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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沪金审财[2018]第    号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

务报表，包括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盈（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基金会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7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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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基金会 2017年年度报告中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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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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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负责评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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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停止营运或

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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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了职业怀疑。

我们同时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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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风险

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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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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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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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基于所获取的审

计证据,对是否存在与事项或情况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对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得出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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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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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基于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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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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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公允反映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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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们在审计中识别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六、按《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报告的事项 

基金会 2017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823,748.33 元，上年末净资产

14,413,037.33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会余额的比例为 12.65%（应为

12.66%）。 

2017 年费用支出合计 1,891,997.78 元，其中管理费用 66,565.50 元（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 10,600.00元，行政办公支出 55,965.50元），占费用支出的比例

为 3.52%。 

 

 附件： 

1．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年度业务活动表； 

3．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年度现金流量表； 

4．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二 O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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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7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另有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2009 年 12 月经上

海市民政局批准登记，并于 2016年 3 月 3日取得上海市民政局换发的统一代码为

53310000501781095Q 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姜锋；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 550号 5号楼 501室；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业务范围：接受捐赠，管理基金，资助学校教育事业，奖励优秀

教师与学生，支持其他公益事业发展。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基金会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民间非盈（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基金会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盈（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

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基金会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2017 年

度业务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基金会管理层对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

整性承担责任。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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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公司将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

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列作现

金等价物。 

（五）应收账款和坏账 

1、基金会对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对应收账款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

账准备。 

2、基金会确认坏账的标准为：当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

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时；或当债务人逾期为履行其清偿责任，且具有明显特

征表明无法收回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确认为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六）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1、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

资产提供或者国家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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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收入 

1、基金会的商品销售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买方，基金

会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并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

的实现。 

2、基金会提供的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开始并完成的，在劳务已经提供，收到

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的证据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

同会计年度的，在劳务合同的总收入、劳务的完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与交易

相关的价款能够流入，已经发生的成本和为完成劳务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时，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长期合同工程在合同结果已经能够

够合理地预见时，按结账时已完成工程进度的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3、基金会让渡资产使用权取得的利息收入和使用费收入，在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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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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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负债和费用。  

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错更正及其他事项调整的说明 

基金会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错更正及

其他影响本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的调整事项。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现金 0.00 0.00 

银行存款  2,515,354.15  2,678,037.33 

其他货币资金  11,500,000.00  11,500,000.00 

合计 14,015,354.15 14,178,037.33 

 

（二）应收账款 

账龄 

年末数 年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其他应收款 

-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118,000.00 100% - 235,000.00 100% -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

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 - - - - - 

合计 118,000.00 100% - 235,000.00 100% - 

（1）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年末数 

坏账准备 

年初数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8,000.00 15.25% - - - - 

1-2 年 100,000.00 84.75% - 235,000.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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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000.00 100% - 235,000.00 100% - 

（2）应收账款明细情况如下：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王炎昊）16,000.00

元，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珂）2,000.00元，上海外国语大学致远围

棋 100,000.00 元。 

 

（三）应付款项 

账龄 
期末数 年初数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176,000.00 100% - - 

合计 176,000.00 100% - - 

应付款项明细情况如下：上海外国语大学 176,000.00 元。 

 

（四）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性资产 6,330,116.28 - 376,961.75  5,953,154.53 

非限定性资产 8,082,921.05 -  78,721.43  8,004,199.62 

合计 14,413,037.33 - 455,683.18  13,957,354.15 

净资产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 

1、限定性净资产：2017 年捐赠收入 336,961.75 元，支出 40,000.00 元，减

少 376,961.75 元。 

2、非限定性资产：2017 年捐赠收入 1,813,276.35 元，支出 1,891,997.78

元，减少 78,721.43 元。 

 

（五）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捐赠收入 1,376,906.30 2,744,516.13 

   其中：限定性收入 -376,961.75 2,404,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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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2、其他收入 59,408.30 199,138.16 

合计 1,436,314.60 2,943,654.29 

 

占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单位或个人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张乃新 425,000.00  425,000.00 428,778.13  428,778.13 

致远围棋 161,917.00  161,917.00 231,023.00  231,023.00 

中国路桥 174,000.00  174,000.00 400,000.00  400,000.00 

爱棒球教育发展基

金 

 

 

 300,000.00 

 

300,000.00 

校友助学基金 116,409.36  116,409.36 154,000.00  154,000.00 

利欧数字创业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三菱日联租赁 33,600.00  33,600.00    

易才 MBA(嘉御基

金） 

151,000.00 

 

151,000.00  

 

 

上海大众教育基金 183,290.20  183,290.20    

草婴外国文学教育

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正大教育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六)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捐赠项目成本 1,823,748.33 3,137,020.58 

其中：申银万国（申万宏源）  85,000.00 

      外教社  6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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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家花园（邵一兵）  36,500.00 

      海富通基金会  20,000.00 

      兰生基金  32,000.00 

      抽纱公司  24,000.00 

      东浩兰生  27,000.00 

      沈伟英基金  7,000.00 

      林芯基金  8,000.00 

      温州京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0,000.00 

      浙江东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29,232.00 

      弘江教育奖励基金  6,000.00 

      江苏新环美（张卫东）  10,000.00 

      三井住友  38,400.00 

      宁波神化  64,500.00 

      三菱日联租赁  67,200.00 

      致远围棋 58,083.00 115,336.50 

      中国路桥 334,000.00 200,000.00 

      住友电工  60,000.00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  12,000.00 

      易才 MBA（嘉御基金） 151,000.00 123,000.00 

      台湾东华书局奖学金  50,000.00 

      物语公司教育基金  8,966.00 

      棒球高水平运动队教育基金 40,000.00 40,000.00 

      思源教育基金  3,000.00 

      爱棒球教育发展基金  152,400.00 

      安硕教育基金  85,826.08 

      振华教育基金  17,400.00 

      懋文教育基金  5,000.00 

      金贸学院校友教育基金  47,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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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乃新 425,000.00  

      万邦曹氏家族 24,000.00  

      俄语世界基金会   

      卡西欧   

      紫江集团   

      王宏爱心基金   

      沪江网教育基金   

      德语系 283,699.56  

      奖学金、助学金、教师奖教金 487,000.00  

      教授讲座、差旅费 36,771.17  

      日语系 15,977.50  

      校长读书奖 6,827.10  

      金贸学院 1,390.00  

      棒球队暑期训练补贴（更 2016/#3 凭证） -40,000.00  

2、提供服务成本   

其中：奖励费   

3、其他业务成本   

4、业务活动税金及附加   

其中：营业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合   计 1,823,748.33 3,137,020.58 

 

 (七)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10,600.00 11,200.00 

2、行政管理实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55,965.50 31,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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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其中：房屋租赁费用   

      交通费   

      折旧费   

      其他   

4、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5、计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其中：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   

6、其他   

合计 66,565.50 42,224.4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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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理事会职务、领取报酬金额 

理事会成员 工作单位 理事会职务 
2017 年度在基金会领取

报酬（元）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事长 0.00 

周承 上海外国语大学 副理事长 0.00 

陈跃华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童元凯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 理事 0.00 

田仁灿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邵一兵 上海席家花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瞿元庆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金田公一 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理事 0.00 

俞中德 正大集团 理事 0.00 

张建初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0.00 

卫哲 嘉御基金 理事 0.00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 理事 0.00 

黄震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理事 0.00 

王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监事 0.00 

合计   0.00 

（二）本基金会职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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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无在职职工。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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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九、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收

入 

费用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活动项目的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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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放

2017 年

度学生奖

学金、助

学金，教

师奖教金

等 

 

 

487,000.00 

      

487,000.00 

发放张乃

新奖学金 

 

 

425,000.00 

      

425,000.00 

合计  912,000.00       912,000.00 

说明：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本表， 

1、项目捐赠收入超过当年捐赠收入的 20%以上的项目应填列本表； 

2、项目支出超过当年基金会总支出 20%以上的项目应填列本表；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应填列本表。 

 

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的说明 

基金会发起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事主要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 

 

十一、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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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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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用途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江苏新环美（张

卫东） 

中金环保助学

金 
897,500.00  10,000.00 887,500.00  

三井住友 优秀学生奖励 23,880.00 3,840.00  27,720.00  

宁波神化 推广中华书法 130,257.08   130,257.08  

三菱日联租赁  33,600.00  33,600.00 0.00  

致远围棋 围棋事业 166,156.10 161,917.00  328,073.10  

中国路桥 中国路桥奖 200,000.00  174,000.00 26,000.00  

张乃新 贫困学生奖励 430,052.91  425,000.00 5052.91  

万邦曹氏家族 

德、西班牙、日

语优秀学生奖

励 

1,021.60 2,948.31  3,969.91  

住友电工  1,797.19 500.00  2,297.19  

魏蔚、卫哲  36,416.00   36,416.00  

俄语世界基金

会 
俄语事业 6,147.13   6,147.13  

西班牙桑坦德

银行 

 
43,127.35   43,127.35  

易才 MBA（嘉御

基金） 

 
985,000.00  151,000.00 834,000.00  

校友助学基金

会 

 
357,300.00  116,409.36 240,890.64  

上外MBA教育基

金 

 
14,900.00   14,900.00  

台湾华东书局

奖学金 

品学兼优且贫

困的学生 
350,000.00  50,000.00 300,000.00  

物语公司教育

基金 

 
80,366.00  15,977.50 64,388.50  

上海大众教育

基金 
德育教育事业 500,000.00  183,290.20 316,709.80  

棒球高水平运

动队教育基金 
体育事业 -40,000.00 40,000.00  0.00  

思源教育基金  1,014,500.00 14,500.00  1,029,000.00  

泰王国驻沪总

领馆泰语奖学

金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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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硕教育奖学

金 

 
200,654.92   200,654.92  

爱棒球教育发

展基金 

 
147,600.00  40000 107,600.00  

振华教育基金  82,600.00   82,600.00  

懋文教育基金  95,000.00   95,000.00  

利欧数字创业

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金贸学院校友

教育基金 

 
52,240.00  1,390.00 50,850.00  

草婴外国文学

教育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正大教育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合计  6,330,116.28  823,705.31   1,200,667.06   5953154.53  

 

十三、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无。 

 

十四、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五、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群的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无。 

 

十六、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七、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无。 

 

十八、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15 
 

十九、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至报告出具日，基金会已于 2016 年 5月 16日取得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

局下发的《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结果通知书》，免税有限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日。 

上述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编制 

基金会名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姜锋 财务负责人：刘秀荣 

  

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