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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 

 

审 计 报 告 

深天英审字[2019]028号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8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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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侨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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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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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三 年初数 期末数 附注三 年初数 期末数

1 3,793,589.57 4,250,987.16

6 16,330.00 16,330.00

2、3 4,849,238.36 4,848,490.33 7 1,349.19 1,349.19

                   644.90

8,642,827.93 9,099,477.49

18,324.09 17,679.19

4 817,285.38 817,285.38

817,285.38 817,285.38

5 78,859.20 78,859.20

5 78,859.20 78,859.20

78,859.20 78,859.20

8 9,520,648.42 9,977,942.88

9,520,648.42 9,977,942.88

9,538,972.51 9,995,622.07 9,538,972.51 9,995,622.07

法定代表人: 王苏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艳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艳 

资产负债表

2018年12月31日

资    产 负债和净资产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款项

  应收款项   应付工资

  预付账款   应交税金

  存  货   预收账款

  待摊费用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专项工程资金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   长期借款

  固定资产原价   长期应付款

  减：累计折旧   其他长期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长期负债合计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合计

负债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净资产：

资产总计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非限定性净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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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9 2,765,307.03 2,765,307.03 5,544,859.08 5,544,859.08

366,565.00 366,565.00 251,063.75 251,063.75

34,236.12 34,236.12 13,397.92 13,397.92

3,166,108.15 3,166,108.15 5,809,320.75 5,809,320.75

10 1,635,544.81    1,635,544.81    5,079,988.90    5,079,988.90    

11 378,057.24 378,057.24 272,037.39 272,037.39

2,013,602.05 2,013,602.05 5,352,026.29 5,352,026.29

1,152,506.10 1,152,506.10 457,294.46 457,294.46

法定代表人:王苏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艳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艳

业务活动表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会费收入

  （四）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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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合计

费用合计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附注三项    目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

  （二）管理费用

  （三）筹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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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 深圳市归侨侨眷福利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2,765,307.03 5,544,859.08

400,801.12 264,461.67
3,166,108.15 5,809,320.75
1,635,544.81 5,079,988.90

340,987.14 209,143.99

157,880.26 62,790.27
2,134,412.21 5,351,923.16
1,031,695.94 457,397.59

1,031,695.94 457,397.59
2,761,893.63 3,793,589.57
3,793,589.57 4,250,987.16

法定代表人:王苏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艳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艳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现金流出小计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现金流出小计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现金流量表

项    目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一、业务活动生产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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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财 务 报 表 附 注 

2018年度 

 

 

一、基本情况及重要会计政策；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2008 年 12月 4日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登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表 53440000502681600Q。法定代表人：王苏生。 

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业务范围：资助弘扬中华文化和华侨历史研究的活动，促进海内外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对侨界特

殊困难家庭及患有重病者给予适当的资助和救济；用于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公共宣传和其他有助于侨务事业

发展的项目。 

（二）重要会计政策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月 1日起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当月 1 日） 

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月（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月（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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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 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长期股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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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长期债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按直线法计提利息及摊

销债券折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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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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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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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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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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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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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

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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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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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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负债和费用。 

 

二、理事会成员和员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列示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领取报酬的金额 

姓名 理事会职位 工作单位 是否领取报酬 金额 

王苏生 理事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深圳市公共管理学会 

否  

陈镇文 副理事长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 否  

莫静璇 副理事长 
宝安工程有限公司 
宝城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否  

区绮文 副理事长 
玛莎集团 

深圳市玛莎嘉儿连锁实业有限公司 
否  

陈国红 副理事长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否  

马辉申 理事 
奥雅集团公司 

深圳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否  

刘敬毅 理事 深圳市众恒隆实业有限公司 否  

孙淑琴 理事 隆顺化工有限公司 否  

杨  鹏 理事 
深圳市中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否  

陈志洪 理事 深圳市华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否  

林宜龙 理事 格兰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否  

郑  军 理事 
香港雅集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恒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否  

郑凯平 理事 

正佳国际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 
正佳供应链（香港）有限公司 
深圳正佳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南山宝生村镇银行 
香港卫视国际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否  

钟国爽 理事 深圳市南方睿泰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否  

倪晋佳 理事 
香港亿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天资本投资合伙企业 

否  

黄英超 理事 
深圳市福田区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沙头下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否  

曾国良 理事 昌运建筑装饰公司 否  

廖志仁 理事 深圳华侨医院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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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理事会职位 工作单位 是否领取报酬 金额 

万庆 秘书长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是 96,000.00 

聂伟良 监事 深圳市华城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否  

 

2、列示本基金会职工总数（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不含

支付的劳务费） 

职工人数 部门职工数量 工资总额 人均工资 

3 人 办公室 1人,财务 2人 209,143.99 5809.55 

 

三、会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16,623.59 53,623.59 

银行存款 人民币 3,776,965.98 4,197,363.57 

合计  3,793,589.57 4,250,987.16 

 

2、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账龄：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3 年以上 4,848,390.33  4,848,390.33 4,848,390.33  4,848,390.33 

 

（2）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时

间  

欠款原

因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深圳市侨联经济发

展公司 3 ,948 ,390 .33 81 .45% 3,948 ,390 .33 81 .45% 1992-1993 借款  

永大磁能发电机制

造(惠东)有限公司 900 ,000 .00 18 .55% 900,000 .00 18 .55% 1993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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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848,390.33 100.00% 4,848,390.33 100.00% —  —  

 

3、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账龄： 

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 年以内 848.03  848.03 100.00  100.00 

 

（2）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  

时间  

欠款  

原因  
账面余额  比例  账面余额  比例  

员工社保 848.03   100.00%   2017 年   

宽带费   100.00 100.00% 2018 年   

合计  848.03   100.00% 100.00 100.00%   

 

4、长期投资   

(1) 长期投资明细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长期股权投资：平安银行 
 

812,285.38      812,285.38 

 

 (2) 股票投资明细项目列示如下: 

被投资公司名称  股份类别  股票数量  初始投资成本 

平安银行  普通股  1,846,057  238,285.38 

 

5、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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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账面余额 

资产原价合计     

电子设备 78,859.20   78,859.20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用途  

年初数  期末数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78,859.20  78,859.20 78,859.20  78,859.20 

 

6、应付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侨心基金 16,330.00   16,330.00 

 

7、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职工福利费 1,349.19   1,349.19 

 

9、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2、非限定性净资产  9,520,648.42 5,809,320.75 5,352,026.29 9,977,942.88 

合计  9,520,648.42 5,809,320.75 5,352,026.29 9,977,942.88 

 

10、大额捐赠收入  

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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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银广厦集团有限公

司 
 2,176,300.00 2,176,300.00  755,000.00 755,000.00 

2.富安玛莎公益专项

基金 
 1,312,864.32 1,312,864.32    

3. 南方公益专项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4.深圳影儿时尚集团

有限公司 
    468,000.00 468,000.00 

5.深圳市众恒隆实业

有限公司 
    300,000.00 300,000.00 

6.广东华仁酒业有限

公司 
    150,000.00 150,000.00 

7.深圳市南山区慈善

会 
    103,700.00 103,700.00 

8.法国-中国深圳总商

会暨联谊会 
    75,000.00 75,000.00 

9.深圳侨界  1,448,600.00 1,448,600.00    

10.其他  107094.76 107094.76  913,607.03 913,607.03 

合计  5,544,859.08 5,544,859.08  2,765,307.03 2,765,307.03 

       

 

11、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基金会 /深圳侨界  891,087.35  

慰问   10,000.00 

 
一心专项基金  236,000.00 270,000.00 

南方公益专项基金  450,000.00  

温暖关爱专项基金   18,025.00 

富安玛莎公益专项基金  1,140,000.00 338,000.00 

良友公益专项基金   175,000.00 

银广厦公益专项  2,166,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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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96,197.45 

 

824,519.81 

合计  5,079,988.90 1,635,544.8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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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43.99 333,230.00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11,109.76 9,826.86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
行维护费用  

3,250.30 8,529.45 

其中：交通费  366.00 2,885.70 

4．其他  48,533.34 26,470.93 

合计  272,037.39 378,057.2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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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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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计价基础和依据、用途等；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六、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七、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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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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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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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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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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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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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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了深圳市华侨公益

基金会的 2018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其 2018 年度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工作报告）。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在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一、在工作报告中“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

的捐赠单位或个人；表载数据如下： 

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富安玛莎专项基金 1,312,864.32  专项基金捐款 

南方公益专项基金 500,000.00  专项基金捐款 

深圳侨界 1,448,600.00  同心助学行捐款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2,176,300.00  专项基金捐款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以上的

捐赠单位或个人；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在工作报告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的名称、

收入、支出明细；表载数据如下：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16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

务和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的人

员报酬，志愿

者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评

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捐助青海年宝

雪域艺术学校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对口扶贫新疆

塔县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同心助学行 1,448,600.00 891,087.35     891,087.35 

合计 3,148,600.00 2,591,087.35     2,591,087.35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包括 2年）。 

 

三、在工作报告“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出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公益项目名称、大

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表载数据如下：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出对象 

序号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占基金会年

度公益总支

出比例 

用途 

1 同心助学行 

广西百色 252名

贫困大学生及20

位优秀乡村教师 

891,087.35 17.54% 
对口援助

帮扶教育 

2 
捐助青海年宝雪域绘

画艺术学校 

青海年宝雪域绘

画艺术学校 
700,000.00 13.78% 扶贫、助学 

3 
“拄（助）力同行”关

爱残疾人公益活动 

深圳市和陆河县

肢残人士 
450,000.00 8.86% 救助、帮扶 

4 侨界雅集系列书画展 
深圳市侨界文化

艺术交流协会 
400,000.00 7.87% 

侨界文化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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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口扶贫新疆塔县 
深圳市福田区慈

善会 
1,000,000.00 19.69% 对口扶贫 

6 
微笑娃娃 

（兔唇修复） 

深圳市微笑娃娃

慈善基金会 
400,000.00 7.87% 救助、帮扶 

合计  3,841,087.35 75.61% 
 

 

说明： 

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

支付对象。 

 

四、在工作报告“基金会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要关联方、关联交易

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 

基金会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

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

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无 0 0 0 0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管理层

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项信息是否在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

结论。 

在对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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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

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 2017 年度财务报表时深圳市华侨公益

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

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本报告仅供深圳市华侨公益基金会报送民政部门项目检查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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