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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民非审字（2018）第 047 号 

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我们接受委托，对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贵单位”）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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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表及相关资料进行了审计。贵单位的责任是提供本次审计所

需要的真实、合法、完整的会计报表及相关资料，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对这些会计

资料及相关资料的审计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实施审计工作，以合理确信会计报表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审计工作包括在抽查的基础上检查支持会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

证据，评价贵单位在编制会计报表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和做出的重大会计估计，以

及评价会计报表的整体反映。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次审计我们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工作的要求、对北京

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法人注册年检及年度评估的有关要求及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财经制度进行的。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单位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

括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 

现将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06 月 03 日。2016 年 07 月

15 日换发了北京市民政局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证书号

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11000034425715XM 号。 

业务主管部门：无。 

于 2015 年经北京市民政局以京民民许准登字[2015]290 号文件批准成立 

（1）法定代表人：李昂达 

（2）开办资金：10 万元 

（3）业务范围：公益信息化技术研发及传播、信息化咨询与研讨、专业培训。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路 51 号二层 1 号。 

（5）举办者：李昂达、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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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资者、出资比例：李昂达以货币出资 10 万元，占出资总额的 100.00%，

举办者已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   

（7）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贵单位设置财务部，兼职财务人员为 2 人，

无财务主管，配备兼职会计徐梅，兼职出纳武红，兼职会计徐梅。出纳武红（初

级会计师）。武红、徐梅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8）全部开户银行名称、账号以及账户正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湖中园支行 

账号：11044401040003269 

贵单位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本年度账号和账户正常

使用； 

（9）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本单位共有员工 5 人，其中，与 2

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与 2 人办理了社会保险。 

二、审计情况  

（一）财务状况: 

1、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1,627.69 元，其中：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37,266.69 元（现金余额为 0.00 元，银

行存款余额为 37,266.69 元），应收款项期末余额 3,767.00 元，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594.00 元。 

2、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49,391.11 元，其中：流动负债期末余

额为 49,391.11 元（预收账款期末余额 0.01 元，应交税金期末余额 2,630.14 元，

应付工资期末余额 46,760.96 元）、长期负债 0.00 元、受托代理负债 0.00 元。 

3、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单位净资产总额为-7,763.42 元，其中：限定

性净资产 290,760.68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298,524.10 元；比开办资金 10 万元低

107,763.42 元，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金的-7.76%。 

4、资产负债率为：118.65%。 

（二）2017 年度收支管理情况： 

1、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2017 年度收入合计 268,774.73 元，其中： 

（1）接受捐赠收入 268,572.61 元，其中限定性收入 84,172.61 元，非限定性

收入 184,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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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费收入 0.00 元； 

（3）提供劳务服务收入 0.00 元；  

（4）商品销售收入 0.00 元； 

（5）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 

（6）投资收益 0.00 元； 

（7）其他收入 202.12 元。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202.12  

合   计 202.12  

2、贵单位 2017 年度费用合计 382,233.27 元，其中： 

（1）业务活动成本 358,337.47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数据库项目 4,846.60 

大爱清尘项目 174,902.38 

施永清项目  168,825.36 

抑郁症援助地图  9,763.13 

              合   计 358,337.47 

（2）管理费用  23,895.80 元，具体为：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福利费 410.00 

办公费 7,731.80 

手续费 1,010.00 

印花税 20.00 

服务费 12,895.00 

审计费 1,500.00 

培训费 280.00 

交通费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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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3,895.80 

（3）筹资费用 0.00 元； 

（4）其他费用 0.00 元。 

（5）公益性支出 0.00 元。 

3、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 

A、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无。 

Ｂ、贵单位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及公示情况：无。 

C、使用票据情况： 
（a）提供服务收入：无。 

（b）票据使用较规范，各项收入按规定开具发票。 

（c）本年度未发现贵单位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未发现违反规定取得收入、

支出费用的情况、未发现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情况。 

4、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捐赠时间 
捐赠单位 

或个人 
捐赠金额 捐赠用途 

捐赠款 

使用金额 

项目完 

成情况 

2017-1-11 
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 
75,000.00 

大爱清尘信息化

建设项目 
75,000.00 已完成 

2017-7-25 
中国国际民间

组织合作促进

会 

75,000.00 

奇点公益 2017 年

度办公行政经费

支持项目 

75,000.00 已完成 

2017-9-1 
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 
9,172.61 

寻找365颗公益星

星项目 
9.115.80 已完成 

2017-12-1 李昂达 109,400.00 不限用途   

5、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无。 

6、纳税情况：包括纳税税种、纳税金额以及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 

2017 年度实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种，实际纳税金额 10,940.20 元。

有免税资格，享受减免具体情况：无。 
7、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本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进行会计

核算，按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三）非营利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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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章程规定，贵单位是非营利性机构，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没有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没有将盈余分红； 

（3）本年度未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无举办者及举办者关联单位大额借款； 

（5）本年度未提取发展基金； 

（四）资产管理情况  

1、资产依法管理使用情况； 

贵单位已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对所拥有的资产做到依法管理和使用。本年度

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0.00 元，累计折旧 0.00 元，年末净值 0.00 元， 

2、新购固定资产及全部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情况； 

本年度未购置固定资产。（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单位无固定资产） 

3、对外投资情况。 

贵单位本年度无对外投资情况。 

（五）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 

1、货币资金  

                                      金额单位：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 -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74,155.79 37,266.69 

合  计 — 174,155.79 37,266.69 

 

2、预付账款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小乌龟（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94.00 服务费 2-3 年 

合计 594.00 — — 

说明：该笔款项是机构于 2015 年付给小乌龟 2015 年 7-12 月的代理记账服务费，因后来

一直未能获取发票，记预付款后未及时处理。 

3、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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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张博 1,367.00 垫付款 1 年以内 

北京优客工场中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400.00 工位押金 1 年以内 

合计 3,767.00 — — 

 

4、其他应付款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0.00   

合计 0.00 — — 

5、预收账款 

金额单位：元 

主要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0.01 认证 1-2 年 

合计 0.01 —— —— 

说明：该笔款项是腾讯公司验证机构信息时汇入机构账户，将不会再退回，未能及时确

认为收入。 

6、应付工资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应付工资 7,072.65 302,144.83 262,456.52 46,760.96 

合计 7,072.65 302,144.83 262,456.52 46,760.96 

 
7、应交税金  

金额单位：元 

税费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适用税率% 

个人所得税 2,864.66 2,630.14 3%-45% 

合 计 2,864.66 2,630.14 —— 

8、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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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性净资产 206,588.07 84,172.61 -    290,760.68 

非限定性净资产 -96,411.14 184,602.12 386,715.08 -298,524.10 

合计 110,176.93 268,774.73 386,715.08 -7,763.42 

三、审计结论及管理建议  

1、年度审计的总体评价： 

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财务管理较规范，会计报表的编制符合国家

颁布的相关法规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恰当地反映了贵单位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和 2017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2、存在问题及管理建议： 

经审计，我们发现 2017 年度部分财务核算有待完善，如： 

贵单位在 2017 年度的记账凭证中，补计提了 2016 年度的所得税费用

4,481.81 元，应计入“非限定资产”的借方科目，错误的计入了 2017 年度“其

他费用”的借方科目； 

针对以上审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管理建议： 

（1）建议贵单位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相关规定进行账务

处理，以及账务核算；  

（2）进一步完善健全内控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以便规范财务管理工作。 

四、其他事项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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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18 年 0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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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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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74,155.79      37,266.69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61,298.04      -                

　应收款项 3 6,662.50          3,767.00          　应付工资 63 7,072.65        46,760.96      

　预付账款 4 594.00             594.00             　应交税金 65 2,864.66        2,630.14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0.01               0.01               

　待摊费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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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81,412.29      41,627.69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71,235.36      49,3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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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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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5.36      49,391.11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96,411.14    -298,524.10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206,588.07    290,760.68    

净资产合计 110 110,176.93    -7,763.42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81,412.29      41,627.6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81,412.29    41,627.69      

资 产 负 债 表
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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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奇点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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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77,500.00   565,743.07 743,243.07 184,400.00    84,172.61   268,5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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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他收入 9 382.15          382.15        202.12           202.12               

收入合计 11 177,882.15   565,743.07 743,625.22 184,602.12    84,172.61   268,774.73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66,910.54   397,129.11 664,039.65 358,337.47    358,337.47        

（二）管理费用 21 99,942.40     99,942.40   23,895.80      23,895.80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             -                 -                     

费用合计 35 366,852.94   397,129.11 763,982.05 382,233.27    -             382,2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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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70.79  168,613.96 -20,356.83 -197,631.15   84,172.61   -113,458.54       

业 务 活 动 表
2017年度

上年数 本年数

项   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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