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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兆信审字（2015）第 S1122 号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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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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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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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情况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登记证号为京民基证字第 0020041 号，组织

机构代码为 66840075-X。 2007 年 11 月 5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取得了基金会

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为王海军，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

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549 房间，业务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四、财务状况 

1、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0,400,975.32 元，其中：货币资金 10,380,208.72 元，对外投资 0.00 元，应收款

项 0.00 元，预付账款 0.00 元，待摊费用 11,849.20 元，自用固定资产净值 8,917.40

元，非自用固定资产 0.00 元。 

2、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44,102.04 元，其中：流动负债 44,102.04 元、长期负债 0.00 元、受托代理负债

0.00 元。 

3、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10,356,873.28 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0.0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10,356,873.28

元。 

4、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2014 年度收入 601,217.70 元，其中：捐

赠收入 0.00 元，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投资收益 0.00 元，其他收入 601,217.70

元。 

5、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2014 年度支出 2,285,975.86 元，其中：

业务活动成本 2,060,794.95 元，管理费用 218,253.53 元，筹资费用 0.00 元，其他

费用 6,927.38 元。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拨付的用于公益事业的资金和物资

2,060,794.95 元。 

6、2014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17.11%（非公募基

金会填写）；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9.55%。 

7、2014 年度，本基金会重大公益项目有：中外合作研究课题“强化中国市

场竞争：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名人演讲项目、凯恩克劳

斯基金会奖学金项目、协助吴敬琏教授论著的海外出版项目及项目开发，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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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 

 

项目名称 
收

入 

支出 

直接拨付的

用于公益事

业的资金和

物资 

开展公益项目的直接费用 

人

员

报

酬 

行政

办公

费用 

其他费

用 
合计 

中外合作研究课题“强

化中国市场竞争：国

际视角的思考与建

议” 

 432,794.82  432,794.82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名

人演讲项目 
 4,000.00  4,000.00

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奖

学金项目 
 298,935.58  298,935.58

协助吴敬琏教授论著

的海外出版项目 
 91,220.67  91,220.67

项目开发  1,233,843.88  1,233,8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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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

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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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兆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李欣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高月明 

 

二Ｏ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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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开户银行 

及账号（请列

出所有账号） 

基本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01042500059261603 

通知存款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01042500049060616*000*01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01042500049060616*000*021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01042500049060616*000*022 

美元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14140100220000570 

新加坡元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支行    账号：11018140100220000581 

财务机 

构名称 
财务部 

会计机构负责

人姓名 
陶勇 专业技术职称 会计从业资格证 

会计姓名 陶勇 专/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中 

介机构名称 

北京勇创会计服务有限

公司 

代理机构主 

管人姓名 
陶勇 

税务登记号码 11010166840075X 

设 

有 

银 

行 

账 

号 

的 

分 

支 

机 

构 

 
代 

表 

机 

构 

及 

其 

开 

户 

银 

行 

和 

账 

号

无 

基金会开办的

实体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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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会民非 01 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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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2,101,838.73  10,380,208.72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72,300.00  26,508.72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63   4,850.00 

 预付帐款 4      1,350.00    应交税金 65  8,523.14  12,743.32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待摊费用 9      5,315.11      11,849.20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2,108,503.84  10,392,057.92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80,823.14  44,102.0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长期应付款 8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23,291.38      23,291.38  长期负债合计 90 

 减：累计折旧  32      7,990.64      14,373.98     

 固定资产净值  33     15,300.74       8,917.40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受托代理负债 91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80,823.14  44,102.04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15,300.74       8,917.40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2,042,981.44 10,356,873.28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净资产合计 110 12,042,981.44 10,356,873.28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2,123,804.58   10,400,975.3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2,123,804.58 10,400,975.32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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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会民非 02 表 

2014 年度 

编制单位：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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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00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肋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209,621.86 209,621.86     601,217.70      601,217.70 

收入合计 11 1,209,621.86 1,209,621.86     601,217.70      601,217.70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724,210.35 2,724,210.35   2,060,794.95    2,060,794.95 

 （二）管理费用 21 239,804.09 239,804.09     218,253.53      218,253.53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144,072.00 144,072.00 162,892.00 162,892.00

         行政办公支出   95,732.09 95,732.09 55,361.53 55,361.53

         其他   0.00 0.00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4,432.53 4,432.53 6,927.38 6,927.38

费用合计 35 2,968,446.97 2,968,446.97 2,285,975.86 2,285,975.8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45 -1,758,825.11 -1,758,825.11 -1,684,758.16 -1,684,758.16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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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14 年度                    会民非 03 表 

编制单位：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601,217.70 

现金流入小计 8 601,217.70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162,892.0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2,143,815.05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16,175.94 

现金流出小计 13 2,322,882.9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 -1,721,665.2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处置固定资和产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35.2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1,721,630.01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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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情况表 
2014 年度 

编制单位: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元 

项目 
行

次 

上年数 本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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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000,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商品销售收入 4   

  政府补肋收入 5   

投资收益 6   

其他收入 9 209,621.86 209,621.86    601,217.70      601,217.70 

收入合计 11 1,209,621.86 1,209,621.86    601,217.70       601,217.70 

二、费用    

 （一）直接拨付的用于

公益事业的资金和物资 
12 2,724,210.35 2,724,210.35  2,060,794.95    2,060,794.95 

     

     

 （二）管理费用 21 239,804.09 239,804.09    218,253.53      218,253.53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

福利支出 
 144,072.00 144,072.00 162,892.00  162,892.00

         行政办公支出  95,732.09 95,732.09 55,361.53  55,361.53

         其他  0.00 0.00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4,432.53 4,432.53 6,927.38  6,927.38

费用合计 35 2,968,446.97 2,968,446.97 2,285,975.86  2,285,975.8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4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

填列） 

45 -1,758,825.11 -1,758,825.11 -1,684,758.16  -1,684,758.16

单位负责人：                   制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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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2014-12-31 

编制单位: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元 

序

号 

名  称 来源（“自

购”或“受

赠”） 

购置（或

受赠）时

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用途（“自用”或“非

自用”，“非自用”

应当表明具体项目名

称） 

备  

注 

1 电脑 自购 2011.4 台 1  4,700.00  4,700.00  自用 

2 电脑 自购 2011.12 台 1  6,350.00  6,350.00  自用 

3 笔记本电脑 自购 2014.12 台 1 12,241.38 12,241.38  自用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合计      23,291.38 23,291.38  

注：在表的备注栏注明经营用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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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赠物资清查明细表 
2014-12-31 

编制单位: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元 

序

号 

名

称 

受赠

时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额 

用途（“自用”或“非自用”，“非

自用”应当表明具体项目名称） 

备

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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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金会简介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系 2007 年 11 月 5 日成立，于 2007

年 11月 5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取得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登记证号：京民基证字第0020041

号。组织机构代码：66840075-X。法定代表人：王海军。 

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业务范围：筹集资金，资助经济研究领域相关人士海外学习与培训，支持经济研究相关公

益活动。 

所属行业：科研界。 

 

二、基金会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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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计价及折旧方法 

 

(a) 固定资产的计价：固定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 

(b) 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

使用年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较高的物品 

(c) 固定资产按直线法计提折旧，并按固定资产的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率确

定其折旧率，具体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 5% 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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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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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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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

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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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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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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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负债和费用。 

8、 所得税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关于公布北京市 2013 年度第一批取得非

盈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通知（京财税[2014]967 号文），基金会 2013 年度至 2017 年度取得的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取得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税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列示如下： 

税  项 计税基础 税  率 

营业税 劳务收入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营业税 7% 

教育费附加 营业税 3%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末余额 

原币 汇率 本位币 原币 汇率 本位币 

现金   

人民币  26,579.20  413.70 

小计  26,579.20  4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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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   

人民币  12,060,571.00  10,365,051.90

美元 2,409.18 6.0969 14,688.53 2,409.40 6.1190 14,743.12

小计 2,409.18 12,075,259.53 2,409.40  10,379,795.02

合    计 2,409.18 12,101,838.73 2,409.40  10,380,208.72

2、固定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数 本年减少数 年末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值     

电子设备 23,291.38 0.00 0.00 23,291.38 

小计 23,291.38 0.00 0.00 23,291.38 

二、累计折旧     

电子设备 7,990.64 6,383.34 0.00 14,373.98 

小计 7,990.64 6,383.34 0.00 14,373.98 

三、固定资产净值 15,300.74   8,917.40 

3、净资产 

项    目 年初余额 年初调整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042,981.44 -1,350.00 -1,684,758.16 0.00 10,356,873.28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12,042,981.44 -1,350.00 -1,684,758.16 0.00 10,356,873.28

4、收入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捐赠收入 0.00 1,0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0.00         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其他收入   601,217.70   209,621.86 

合  计   601,217.70 1,209,621.86 

注：其他收入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直接成本   2,060,794.95   2,724,210.35 

其他费用           0.00           0.00 

合   计   2,060,794.95   2,724,2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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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人员工资   162,892.00      144,072.00 

办公费用 55,361.53 95,732.09 

合  计 218,253.53    239,804.09 

7、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数  上年数 

手续费 6,980.66 2,731.14 

汇兑损益 -53.28 1,701.39 

合  计 6,927.38 4,432.53 

 

五、业务活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0.00  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二）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12,042,981.44

本年度总支出 2,285,975.8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2,060,794.95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62,892.00

行政办公支出 55,361.53

其他支出 6,927.38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7.11%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9.55%
 
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无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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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共开展了（ 5 ）项公益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中外合作研究课题“强化中国市场竞争：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 

项目模式：独立运作 
收入来源：自有资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32,794.82 元 
项目介绍： 

“竞争政策”研究课题是中外合作研究课题“深化中国改革：国际视角的思考与

建议”中的主要议题之一。 鉴于竞争政策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基金会基

于前项研究成果，于 2013 年 7 月开始研究工作。 研究目标是根据经济学理论、相关

国际经验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为如何强化中国的竞争政策提出建议。 本项

研究由中外著名竞争政策专家、顾问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联合参与。项目中期报告

已于 2014 年 10 月完成并举办了中期报告研讨会。项目拟于 2015 年 7 月完成。 
 

2、 项目名称：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名人演讲 
项目模式：混合型 
收入来源：自有资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00.00 元 
项目介绍： 

2013 年 12 月，本基金会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了“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名人演

讲”。本次活动由本基金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

法中心联合主办。演讲人是 Sir Derek Morris（英国竞争委员会前主席、牛津大学奥利

尔学院前院长），演讲题目是：“竞争政策与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信息、动机与

治理”。 出席此次演讲活动的有著名经济学家、学者、反垄断执法机构官员，高等院

校师生等共约 600 余人。本年度该项目发生费用是结算 2013 年未支付的尾款。 
 

3、 项目名称：凯恩克劳斯基金会奖学金 
项目模式：资助 
收入来源：自有资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98,935.58 元 
项目介绍： 

该项目始于 2008 年，奖学金对象为来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

贫困家庭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全日制本科生或研究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参

加暑期班学习。 2014 年，经遴选，基金会共为 5 名符合条件的经济类专业学生提供

全额奖学金。 其中 3 名来自湖南大学、2 名来自四川大学。 该项目旨在促进民族融

合，为少数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截止 2014 年，本基金会为

22 名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了奖学金。 
 

4、 项目名称：协助吴敬琏教授论著的海外出版 
项目模式：资助 
收入来源：自有资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1,220.67 元 
项目介绍： 

为了对外宣传中国改革进程，宣传中国经济学家思想，本基金会协助安排经济学

家吴敬琏教授论著《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 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在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 基金会负责协调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合同等所有相关事宜，并负责安排翻

译及英文校对和编辑。出版工作拟于明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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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项目开发 

项目模式：混合型 

收入来源：自有资金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33,843.88 元 

项目介绍： 

    2014 年基金会为准备未来的新项目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正在开发和准备的研

究项目项目包括：（1）准备“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中外合作研究；（2）准备研究成

果的出版（《深化中国改革：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3）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课题：

“国有资本管理”；（4）准备“创新”课题研究。 

 

（五）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

入 

支出 

直接

用于

受助

人的

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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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外 合 作

研 究 课 题

“ 强 化 中

国 市 场 竞

争：国际视

角 的 思 考

与建议” 

  307,517.88 125,094.94 182.00 432,794.82 432,794.82

合    计    307,517.88 125,094.94 182.00 432,794.82 432,794.82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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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年度公

益总支出

比例 

用途 

1．中外合作研究课题

“强化中国市场竞

争：国际视角的思考

与建议” 

中国国际贸易

中心有限公司 
29,200.00 元 6.75% 

支付会议费及项

目相关费用 

合    计  29,200.00 元 6.75%  

 

（七）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无 

 

（八）投资收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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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余永定 发起人 

邵文光 发起人 

中国建设银行 主要捐赠人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中信证券 主要捐赠人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无 

 

（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无 

（2）应收款项客户：无 

 

（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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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0 1,350.00 0.00  0.00

合  计 1,350.00 1,350.00    0.00     0.00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

间 

欠款原

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

款总额的

比例 

1 
法制晚报

社 
1,350.00 100% 0.00 0%   

合 计 1,350.00 100% 0.00 0%  

 

（十二）应付款项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社会保险 462.00 5,544.00 5,544.00 462.00

住房公积金 0.00 7,290.00 6,750.00 540.00

项目开发费用 71,838.00 25,506.72 71,838.00 25,506.72

合  计 72,300.00 38,340.72 84,132.00 26,5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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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和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无 

 

七、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无 

 

八、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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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的说明 

无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上述 2014 年度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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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规定及补充规定编制。 

 

     

基金会名称：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王海军 财务负责人：陶勇 

  

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