽华，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中街 16号 9层 1 单

元 909。 

    本基金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支持环境保护的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支持开展环境保护的传播、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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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运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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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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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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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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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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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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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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项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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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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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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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债券投资按直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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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单项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0、固定资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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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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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态的非

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按

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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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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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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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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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

赠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17、税项 

本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    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现代服务业收入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缴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缴纳流转税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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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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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8,338.19  

合计  - 598,3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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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  -     -     -    1,500,000.00  -    1,500,000.00 

合计  -     -     -    1,500,000.00  -    1,500,000.00 

3、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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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7,220.00 - 37,220.00 

合计  -     -     -    37,220.00 - 37,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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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建伟 (办公室房

东) 
 -     -     18,000.00  48.36% 1年以内 房租押金 

北京合一绿元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     -     16,500.00  44.33% 1年以内 暂未收回 

益博云天（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     -     2,720.00  7.31% 1年以内 电脑押金 

合计  -     -    37,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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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付账款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应付账款              -    700.00 700.00              -    

2、其他应付款              -    7,384.50 7,384.50              -    

合计              -    8,084.50 8,084.50              -    

（1）应付账款账龄及主要客户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上海恩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700.00 700.00            -   

合计            -    700.00 700.00            -   

（2）其他应付款账龄及主要客户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刘陈男 -    6,190.00  6,190.00  -    

郭琼 -    1,094.50  1,094.50  -    

王兰 -    100.00  100.00  -    

合计            -    7,384.50 7,384.50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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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31,985.95  859,496.51  1,972,489.44  

2、限定性净资产            -    995,054.70  831,985.95  163,068.75  

合计 -    3,827,040.65 1,691,482.46 2,135,558.19 

说明：其中 200万元为原始基金。 

（二）业务活动表主要项目注释 

1、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收入  995,054.70 -    

投资收益 5,811.00             -    

 其他收入  1,39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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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1,002,259.59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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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1、阿里巴巴公

益基金会 
626,650.00   626,650.00  -    -    -    用于成蹊水

环保组织培

育项目 其中：捐款 626,650.00   626,650.00  -    -    -    

2、深圳市红树

林湿地保护基

金会 

60,000.00   60,000.00  -    -    -    用于滨海湿

地保育小额

资助项目 
其中：捐款 60,000.00   60,000.00  -    -    -    

3、福建省正荣

公益基金会 
70,071.00   70,071.00  -    -    -    

用于和平台

项目 
其中：捐款 70,071.00   70,071.00  -    -    -    

4、北京市企业

家环保基金会 
238,333.70   238,333.70  -    -    -    

用于劲草同

行项目 
其中：捐款 238,333.70   238,333.70  -    -    -    

合计 995,054.70  995,054.70 -    -    -      

2、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公益活动成本  835,690.55  -    

 合  计  835,690.55 -    

1) 公益活动成本 

项目名

称 

支出情况 

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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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成蹊水环

保组织培

育项目 

255,500.00 18,878.00  11,025.00  132,249.25  96,612.50  514,264.75  62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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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草同行

项目 
  29,438.60  11,025.00  181,605.20  171.40  222,240.20  238,333.70 

滨海湿地

保育小额

资助项目 

        468.60  468.60  60,000.00 

自有项目   500.00    4,271.00    4,771.00  4,771.00 

和平台项

目 
61,500.00     46.00  32,400.00 93,946.00  70,071.00 

合计 317,000.00 48,816.60  22,050.00  318,171.45  129,652.50 835,690.55 999,825.70 

3、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3,405.00   -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7,60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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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形资产摊销   -     -    

       其他   -     -    

 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 - 

 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  -    

 社会保险费  - -  

合  计 31,010.85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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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成员名单及工作单位 

序号 职位名称 姓名 工作单位 

1 理事长 祝丽华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2 副理事长 常天乐 北京北友农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 秘书长 吴昊亮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4 理事 罗东霞 北京金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 理事 李冰 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 

6 理事 闫保华 深圳红树林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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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理事 王鹏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8 监事 王殿学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9 监事 黄真平 明德公益研究院 

上述理事会成员共计 9人，均未在本基金会领取薪金等报酬。 

2、工作机构组成 

职位名称 职工人数 工资总额 人均工资 任职情况 

理事长 1 - - 专职 

 秘书长  1  -     -    专职 

项目 2  -     -    专职 

传播 1  -     -    专职 

出纳 1  -     -    兼职 

 合计  6  -     -     

基金会共有员工 6人，均不在本基金会领取工资薪金。 

七、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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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说明 

公益事业支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于开展符合公益目

的的活动的费用） 
上年末净资产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

的比例 

835,690.55 -- --  

2、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说明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行政办公支出 小计 本年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

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 

3,405.00 27,605.85  31,010.85 866,701.40  3.58% 

八、重大公益项目 

1、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

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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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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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蹊 水

环 保 组

织 培 育

项目 

626,650.00 255,500.00 18,878.00  11,025.00  132,249.25  96,612.50 258,764.75 514,264.75  

劲 草 同

行项目 
238,333.70 0.00  29,438.60  11,025.00  181,605.20  171.40  222,240.20  222,240.20 

合计 864,983.70 255,500.00 48,316.60 22,050.00 313,854.45 96,783.90 481,004.95 736,504.9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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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成蹊水环保组织

培育项目 

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35,000.00 4.19% 直接资助款 

厦门江海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1,500.00 3.77% 项目合作款 

合肥市善水环境保护发展中心 42,000.00 5.03% 直接资助款 

广州市珠海区溪流生态保护中心 56,000.00 6.70% 直接资助款 

银川青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31,500.00 3.77% 直接资助款 

武汉行澈环保公益发展中心 56,000.00 6.70% 直接资助款 

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 35,000.00 4.19% 直接资助款 

福州市鼓楼区知行合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0 3.35% 项目合作款 

成都原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0,000.00 4.79% 
项目管理系统建

设费 

昆明慕水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35,000.00 4.19% 项目合作款 

劲草同行项目 成都原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0,000.00 4.79% 
项目管理系统建

设费 

 合计    430,000.00 51.47%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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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合一绿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发起人   

北京北友农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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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 发起人   

祝丽华 发起人   

吴昊亮 发起人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626,650.00  

2、关联方往来 

（1）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企业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金额（元）  占总额百分比  

其他应收款：      

北京合一绿元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16,500.00 44.33% 

合计    16,500.00 44.33% 

 

十、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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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54.70元，均来自于单位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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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三、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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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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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六、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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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止 2017年 5月 5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八、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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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名称：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法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二○一七年五月五日              日期：二○一七年五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