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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审 计 报 告
鄂金地财审字[2015]第385-1号

湖北金地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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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鄂金地财审字[2015]第385-1 号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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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白鱀豚保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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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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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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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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基本情况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登记证号为鄂基证字第 14 号，组织机构代码为

50358212-9。2007 年 7月 27 日经湖北省民政厅批准换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

书，法定代表人：王丁。地址：武昌东湖东路 5 号白鱀豚馆内。业务主管单

位：武汉市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四、财务状况

1、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7,413,822.37 元，其中：货币资金 3,239,813.90 元，应收款项 110,000.00

元，固定资产 4,064,008.47 元。

2、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2014年12月31日净资产总额为7,413,822.37

元,为限定性净资产。

3、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2014 年收入 2,153,791.86 元，其中：捐款收

入 2,110,686.93 元，其他收入 43,104.93 元。

4、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2014 年支出 1,135,251.09 元，其中：业务活

动成本 1,056,147.10 元，管理费用 75,936.46 元，其他费用 3,167.53 元。

五、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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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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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表

2、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3、 2014 年度业务活动表

4、 2014 年度现金流量表

5、 2014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6、 管理建议书

7、 审计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8、 审计机构执业证书复印件

9、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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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表
2015年 3月 18日

基金会名称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机构代码 50358212-9 登记证号 鄂基证字第 14号

办公地址 武昌东湖东路 5号白鱀豚馆内 登记时间 1996.12

联系电话 87800371 邮政编码 430074

法定代表人 王丁 主要经费来源 采用募捐及项目资助方式

开户银行及

银行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武汉鲁磨支行

42001127138050000110（人民币，活期），42001127138049028102（人民币，定期）
中国光大银行武汉中南支行 087756121400304000168（美元，活期），77561481000000194
（美元，定期），77560188000048127（人民币，活期）

财务机构名称 秘书处 联系电话 87800371

会计姓名 熊金玉 专/兼职 兼职

代理记账中介

机构名称
无

代理机构

主管人姓名
无

税务登记号码 鄂地税武字 4201015035821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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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体

无



6



7



8



9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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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于 1996 年 12 月经湖北省民政厅批准登记。登记

证号：鄂基证字第 14号。组织机构代码：50358212-9。法定代表人：王丁。

业务主管单位：武汉市政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业务范围：通过宣传、教育、募捐、资助等形式支持长江豚类的科研和

保护。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基金会不存在可能

导致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

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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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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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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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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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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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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收入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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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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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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余额 3,239,813.90 元。其中：

2、应收款项余额 110,000.00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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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余额 4,064,008.47 元。其中：

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4、净资产余额 7,413,822.37 元，为限定性净资产。

5、捐款收入 2,110,686.93 元。其中大额捐赠收入(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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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如下：

备

注：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2014 年共捐款 13 万元，其

中：5393 项目--2013 年长江豚类保护网络工作交流暨保护区监测、巡护能

力培训及小额基金招标发布 9万元；2158 项目--武汉至黄石江段长江江豚

保护策略开发 4万元。黄石东贝机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共捐款 105

万元，其中：“生命长江--为江豚来奔跑”2013 长跑接力与宣传活动 100 万

元；印制为江豚来奔跑资料画册和保护江豚专刊 5万元。

6、其他收入 43,104.93 元，为存款利息收入。

7、业务活动成本 1,056,147.10 元。

8、管理费用 75,936.46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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