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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和兴审字[2017]160号 

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按照北京民非企业法人注册年检及年度评估的有关要求，我们对北京新兴传

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下述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6 年度业务活动表、2016 年度

现金流量表。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研究院管理层的责

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

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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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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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财务报

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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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

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一、基本情况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 

    1、研究院于 2016 年 10月 12日在北京市民政局依法登记取得《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无业务主管单位，法定代表人：郭陆庄。 

   2、研究院开办资金壹佰万元。由举办单位北京中文出版传媒融合创新发展

联盟出资 300,000.00 元，占开办资金的 30%；中文集团北京时代百文书局有限

公司出资 400,000.00 元，占开办资金的 40%；中文集团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出资 300，000.00，占开办资金的 30%，全部为非国有资金。 

业务范围：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咨询培训、会议发展、出版内刊、承办委

托、国际交流。 

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3号卫星大厦 802。 

3、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 

（1）组织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主任负责制。 

（2）人员构成：研究院现有员工 16人，全部为兼职人员。 

（3）财务部设财务人员 2名，一名会计，一名出纳。 

（4）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签订《劳动合同》0人。 

（5）社会保险办理情况：0人上社保；0 人退休，由原单位上社保；0人自

愿放弃上社保，已写申请留存。 

     4、研究院于 2016 年 11月开立银行存款基本户，取得开户许可证，许可证

名称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名称一致，开户行：兴业银行北京

分行东单支行，账号：321110100100178091，账户正常。研究院仅设立基本账户，

未开立一般账户。 

二、审计情况 

     1、研究院资产、负债、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等情况说明。 

（1）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计为 1,001,718.21 元；负债合计为

4,009.00元；净资产合计为 1,001,718.21元，资产负债率为 0.40%。 

（2）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计 1,001,718.21 元。流动资产为

1,001,718.21 元，具体为：货币资金 1,001,718.21 元，其中现金 900.00 元、

银行存款 1,000,818.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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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负债总额为 4,009.00元，全部为流动负债。 

（4）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全部为非限定性净资产，总额为

1,001,718.21元。 

     2、年度财务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2016 年度收入总额 509.21元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0.00元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0.00元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0.00元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0.00元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0.00元 

其他收入为 509.21 元，全部为利息收入 

支出：无公益性支出 

2016 年度成本费用总额 2,800.00 元，其中各项成本费用金额及占成本费

用总额的比例如下： 

成本费用项目 金额 所占比例 

业务活动成本   

其中：业务成本   

税费   

管理费用     2,800.00              100.00% 

筹资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2,800.00 100.00% 

（2）收费及使用票据情况说明：  

研究院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情况；2016年未领购发票。 

（3）接受、使用境内外捐赠的明细情况：捐赠时间、捐赠单位或个人名称、

捐赠金额、捐赠用途、捐赠款使用金额及项目完成情况：无。 

（4）接受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情况：政府购买收入为 0.00元；补助金

额 0.00 元、使用金额、未使用金额、项目完成情况按项目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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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纳税情况 

研究院按照规定缴纳 3%增值税、7%城市维护建设税、3%教育费附加和 2%的

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按国家规定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得税按国

家规定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4 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30

万元（含 3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6）研究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编制会计报

表，并建立了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在核算过程中手续较全，执行较好。 

（7）国有资产、公办学院参与举办民办学院（校）情况：无 

3、筹措运营资金的渠道 

研究院开办资金与运营资金相同，本年度无筹措运营资金。未发现有举办者

投入的资产情况。 

    4、研究院本年度盈余未分红及计提发展基金。 

  5、资产管理情况 

（1）未发现资产管理不合法情况。 

（2）无国有资产。 

（3）研究院于 2016年度无新增固定资产。 

（4）无对外投资情况。 

6、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明细 

（1）应收账款：无 

（2）其他应收款明细：无 

（3）长、短期借款：无 

（4）应付账款明细:无 

（5）其他应付款：无 

（6）预收账款明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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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建工程：无 

（8）应交税金明细：无 

三、审计结论及管理建议 

我们认为，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的财务报表已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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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传媒

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6年的财务状况。 

存在问题及管理建议：建议履行现金保管规定，对银行存款、现金定时对账、

盘点。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仅供研究院办理法人年检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北京和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 年 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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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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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产 1  1,001,718.21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应付工资 25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存货 5     预收账款 27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负债 
30   

    其他流动负债  31  4,009.00 

流动资产合计 9   1,001,718.21 流动负债合计 32  4,009.00 

长期投资：     长期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借款 33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应付款 34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负债合计 35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3   受托代负债：     

 减：累计折旧  14   受托代理负债 36   

固定资产净值  15     负债合计 37   

 在建工程 16       

文物文化资产 17   净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18   
非限定性净

资产 
38  997,709.21 

固定资产合计 19   限定性净资产 39   

无形资产：      净资产合计 40    

 无形资产 20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1,001,718.21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41  1,001,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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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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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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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09.21  509.21 

收入合计 8    509.21  509.21 

二、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 9       

 其中： 人员费用        

       日常费用        

      税金及附加        

         折旧        

管理费用 10    2,800.00  2,800.00 

 其中： 人员费用        

         折旧        

筹资费用 11       

其他费用 12       

费用合计 13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4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

为净资产减少额，以

“-”号填列） 

15    -2,290.79  -2,2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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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新兴传媒出版融合创新发展研究院          201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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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8.21 

现金流入小计 8 4,5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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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2,800.00  

现金流出小计 13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1,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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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建固定资和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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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29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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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1,001,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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