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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正华会字【2016】59 号  

中国孔子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中国孔子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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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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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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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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中国孔子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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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会民非0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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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8,432.60                  2,386,3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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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0,000.00                  10,0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329,962.45                     261,768.95                

现金流入小计 13 10,158,395.05                12,648,094.28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6,382,431.75                  3,358,212.2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413,081.40                     497,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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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151.45                  822,644.32                

现金流出小计 23 8,170,664.60                  4,677,870.0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1,987,730.45                  7,970,224.2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1,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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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00                  -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95,130.00                       27,097.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95,130.00                       27,097.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704,870.00                  -27,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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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2,600.45              7,943,127.26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5年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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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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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孔子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于 1984

年成立的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800 万元，登记证号为基证字第 0022 号，有

效期为 2014 年 04 月 11 日至 2018 年 04 月 11 日，组织机构代码为 50001668-2，法定代

表人为王大千，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东外环路 2668 号。  

业务主管单位：文化部。  

业务范围：募集资金、国际合作、专项资助、展览展示、咨询服务、学术交流。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设有 2 个代表处（北京办事处和曲阜办事处），3

个专项基金（修德教育专项基金、兰陵文化专项基金和孝心基金），均纳入本基金会核

算体系，其中开立银行账户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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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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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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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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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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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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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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发出存货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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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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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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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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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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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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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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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

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办公家具  5 年   20% 

运输工具  8 年   12.5% 

电子设备  5 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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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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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

定其工程成本，并单独核算。  

11、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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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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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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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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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孔子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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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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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①现金  人民币  21,922.61 14,218.31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14,932,930.16 22,883,761.72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   计   14,954,852.77 22,897,980.0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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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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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收账款        

②其他应收款  1,467,146.75  1,467,146.75 540,817.49  540,817.49 

合   计  1,467,146.75  1,467,146.75 540,817.49  540,817.49 

 

2.1 其他应收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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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699.75  1,400,699.75 529,417.49  529,417.49 

1-2 年  41,047.00  41,047.00    

2-3 年  14,000.00  14,000.00    

3 年以上  11,400.00  11,400.00 11,400.00  11,400.00 

合   计  1,467,146.75  1,467,146.75 540,817.49  540,817.49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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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儒学年鉴社    200,000.00 36.98 1 年以内  借款  

②修德教育基金管委会    124,000.00 22.93 1 年以内  拨付经费  

③曲阜办事处  71,164.39 4.85 97,707.00 18.07 1 年以内  拨付经费  

④北京办事处  37,535.36 2.56 92,710.49 17.14 1 年以内  拨付经费  

⑤会议押金  11,400.00 0.78 11,400.00 2.11 3 年以上  押金  

合  计  120,099.75 8.19 525,817.49 97.23 —— —— 

 

3、存货                            

3.1 存货分类  

存货种类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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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库存商品   63,200.00  63,200.00 

其中：接受捐赠物资      

③低值易耗品  608,902.62   608,902.62 

合   计  608,902.62   672,102.62 

 

3.2 存货跌价准备明细：本基金会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长期投资       

4.1 长期投资明细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年初数  

本年增加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长期股权投资      
 

①山东七星置业有限公司  15,000,000.00 32,968,579.07  32,968,579.07  

②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3,000,000.00 1,838,193.58  1,838,193.58 53,147.18 

③儒学年鉴社  300,000.00 0.00  0.00  

小    计  18,300,000.00 34,806,772.65  34,806,772.65 53,147.18 

合   计  18,300,000.00 34,806,772.65  34,806,772.65 53,147.18 

  续表  

长期投资分类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所占比

例  

核算方

法  账面余额  
减值准

备  
账面净值  

长期股权投资   
     

①山东七星置业有限公司  356,082.39 32,612,496.68  32,612,496.68 57.69% 权益法  

②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1,891,340.76  1,891,340.76 30.00% 权益法  

③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   0.00  0.00 100% 权益法  

小    计  356,082.39 34,503,837.44  34,503,837.44   

合   计  356,082.39 34,503,837.44  34,503,837.44   

4.2 长期投资本年增减变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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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七星置业有限公司、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损益根据基金会提供的 2015 年度财

务报表确定，其中山东七星置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 -617,234.17 元，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 177,157.26 元。  

（2）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 2003 年 4 月成立，是孔子基金会投资 30 万元成立的单位，类型为全

民所有制单位，连年亏损，长期投资账面价值为 0 元。根据基金会提供的 2015 年财务报表，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未分配利润为-490,811.77 元。  

5、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                        

5.1 固定资产类别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一、固定资产原价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351,766.00   351,766.00 

办公设备  273,210.00 27,097.00  300,307.00 

合   计  624,976.00 27,097.00  652,073.00 

二、累计折旧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201,916.00 24,975.00  226,891.00 

办公设备  169,568.03 27,524.86  197,092.89 

合    计  371,484.03 52,499.86  423,983.89 

三、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其中：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149,850.00   124,875.00 

办公设备  103,641.97   103,214.11 

合    计  253,491.97   228,089.11 

5.2 固定资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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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年初数  年末数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①自用  624,976.00 371,484.03 253,491.97 652,073.00 423,983.89 228,089.11 

②出租        

合  计  624,976.00 371,484.03 253,491.97 652,073.00 423,983.89 228,089.11 

6、文物文化资产  

项   目  取得方式  取得时间  价值确定方法  年初数  年末数  

①《四库全书》电子版两套  购买  1998 年 3 月  买入价  20,000.00 20,000.00 

②《华夏名家藏书》五套  购买  2003 年 4 月  买入价  55,680.00 55,680.00 

合   计     75,680.00 75,680.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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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904.20 139,871.43 140,044.50 1,758,731.13 

合  计  1,758,904.20 139,871.43 140,044.50 1,758,731.13 

 

7.1 其他应付款主要客户  

项     目  年末数  账龄  款项内容  未偿还原因  

①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50,000.00 3 年以上  往来款  

基金会全资公

司山东孔子文

化国际传播中

心 2012 年注销

时股权转让形

成  

②《漫话陶醉》书款  500,000.00 2 至 3 年  往来款  
拟设立出版基

金部分预拨款  

③ . 苍山县政协  100,000.00 1 至 2 年  往来款  
拟设立出版基

金部分预拨款  

④孔子研究院  8,900.00 3 年以上  首届孔子奖  
孔子研究院拨

入的首届孔子

奖奖金余额  

⑤      

合   计  1,75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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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净资产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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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5,585.91 710,133.74 2,073,351.32 40,702,368.33 

② 限定性净资产  8,342,356.65 11,635,025.33 3,519,974.75 16,457,407.23 

合 计  50,407,942.56 12,345,159.07 5,593,326.07 57,159,775.56 

8.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① 当年收支结余 6,751,833.00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6,751,833.00 元；  

② 其他增加（减少）净资产原因：无  

9、捐赠收入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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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025.33 7,036,832.60 

其中：货币捐赠  1,635,025.33 7,036,832.60 

     非货币捐赠    

②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751,300.00 111,600.00 

其中：货币捐赠  751,300.00 111,60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2,386,325.33 7,148,432.60 

 

9.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无  

9.3 大额捐赠收入  

2015 年度中国孔子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2,386,325.33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

上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捐赠方 

本年发生额 

捐款用途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合计 

①建设银行 508,413.33  508,413.33 孔子龙卡项目  

其中：货币捐赠 508,413.33  508,413.33  

非货币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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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济南华昱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中柬文化交流中心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其中：货币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③山东中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200,000.00 孔子学堂  

其中：货币捐赠 200,000.00  20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④临夏州昌明公路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国学研究  

其中：货币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非货币捐赠     

⑤山东龙力生物科技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儒学文化传播与交

流及年鉴出版  

其中：货币捐赠  250,000.00 250,000.00  

非货币捐赠     

合  计 1,208,413.33 750,000.00 1,958,413.33  

 

10、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②  股权投资收益  -302,935.21 -224,309.51 

② 股票投资收益    

③  银行理财收益    

④  委托投资收益   

⑤  债券投资收益   

合   计  -302,935.21 -224,309.51 

11、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利息收入  163,258.60 315,568.38 

孔子研究》发行返还款  98,510.35 14,3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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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61,768.95 329,962.45 

12、业务活动成本  

12.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 捐赠项目成本  5,178,550.30 7,674,298.63 

② 提供服务成本    

③ 商品销售成本    

④ 政府补助支出    

⑤ 业务税金及附加    

合    计  5,178,550.30 7,674,298.63 

 

12.2 资助其他基金会：无  

12.3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

受助人的

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监督和

评估费

用 

人员报

酬 

.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费用 小计 

第十届文博会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孔子书包仁爱行 95,912.00 1,095,912.00     10 10.00 1,095,922.00 

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280,700.00 460,400.00  31,308.55  179,943.00 10,750.60 222,002.15 682,402.15 

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300.00  95,000.00   29,869.90  125,169.90 125,169.90 

孔子文化奖 2,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

经费      80,000.00 10 80,010.00 80,010.00 

孔子龙卡 508,413.33      362,548.60  600 363,148.60 363,148.60 

孔子学堂 200,000.00     23,140.00    176,719.00  9,244.00 209,103.00 209,103.00 

孔子网络电视台项

目 8,000,000.00          0.00 0.00 

荀子思想研讨会           244,023.10  244,023.10 244,023.10 

合    计 11,085,025.33 1,556,312.00 0.00 54,748.55 0.00 1,594,210.60 294,507.60 1,943,466.75 3,499,7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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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①  第十届文博会 
山东泉韵历山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400,000.00 7.72% 展览制作  

②  孔子书包仁爱行 
深圳崇德动漫股

份有限公司  
1,095,912.00 21.16% 宣传制作  

③   孔子文化奖 孔子研究院  300,000.00 5.79% 孔子文化奖经费  

④荀子思想研讨会 

荣成石岛宾馆有

限公司济南石岛

山庄  

244,023.10 4.71% 
荀子思想研讨会

会议费  

⑤ 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山东齐鲁书社出

版有限公司  
95,000.00 1.83% 

《荀子思想研

究》出版费  

⑥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经费 
青岛出版社有限

公司  
80,000.00 1.54% 出版费  

⑦ 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贫困生  362,400.00 7.00% 贫困生捐款  

⑧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北京世知东方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58,370.00 1.13% 修德基金书款  

⑨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玉树州囊谦县民

间慈行职业技术

学校  

50,000.00 0.97% 助学金  

⑩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阿尼玛卿藏族文

化中心  
48,000.00 0.93% 助学金  

⑾孔子龙卡 
山东儒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362,548.60 7.00% 出版费  

⑿孔子学堂 山东大厦  176,719.00 3.41% 学术研讨会议费  

合     计   3,272,972.70 63.20%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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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780.47 320,511.14 

② 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10,732.50 155,378.58 

③ 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31,928.60 79,093.00 

④ 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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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⑥ 捐赠退回    

合    计  379,441.57 554,982.72 

14、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 所得税费用    

② 车辆事故赔偿费  35,334.20  

合    计  35,334.20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项    目  
上年数  本年数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①工资、奖金、津贴和

补贴  
271,856.00 

               

73,000.00  

 

                   

344,856.00  

 

183,872.00 236,018.00 419,890.00 

②职工福利费        

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小

计  
271,856.00 

               

73,000.00  

 

                   

344,856.00  

 

183,872.00 236,018.00 419,890.00 

①社会保险费  
                  

38,536.14  

 

               

19,570.26  

 

                     

58,106.40  

 

45,434.22 20,484.21 65,918.43 

②年金        

③补充医疗保险        

④住房公积金  10,119.00  10,119.00 7,474.25 3,730.75 11,205.00 

⑤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 
      

⑥非货币性福利        

⑦其他        

小计  48,655.14 19,570.26 68,225.40 52,908.47 24,214.96 77,123.43 

合     计  320,511.14 92,570.26 413,081.40 236,780.47 260,232.96 497,0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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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千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组书记、秘书长  理事长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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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镇  山东三箭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副理事长  无  

常志钧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  副理事长  无  

武卫华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副理事长  无  

马韵升  山东京博控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孟鸣飞  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  副理事长  无  

牛廷涛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副理事长  无  

邢成湖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组成员、纪检组

长、副秘书长  
副理事长  无  

李言栋  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副巡视员  理事  无  

王钧林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理事  无  

许发刚  山东祥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赵先德  深圳市崇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无  

常翠鸣  山东杏林科技职业学院董事长  理事  无  

舒大刚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研究所

所长  
理事  无  

程少博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  无  

刘廷善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出版部主任  理事  无  

高立民  北京领航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事  无  

康承宝  中国孔子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理事  无  

孔祥林  中国孔子基金会曲阜办事处主任  理事  无  

蓝海  大众报业集团总编辑助理  理事  无  

李琳  中国孔子基金会基金部主任  理事  无  

吴立春  山东三庆实业集团总裁  理事  无  

段玉梅  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调研员  监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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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来  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孔子文化出版基金 社会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用途受限 

传统文化艺术推广 社会捐赠 240,000.00   240,000.00 用途受限 

国学流动图书馆 社会捐赠 201,689.06   201,689.06 用途受限 

孔子龙卡 社会捐赠 489,674.40 508,413.33 363,148.60 634,939.13 用途受限 

孔子书房图书出版 社会捐赠 987,624.50   987,624.50 用途受限 

临沂孔学堂 社会捐赠 200,000.00 200,000.00 用途受限 

孔子学堂 社会捐赠 200,000.00 209,103.00 -9,103.00 用途受限 

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社会捐赠 660,800.00 125,169.90 535,630.10 用途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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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教育奖 社会捐赠 100,000.00   100,000.00 用途受限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经

费 
政府补助 500,000.00  80,010.00 419,990.00 用途受限 

第十届文博会 政府补助 400,000.00  400,000.00 0.00 用途受限 

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社会捐赠 1,661,466.60 280,700.00 682,402.15 1,259,764.45 用途受限 

孝心基金 社会捐赠 986,305.29   986,305.29 用途受限 

荀子思想研讨会 社会捐赠 271,033.80     244,023.10  27,010.70 用途受限 

孔子书包仁爱行 社会捐赠 999,989.00 95,912.00 1,095,922.00 -21.00 用途受限 

月亮基金 社会捐赠 138,893.00   138,893.00 用途受限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

范基地 社会捐赠 4,881.00   4,881.00 用途受限 

莱芜漫道村孝德建设 社会捐赠  50,000.00 16,200.00 33,800.00 用途受限 

中柬文化艺术交流 社会捐赠  500,000.00  500,000.00 用途受限 

孔子网络电视台项目 政府补助  8,000,000.00  8,000,000.00 用途受限 

孔子文化奖 政府补助  2,000,000.00    300,000.00  1,700,000.00 用途受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

字化工程     
3,996.00 -3,996.00 用途受限 

合计   8,342,356.65 11,635,025.33 3,519,974.75 16,457,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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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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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名称：中国孔子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王大千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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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孔子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正华专审字【2016】92 号  

中国孔子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

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正华会字【2016】

59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

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

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

制的《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基

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

核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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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5 年度工作报告》

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

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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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公益支出情况  

（1）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10,434,085.54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0,434,085.54 

本年度总支出  

①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5,178,550.30 

  其中:项目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60,232.96 

②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36,780.47 

③行政办公支出 142,661.10 

④其他支出  35,334.2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49.63%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11.44% 

 

（2）在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

项  

说明：本基金会 2013 年度收入为 5,106,027.80 元，公益事业支出为 4,437,834.03 元，2013

年和 2014 年平均收入为 7,770,056.67 元；近两年公益事业平均支出为 6,056,066.33 元，公

益事业平均支出占上两年度平均收入的比例为 85.51%。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5 年度中国孔子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2,386,325.33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

额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货币  非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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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508,413.33  孔子龙卡项目  

济南华昱置业有

限公司  
500,000.00  中东文化交流中心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山东中孚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孔子学堂  

临夏州昌明公路

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0  国学研究  

山东龙力生物科

技公司  
250,000.00  儒学文化传播与交流及年鉴出版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

受助人的

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监督和

评估费

用 

人员报

酬 

.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费用 小计 

第十届文博会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孔子书包仁爱行 95,912.00 1,095,912.00     10 10.00 1,095,922.00 

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280,700.00 460,400.00  31,308.55  179,943.00 10,750.60 222,002.15 682,402.15 

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300  95,000.00   29,869.90  125,169.90 125,169.90 

孔子文化奖 2,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

经费      80,000.00 10 80,010.00 80,010.00 

孔子龙卡 508,413.33      362,548.60  600 363,148.60 363,148.60 

孔子学堂 200,000.00     23,140.00    176,719.00  9,244.00 209,103.00 209,103.00 

孔子网络电视台项

目 8,000,000.00          0.00 0.00 

荀子思想研讨会           244,023.10  244,023.10 244,023.10 

合    计 11,085,025.33 1,556,312.00 0 54,748.55 0 1,594,210.60 294,507.60 1,943,466.75 3,499,7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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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①  第十届文博会 
山东泉韵历山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400,000.00 7.72% 展览制作  

②  孔子书包仁爱行 
深圳崇德动漫股

份有限公司  
1,095,912.00 21.16% 宣传制作  

③   孔子文化奖 孔子研究院  300,000.00 5.79% 孔子文化奖经费  

④荀子思想研讨会 

荣成石岛宾馆有

限公司济南石岛

山庄  

244,023.10 4.71% 
荀子思想研讨会

会议费  

⑤ 兰陵文化专项基金 
山东齐鲁书社出

版有限公司  
95,000.00 1.83% 

《荀子思想研

究》出版费  

⑥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经费 
青岛出版社有限

公司  
80,000.00 1.54% 出版费  

⑦ 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贫困生  362,400.00 7.00% 贫困生捐款  

⑧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北京世知东方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58,370.00 1.13% 修德基金书款  

⑨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玉树州囊谦县民

间慈行职业技术

学校  

50,000.00 0.97% 助学金  

⑩修德教育专项基金 
阿尼玛卿藏族文

化中心  
48,000.00 0.93% 助学金  

⑾孔子龙卡 
山东儒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362,548.60 7.00% 出版费  

⑿孔子学堂 山东大厦  176,719.00 3.41% 学术研讨会议费  

合     计   3,272,972.70 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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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委托理财：  

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5 年度无委托理财项目。   

6、投资收益  

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5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302,935.21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

况列示如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1．  山东七星置业有限公司  -356,082.39 16,830.95 

2．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3,147.18 -241,140.46 

合     计  -302,935.21 -224,309.51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中国孔子基金会

文化产业办公室 
理事所在单位      

孔子基金会秘书处 
理事长所在单

位  
    

深圳市崇德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理事所在单位    1,095,912.00  

山东七星置业有

限公司 
被投资单位      

山东孔子文化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投资单位    190,000.00  

山东中国《儒学年

鉴》社 
被投资单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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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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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其他应收款：      

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   200,000.00 36.98% 

合     计    200,000.00 36.98%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无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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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      

     

合     计      

其他应付款：      

山东孔子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1,150,000.00 65.38% 1,150,000.00 65.39% 

合      计  1,150,000.00 65.38% 1,150,000.00 65.39%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无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

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

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5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

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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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5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2016 年 3 月 9 日 

 



 

 

 

 

中国孔子基金会管理层 

2015 年度 

管理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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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审计单位：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管理建议书 

中国孔子基金会管理层：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基金会 2015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我们的

责任是对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提供的这份管理建议书，

是我们基于为贵基金会服务的目的，根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问题

及需要提请贵基金会关注的重大事项而提出的。因为我们主要从事的是对贵

基金会财务报表的审计，所实施的审计范围是有限的，我们的建议只包括

一般审计工作程序中能揭示的事项，所以并未尝试指出所有可能需要改善

的地方，管理建议书中包括的主要问题不应被视为对贵基金会内部控制发

表的鉴证意见，所提建议不具有强制性和公正性。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贵基金会内部控制中有关会计制度、会计

工作机构和会计人员职责、资产管理制度等有关方面的情况，并作了分析

研究。我们认为，贵基金会现有的内部控制总体上还是有效的。但在办事

处管理和票据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现将我们发现的内部控制方面的

某些问题及改进建议提供给你们，希望引起你们的注意，以便完善内部控

制，具体为： 

1、曲阜办事处和北京办事处 2015 年以前独立核算，2015 年改用备用

金管理模式，纳入基金会核算体系，基金会往办事处拨款通过其他应收款，

发生的费用直接列入基金会。目前从账面核算和取得的票据来看，基金会

在拨款后对于办事处资金使用情况缺乏监管，办事处发生费用也未及时报

销。另外曲阜办事处原作为独立的分支机构，开有银行账号，未纳入基金

会统一管理。 

2、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作为基金会的投资单位，一直处于非正

常经营状态，持续亏损，建议加强管理。 

 

 

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6 年 3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