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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亚会（京）审字（201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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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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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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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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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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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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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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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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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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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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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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09.22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507,784.99     402,209.22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3,052,297.07       1,932,147.87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1,025.00  

        
287,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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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784.99   402,209.22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3,053,322.07       2,219,948.88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33,800,000.00     38,740,00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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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合计 12    33,800,000.00     38,7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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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322.07       2,219,9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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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4,462.92     36,922,260.34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净资产合计 41    31,254,462.92     36,922,260.34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34,307,784.99     39,142,209.2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34,307,784.99     39,142,209.22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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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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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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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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612.81      2,680,612.81     7,622,147.02        7,622,147.02  

            其他收入 7   4,113.37              4,113.37     1,856,149.14        1,856,149.14  

收入合计 8    2,684,726.18      2,684,726.18     9,478,296.16        9,478,296.16  

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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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活动成本 9    2,642,279.60      2,642,279.60     3,383,320.00        3,383,320.00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10    2,642,279.60      2,642,279.60     3,383,320.00        3,383,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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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88.10            90,888.10         163,623.07           163,623.07  

（三）筹资费用 16             

（四）其他费用 17              285,851.01           285,851.01  

费用合计 18    2,733,167.70      2,733,167.70     3,832,794.08        3,832,7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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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41.52          -48,441.52     5,645,502.08        5,645,502.08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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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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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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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37             1,856,149.14 

现金流入小计 7  
4,113.37             1,856,149.1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

金 
8              1,300,000.00  

750,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

的现金 
9  

14,700.00 
 

126,525.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10  

342,279.60             2,585,738.07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  

385,759.44             1,181,608.86 

现金流出小计 12              2,042,739.04             4,643,871.93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3             -2,038,625.67            -2,787,722.7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

量 
             15,000,000.00           29,050,000.00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4            14,500,000.00           24,11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5              2,680,612.81             7,62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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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0,612.81           31,73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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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0.00           29,05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1 

现金流出小计 22            15,000,000.00           29,05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              2,180,612.81             2,682,1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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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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7.14               -105,575.77 

    单位负责人：                       复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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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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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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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6 月 25 日至 2019 年 06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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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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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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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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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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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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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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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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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9.54 43,507.34 

②银行存款  人民币  482,585.45 358,701.88 

③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合   计  507,784.99 402,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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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华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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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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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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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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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嘉华首誉成都九牛

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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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数

长期投资分类 初始投资额 本年增加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中天嘉华锐懿朗勤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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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嘉华金元百利医药

信托  
2,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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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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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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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信诚山东青州信托     1,500,000.00 

和聚嘉亭 1 号证券投资

基金  
    2,020,000.00 

大成创新资本 -德威新

三板 1 号信托  
    1,010,000.00 

中信信诚黄冈城投信托     3,000,000.00 

外贸信托 -展博 5 期证券

投资  
    2,000,000.00 

大业信托 -花园水城债

权  
    3,000,000.00 

系数 2 号对冲增强信托     2,020,000.00 

中信信诚 -山东兖州城

投信托  
    3,000,000.00 

国民信托 -阜阳投资集

团信托贷款  
    3,000,000.00 

工银医疗保健股票基金     500,000.00 

工银创新动力股票基金     500,000.00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基金     500,000.00 

添富国企创新增长股票

基金  
    1,000,000.00 

中信信诚 -哈尔滨国际

农博信托  
    3,000,000.00 

中天嘉华亿阳信通信托     3,000,000.00 

合   计  33,800,000.00 33,800,000.00  33,800,000.00 29,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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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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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法  

大成基金  1,000,000.00     成本法  

鹏华基金  1,000,000.00     成本法  

华夏蓝筹基金  1,000,000.00     成本法  

交银施罗德基金  310,000.00     成本法  

银华核心基金   690,000.00  690,000.00 1.78% 成本法  

恒天银像 145 号

信托  
 1,000,000.00  1,000,000.00 2.58% 成本法  

国投瑞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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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 成本法  

交银增利债券基

金  
500,000.00     成本法  

南方恒元保本基

金  
8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首誉成

都九牛信托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锐懿朗

勤置业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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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成本法  

大成沪深 300 1,000,000.00     成本法  

兴业趋势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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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 成本法  

新华华恒 65 号信

托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财富国民稳

健 2 号信托  
3,000,000.00     成本法  

中天嘉华国民信

托  
3,000,000.00     成本法  

中信信诚山东青

州信托  
 1,500,000.00  1,500,000.00 3.87% 成本法  

和聚嘉亭 1 号证

券投资基金  
 2,020,000.00  2,020,000.00 5.21% 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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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数

长期投资分类 本年减少 所占比例 核算方法减值
账面余额 账面净值

准备

大成创新资本 -德
威新三板 1 号信

托  
 1,010,000.00  1,010,000.00 2.61% 成本法  

中信信诚黄冈城

投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外贸信托 -展博 5
期证券投资  

 2,000,000.00  2,000,000.00 5.16% 成本法  

大业信托 -花园水

城债权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系数 2 号对冲增

强信托  
 2,020,000.00  2,020,000.00 5.21% 成本法  

中信信诚 -山东兖

州城投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国民信托 -阜阳投

资集团信托贷款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工银医疗保健股

票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1.29% 成本法  

工银创新动力股

票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1.29% 成本法  

工银互联网加股

票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1.29% 成本法  

添富国企创新增

长股票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2.58% 成本法  

中信信诚 -哈尔滨

国际农博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中天嘉华亿阳信

通信托  
 3,000,000.00  3,000,000.00 7.74% 成本法  

合计  24,110,000.00 38,740,000.00  38,74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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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5 万元，分别为新购：1.中信信诚山

东青州信托 150 万元、2.和聚嘉亭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202 万元、3.大成创新资本 -德威新三板 1 号

信托 101 万元、4. 中信信诚黄冈城投信托 300 万元、5. 外贸信托 -展博 5 期证券投资 200 万元、

6. 大业信托 -花园水城债权 300 万元、7. 系数 2 号对冲增强信托 202 万元、8. 中信信诚 -山东兖

州城投信托 300 万元、9. 国民信托 -阜阳投资集团信托贷款 300 万元、10. 工银医疗保健股票基

金 50 万元、11. 工银创新动力股票基金 50 万元、12. 工银互联网加股票基金 50 万元、13、添

富国企创新增长股票基金 100 万元、14、中信信诚 -哈尔滨国际农博信托 300 万元、15. 中天嘉

华亿阳信通信托 300 万元。本年减少长期投资 2411 万元，分别为赎回：1. 富国基金 150 万元、

2. 大成基金 -大成沪深 300 基金 100 万元、3. 鹏华基金 -鹏华中国 50 基金 100 万元、4. 华夏蓝

筹基金 100 万元、5. 交银施罗德蓝筹基金 31 万元、6. 国投瑞银基金 100 万元、7. 交银增利债

券基金 50 万元、8. 南方恒元保本基金 80 万元、9. 中天嘉华首誉成都九牛信托 300 万元、10. 中

天嘉华锐懿朗勤置业信托 300 万元、11. 大成沪深 300 基金 100 万元、12. 兴业趋势基金 100 万

元、13. 新华华恒 65 号信托 300 万元、14. 中天财富国民稳健 2 号信托 300 万元、15. 中天嘉华

国民信托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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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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297.07 1,120,149.20 1,932,147.87

合  计  3,052,297.07 1,120,149.20 1,932,1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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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324.00 1 年
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奖金  预提下届奖金

②地层委  187,823.87 3 年
地层委员会工

作费  待支付费用

合   计  1,932,1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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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00 1,950.00

企业所得税  25%  285,851.01

合    计  1,025.00 287,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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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4,462.92 5,667,797.42  36,922,260.34

②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31,254,462.92 5,667,797.42  36,922,260.34

5.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5,645,502.08 元，2013 年所得税退税 22,295.34 元，合计影响净资

产增加 5,667,797.42 元。  

6、捐赠收入  

2015 年度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无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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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理财投资收益  7,622,147.02 2,680,612.81

合   计  7,622,147.02 2,680,612.81

8、其他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6,149.14 4,113.37

其他  1,850,000.00 0.00

合   计  1,856,149.14 4,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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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12.00 205,409.60

颁奖活动评审及会议费  143,874.00

颁奖活动出版费  70,015.00

差旅费  25,819.00 8,840.00

会议费  26,250.00 26,330.00

劳务费  100,250.00 101,700.00

办公费  

公益项目支出    2,850,000.00 2,300,000.00

合  计  3,383,320.00 2,642,2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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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00  2,100,000.00

北 京 大 学

李 四 光 优

秀学生奖  
  300,000.00  300,000.00

第 三 届 李

四 光 少 年

儿 童 科 技

奖  

  150,000.00  150,000.00

李 四 光 学

术 思 想 研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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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  

地 质 力 学

培训班    100,000.00  100,000.00

《 李 四 光

全集》    100,000.00  100,000.00

合   计   2,100,000.00 750,000.00  2,8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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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付锁堂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郝蜀民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王振峰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王来明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燕长海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刘鸿飞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范立民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潘   彤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沈树忠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潘桂棠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侯增谦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蒋少涌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彭建兵  150,000.00 4.43% 奖金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赖绍聪  150,000.00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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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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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李四光学术思想研讨会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力学研究所
100,000.00 2.96%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地质力学培训班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力学研究所
100,000.00 2.96%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李四光全集》  
北京正君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100,000.00 2.96% 

立项、执行、监

督和评估费用 

合     计   2,850,000.00 84.24%  

 

10、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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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26,275.00 14,700.00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37,348.07 76,188.10

合    计  163,623.07 90,8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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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永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副理事长 0.00

杜金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勘探与生产分

公司 副理事长 
0.00

王小烈 中国地质科学院 秘书长 0.00

万力 中国地质大学 理事 0.00

龙长兴 李四光纪念馆 理事 0.00

田震远 中材地质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理事 0.00

朱伟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理事 0.00

杨兵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理事 0.00

吴珍汉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外部 理事 0.00

张金带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 理事 0.00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理事 0.00

周少平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 理事 0.00

胡善亭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局长 理事 0.00

姜建军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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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科技发展部 监事 0.00

郑和荣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 监事 
0.00

胡炳军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勘探与生产分

公司 监事 
0.00

合    计   0.00

注：（1）本基金会有理事长 1 人、副理事长 2 人、秘书长 1 人、监事 3 人；理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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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计 20 人。以上人员均未从基金会领取工资。  

（2）本基金会 2015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3,383,320.00 元，总支出 3,832,794.08；

上年末净资产 31,254,462.92 元，公益性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末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10.83%，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26,275.00 元，行政办公支出 137,3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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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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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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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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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5 日  日期 :2016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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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建议书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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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完善的。我们对贵基金会无管理建议。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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