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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登记证号 基证字第1066号 组织机构代码  50002161-7

宗旨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按照“严格、
规范、公正、透明”的原则，致力于加强中央财经大学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促
进中央财经大学教学、科学研究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业务范围

奖励优秀学生及贡献的教职员工、资助教学研究、设立资助项目、书刊编辑、学术交
流、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教育 

成立时间 2009年08月06日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 (人民币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教育部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邮政编码  100081 联系电话 ( )-  010 62288221

电子邮箱 cufeaxm@163.com 传真 ( )-  010 62288221

网站名称 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网址  http://ef.cufe.edu.cn

理事长  史纪良 秘书长  安秀梅

理事数  8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6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数
0

负责人中担任过 

省部级及以上 

领导职务的人数

1

分支机构数  0 代表机构数  0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专职工作人员数  7 党员数  党建情况  

志愿者数  0 志愿劳动时间 0(小时) 

纳税人识别号 1101085000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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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建设情况 

（一）本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及理事会情况

 １、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变更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变更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业务范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原始基金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法定代表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0-01-07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基金会类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宗旨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修改章程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负责人变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0-01-07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

围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是  否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本年度会务情况

章程规定应当每年召开理事会（ ）次，本年度实际召开（ ）

次。召开时间：

2 2

2009.10.15、2009.11.24

 

（二）内部建设制度

机构管理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长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长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

数 

0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险 0 生育保险 0

财务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出

全部开户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出

全部帐号)

0121014210004068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全

部开户行)

0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全

部帐号)

0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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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会费收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王凯 会计  是  否 初级

徐丽霞 出纳  是  否 初级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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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机构、办事机构、经营性实体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代表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设立备案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办事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  个0 其中已办理登记手续的  个0

本年度注销  个0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的  个0

实体机构总数  个0 本年度新设立  个0 本年度撤销  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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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年检情况： 

  

年度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年检结论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检

 

评估情况：  

 

  本基金会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年至  年。

 

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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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情况

   

以下表格中填写的数据反映报告期内公益活动的简要信息，详细情况作为附件附于年度工作报告之后。  

1．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2,556,950.00 0.00 2,556,95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2,556,950.00 0.00 2,556,95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506,350.00 0.00 1,506,35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050,600.00 0.00 1,050,6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2．非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0.00

本年度总支出 0.00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0.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0.00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自动生成）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自动生成）    %0

 

说明：非公募基金会计算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时，公益事业支出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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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基金余额为上年末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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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单位：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的合计不一

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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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公益活动明细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0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项目名称 ：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元，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元，执行年度：自 年至 年

项目内容简述：（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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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限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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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0.00 7,617,723.44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0.00 0.00

 应收款项 3 0.00 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0.00 0.00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20 0.00 7,617,723.44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7,100.94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7,100.9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21 0.00 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24 0.00 15,000,00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30 0.00 15,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31 0.00 0.00     

 减：累计折旧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0.00 7,100.94

 固定资产清理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0.00 805,522.5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0.00 21,805,100.00

 受托代理资产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0.00 22,610,622.50

 资产总计 60 0.00 22,617,723.4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120 0.00 22,617,7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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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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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751,850.00 1,805,100.00 2,556,950.00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0.00 0.00 0.00 55,600.00 0.00 55,600.00

   收入合计 11 0.00 0.00 0.00 807,450.00 1,805,100.00 2,612,550.00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1： 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2：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3：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4：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2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1,927.50 0.00 1,927.50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0.00 0.00 0.00 1,927.50 0.00 1,927.50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0.00 0.00 0.00 805,522.50 1,805,100.00 2,610,622.50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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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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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950.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62,700.94

现金流入小计 13 2,619,650.9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927.50

现金流出小计 23 1,927.5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617,723.4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5,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15,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5,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20,00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20,000,00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20,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7,617,7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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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审计结论（此栏只填写审计结论，请另附审计报告纸质文本）

    我们认为，中央财经大学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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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

学教育基金会200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09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

量。

  

审计机构： 北京天鼎衡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杜雅莲

  

审计日期：  年  月  日2010 3 5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5856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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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事意见

 

 

    本基金会本年度严格遵守国家相关基金会管理的法律法规，遵守本基金会章

程开展公益活动，严格执行议事规则和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和双

方签订的相关协议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良好。由于本基金会年度刚刚成立，

本年度尚未开展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建议本基金会继续完善细化部门财务体制，

保证基金会日常财务活动正常顺利地进行。

 监事签字（手签）：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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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情况

 

（一）接收及使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情况（说明：基金会使用自有资金资助灾区的情况，不在此

部分反映） 

  本基金会是否接受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  是  否 

 

汶川地震救灾款物接收及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     200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金额

一、救灾款物接收情况 二、救灾款物上缴、转赠情况  

（一）财政投入的救灾资金 （一）上缴的救灾资金  

（二）本单位直接接收的社

会捐赠
1、缴入财政专户  

1、资金
2、缴入红十字总会、中华慈

善总会账户
 

2、物资 （二）上缴的救灾物资  

（三）政府或其他单位转赠

的救灾款物
（三）转赠的救灾资金  

1、资金 （四）转赠的救灾物资  

2、物资 三、救灾款物使用情况①  

  （一）资金支出  

  
其中：已经用于购买物资的资

金
 

  （二）捐赠物资使用  

  四、救灾款物结存情况  

  （一）资金结存  

  （二）物资结存②  

合计  合计  

 

说明：①“救灾款物使用情况”指接收的救灾款物的使用情况，不包括自有资金、物资的使用。  

   ②“物资结存”包括用捐赠资金购买物资的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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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其他单位转赠的救灾款物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来源 资金 物资 小计

合计    

 

上缴、转赠的救灾款物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上缴、转赠对象 资金 物资 小计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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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结存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计划  

 

  本金会承诺，严格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管理和支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款物。 

  截止2008年12月31日，本基金尚结存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人民币  元，救灾物

资人民币  元。 本基金会承诺将在履行捐赠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以下计划使用：

0.00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计划使用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合 计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资金金额

计划使用

结存救灾

物资金额

 

 

 

 

 

 

 

 

                                （基金会盖章）

 

 

 

                           签名：（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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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会开展和参与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活动 

 

1、本基金会用自有资金捐赠汶川地震灾区：人民币  元。 

2、本基金会共开展和参与  项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活动：

 

0.00

0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活动名称 ：  

参与方式：  主办  合办  参与 ，开展时间：自  至  

活动简述：（限300字）

 

主办方：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执法监察局、社会工作司) 版权所有  
ICP备案编号：京ICP备13012430号-6  

技术支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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