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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亚会（京）审字（2015）024 号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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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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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李四光地质科学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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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基金会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

金流量。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机构代码   登记证号 基证字第 1043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 26 号 登记时间 2007 年 2 月 

联系电话 010-68992240 邮政编码 100037 

法定代表人 张洪涛 主要经费来源 募捐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阜成路支行 

银行账号 110060934018010007618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部 联系电话 010-68999629 

会计姓名 王红 专/兼职 兼职 

代理记账中介机构名称 无 代理机构主管人姓名 无 

税务登记号码 京税证字第 1101025000204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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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经营实体 无 

 



 

 

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 01 表 
编制单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

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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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84.99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365,797.85  507,784.99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2,339,073.07 3,052,297.07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23,820.34 1,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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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65,797.85 507,784.99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2,362,893.41 3,053,322.07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33,300,000.00     长期负债：      



 

33,800,000.00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33,300,000.00  33,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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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893.41 3,053,3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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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2,904.44  31,254,462.92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净资产合计 41 31,302,904.44  31,254,462.92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33,665,797.85  34,307,784.9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33,665,797.85  34,307,784.99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业 务 活 动 表 
                会民非 02 表  

编制单位：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4 年度       单位：元  

 上年数   本年数  
项   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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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1,000.00    2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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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311.25    2,655,311.25  2,680,612.81    2,680,612.81  

            其他收入 7 905,307.65    905,307.65  4,113.37    4,113.37  

收入合计 8 3,771,618.90    -    3,771,618.90  2,684,726.18    2,684,726.18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9 3,615,303.00    -      3,615,303.00  2,642,279.60     2,642,279.60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0 3,615,303.00    3,615,303.00  2,642,279.60    2,642,279.60  

            提供服务成本 11         -          

            商品销售成本 12           -          

            政府补助成本 13             -          

            税金及附加 14             -          

（二）管理费用 15 67,134.56    67,134.56   90,888.10    90,888.10  

（三）筹资费用 16     -          

（四）其他费用 17 22,295.34    22,295.34        

费用合计 18 3,704,732.90  -    3,704,732.90  2,733,167.70    2,733,167.7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9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20 66,886.00   -    66,886.00   -48,441.52    -48,441.52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现 金 流 量 表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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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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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05,307.65 

 
4,113.37 

现金流入小计 7              1,116,307.65 
 

4,113.3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8              1,800,000.00             1,300,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

现金 
9 

 
15,600.00 

 
14,700.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                  416,837.56                 342,279.6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 

 
72,723.00 

                385,759.44 

现金流出小计 12              2,305,160.56             2,042,739.0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3             -1,188,852.91            -2,038,625.6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4            17,000,000.00           14,5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5              2,655,311.25             2,680,6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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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5,311.25           17,180,6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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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0,000.00           15,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1 

现金流出小计 22            18,800,000.00           1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                  855,311.25             2,180,6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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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3                -333,541.66                 141,987.14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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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批准，于 2007 年 02 月 09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登记证号为基证字第 1043 号，有效期为 2011 年 06 月 13 日至 2015 年 06 月 13 日，

组织机构代码为 50002040-3，法定代表人为张洪涛，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外百万

庄大街 26 号中国地质科学院。  

业务主管单位：国土资源部。  

业务范围：学术交流、专项资助、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未设有任何分支、代表机构，本基金会仅开立

银行 1 个账户并独立核算。纳入本次审计范围的机构为基金会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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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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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1）坏账准备计提方法为备抵法 ,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个别认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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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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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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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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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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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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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84 25,199.54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359,794.01 482,585.45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   计  365,797.85 507,784.99 

2、长期投资     

2.1 长期投资明细  

年初数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本年增加  

富国基金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大成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年初数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本年增加  

鹏华基金  3,300,000.00 3,300,000.00  3,300,000.00  

华夏蓝筹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交银施罗德基金  310,000.00 310,000.00  310,000.00  

银华核心基金  690,000.00 690,000.00  690,000.00  

恒天银像 145 号信托  1,000,000.00 0.00  0.00 1,000,000.00 

华夏债券基金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国投瑞银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中天嘉华方正富邦外海

江南水郡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3,000,000.00 

台州高新信托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中泰成都龙泉驿生态信

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交银增利债券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恒天邯郸博地信托投资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南方恒元保本基金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中天嘉华首誉成都金牛 3,000,000.00 0.00  0.00 3,000,000.00 

中天嘉华锐沈阳懿朗勤

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3,000,000.00 

中天嘉华金元百利医药

信托  
2,000,000.00    2,000,000.00 

大成沪深 300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兴业趋势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恒天民生恒鑫 5 号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3,000,000.00 

新华 -华惠 108 号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华澳长盈 33 号江苏国

宇高科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新华华恒 65 号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中天财富国民稳健 2 号

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年初数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本年增加  

中天嘉华国民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48,300,000.00 33,300,000.00    ,300,000.00 15,000,000.00 

  续表  

年末数  

长期投资分类  本年减少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净值  
所占比例  核算方法

富国基金   1,500,000.00  1,500,000.00  成本法  

大成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鹏华基金  2,3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华夏蓝筹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交银施罗德基金   310,000.00  310,000.00  成本法  

银华核心基金   690,000.00  690,000.00  成本法  

恒天银像 145 号

信托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华夏债券基金  2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国投瑞银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方正富

邦外海江南水郡

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台州高新信托  1,5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中泰成都龙泉驿

生态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交银增利债券基

金  
 500,000.00  500,000.00  成本法  

恒天邯郸博地信

托投资  
1,5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南方恒元保本基

金  
 800,000.00  8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首誉成

都金牛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年末数  

长期投资分类  本年减少  
账面余额  

减值

准备

账面净值  
所占比例  核算方法

中天嘉华锐沈阳

懿朗勤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金元百

利医药信托  
 2,000,000.00  2,000,000.00  成本法  

大成沪深 300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兴业趋势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成本法  

恒天民生恒鑫 5

号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新华 -华惠 108 号

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华澳长盈 33 号江

苏国宇高科信托  
3,000,000.00 0.00  0.00  成本法  

新华华恒 65 号信

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财富国民稳

健 2 号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国民信

托  
 3,000,000.00  3,000,000.00  成本法  

合计  14,500,000.00 33,800,000.00  33,800,000.00 100% 成本法  

2.2 长期投资本年增减变动情况说明：本年增加长期投资 1500 万元，分别为新购恒天银像 145

号信托 100 万元、中天嘉华方正富邦外海江南水郡信托 300 万元、中天嘉华首誉成都金牛 300

万元、中天嘉华锐沈阳懿朗勤信托 300 万元、中天嘉华金元百利医药信托 200 万元、恒天民生恒

鑫 5 号信托 300 万元。本年减少长期投资 1450 万元，分别为鹏华基金赎回 230 万元、华夏债券

基金收回 20 万元、台州高新信托收回 150 万元、中泰成都龙泉驿生态信托赎回 300 万元、恒天

邯郸博地信托投资赎回 150 万元、新华 -华惠 108 号信托赎回 300 万元、华澳长盈 33 号江苏国宇

高科信托赎回 300 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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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9,073.07 2,200,000.00 1,486,776.00 3,052,297.07



 

合  计  2,339,073.07 2,200,000.00 1,486,776.00 3,052,2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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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颁奖  2,744,324.00 2 年
李四光地质科

技奖奖金  
预提下届奖金

②地层委  207,973.07 1 年
地层委员会会

议会务费  
待支付费用

③《李四光》制作费  100,000.00 2 年
《李四光》纪

录片赞助费用  

合同约定此笔

分期支付

合   计  3,052,297.0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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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00 1,025.00 

企业所得税  25% 22,295.34 0.00

合    计  23,820.34 1,025.00 

5、净资产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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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2,904.44 484,462.92 31,254,462.92

②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31,302,904.44 484,462.92 31,254,462.92

5.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484,462.92 元，影响净资产减少 484,462.92 元。  

6、捐赠收入  

2014 年度李四光地质科技奖基金会无捐赠收入。  

7、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股权投资收益  2,680,612.81 2,655,311.25

合   计  2,680,612.81 2,655,311.25



 

8、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4,113.37 5,307.65

合   计  4,113.37 5,307.65

9、业务活动成本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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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活动活动经费  205,409.60 510,320.00

颁奖活动评审及会议费  147,770.00

颁奖活动出版费  60,000.00

差旅费  8,840.00 1,640.00

会议费  26,330.00 22,284.00

劳务费  101,700.00 122,600.00

办公费  689.00

公益项目支出  2,300,000.00 2,750,000.00

合  计  2,642,279.60 3,615,303.00

9.2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支出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项目名称  
收

入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立项、执行、

监督和评估

费用 

人

员

报

酬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总计  

李 四 光 地

质科学奖  
 1,000,000.00  1,000,000.00

2014 年李

四 光 优 秀

学生奖  

 
 

300,000.00 
 

300,000.00 

李 四 光 地

质 科 学 奖

新华联奖  

 850,000.00  850,000.00 

李 四 光 少

年 儿 童 科
  150,000.00   150,000.00 



 

技奖  

合   计   2,300,000.00    2,300,000.0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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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夏庆龙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郭旭升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王香增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王   佟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夏毓亮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丁   俊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张训华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赵贤政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徐义刚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技奖  宋   岩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少年儿童科技奖 
李四光少年儿童科

技奖组委会  
150,000.00

6.52%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第五次（2014 年度）

李四光优秀学生奖 

北京大学（李四光优

秀学生奖办公室）

300,000.00

13.04%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杨经绥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赵一鸣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杨振宇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董树文  100,000.00

4.35%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王登红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姚建新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张勤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张兆吉  50,000.00 2.17% 
奖金 



 

联奖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章程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肖克炎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张永双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杨永亮  50,000.00

2.17%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新华

联奖  
郝梓国  50,000.00

2.17% 

奖金 

合     计   2,3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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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0.00 15,600.00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76,188.10 51,534.56

合    计  90,888.10 67,134.56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本基金会秘书处有 8 名员工：秘书长 1 人；财务人员 2 人，其他工作人员 5 人。

以上人员均未从基金会领取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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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洪涛 国土资源部 理事长 0.00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 副理事长 0.00

贾承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蔡希源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王小烈 中国地质科学院 秘书长 0.00

王泽九 中国地质科学院 理事 0.00

王京彬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理事 0.00

龙长兴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理事 0.00

朱伟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理事 0.00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理事 0.00

张金带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理事 0.00

姜建军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理事 0.00

姜树叶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理事 0.00

徐水师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理事 0.00

阎凤增 武警黄金指挥部 理事 0.00

常 旭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 理事 0.00

曹苏扬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 理事 0.00

琚宜太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理事 0.00

潘 懋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理事 0.00

合    计   0.00

注：（1）本基金会有理事长 1 人、副理事长 3 人、秘书长 1 人；理事 14 人，共计

19 人。以上人员均未从基金会领取工资。  

（2）本基金会 2014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2,642,279.60 元，总支出 2,733,167.70；

上年末净资产 31,302,904.44 元，公益性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8.44%，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4,700.00 元，行政办公支出 76,188.10 元，工作人员工

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之和占本年总支出的比例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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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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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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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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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 :2015 年 3 月 16 日  日期 :2015 年 3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