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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智谋金策审字 2021-002A-159 号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中间艺术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

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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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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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间艺术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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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中间艺术基金会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但不包

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

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信息

是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实。

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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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中间艺术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

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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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中间艺术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中间艺术基金会、终止

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

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

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并保持了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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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

可能导致对中间艺术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

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中间艺术

基金会不能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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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六、基本情况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53110000327213622T，登记证书有效期为

2016 年 12 月 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法定代表人为郑冬梅，地址为北京海淀区杏石口

路中间建筑中间艺术区一区 323（工坊方盒子），无业务主管单位。注册开办资金为贰佰万

元整。

七、财务状况:

1、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867,213.21 元，其中：

货币资金 3,864,498.70 元（现金 2,585.29 元；银行存款 3,861,913.41 元；）；固定资产原

值 13,236.98 元，累计折旧 10,522.47 元，固定资产净值 2,714.51 元。

2、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444.44 元，其中：流动

负债 444.44 元。

3、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3,866,768.77 元，其

中：限定性净资产 625,157.48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3,241,611.29 元。

4、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年度收入 5,317,643.34 元，其中：捐赠收入

5,275,000.00 元，投资收益 37,474.77 元，其他收入 5,168.57 元。

5、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年度支出 3,883,780.56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3,633,534.08 元，管理费用 250,246.48 元。

6、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3,633,534.08 元，上年末净资产

2,432,454.32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149.38%；管理费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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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46.48 元，管理费用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6.44%。

北京智谋金策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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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财务相关情况统计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基金会名称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327213622T

开户银行

及账号

招商银行万寿路支行

110914454110902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室

会计机构负责人姓名 郑冬梅 专业技术职称 经济师中级

会计姓名 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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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登记或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

登记或认定

时间
2016 年 12 月 6 日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
否 取得时间 无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

格的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20年 12月 30

日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

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民政局

京财税【2020】

2661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20年 12月 30

日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

北京市税务局

京财税【2020】

2660 号

其他资格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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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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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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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019.21 3,864,4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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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444.44 4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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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资产合计 9 2,428,019.21 3,864,498.70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444.44 444.44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13,236.98 13,236.98 　长期负债合计 36

　减：累计折旧　 14 8,357.43 10,522.47 　

　固定资产净值　 15 4,879.55 2,714.51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4,879.55 2,714.51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1,457,296.84 3,241,611.29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975,157.48 625,157.48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2,432,454.32 3,866,7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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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合计 22 2,432,898.76 3,867,213.2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2,432,898.76 3,867,213.21

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年度   　单位：元

上年数 本年数

项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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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0,000.00 970,000.00 4,500,000.00 5,275,000.00 5,275,000.00

提供服务收入 2 8,252.43 8,252.43

商品销售收入 3

政府补助收入 4

投资收益 5 37,263.17 37,263.17 37,474.77 37,474.77

其他收入 6 7,326.30 7,326.30 5,168.57 5,168.57

收入合计 7 3,582,841.90 970,000.00 4,552,841.90 5,317,643.34 5,317,643.34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8 4,019,974.69 4,019,974.69 3,633,534.08 3,633,534.08

　（二）管理费用 9 229,094.24 229,094.24 250,246.48 250,246.48

　 其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支出
185,308.49 185,308.49 219,363.68 219,363.68

         行政办公支出 14,143.44 14,143.44 28,130.46 28,130.46

         其他 29,642.31 29,642.31 2,752.34 2,752.34

　（三）筹资费用 10

　（四）其他费用 11

费用合计 12 4,249,068.93 4,249,068.93 3,883,780.56 3,883,780.5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13 4,358.13 -4,358.13 350,000.00 -350,00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14 -661,868.90 965,641.87 303,772.97 1,783,862.78 -350,000.00 1,433,8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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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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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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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9.24

现金流入小计 8 5,284,319.2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3,500,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222,151.0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1 104,856.67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58,306.81

现金流出小计 13 3,885,314.5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4 1,399,0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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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17 37,4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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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4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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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3,7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37,4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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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1,436,4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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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会计报表附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2015 年 01 月 6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登记。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换发《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3110000327213622T，法定代表人：郑冬梅。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资助国内外优秀公益性文化艺术项目和文化组织、开展全民性的艺术教育。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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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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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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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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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包括股票、债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7、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坏账准备的计提采用个别认定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

能性极小。

8、存货核算方法

（1）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

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

物资、商品等。

（2）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发出材料、物资、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

金额内转回。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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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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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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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

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3 年     5%      31.67%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

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11、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的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12、无形资产计价和摊销方法

本基金会对购入或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各种无

形资产在其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13、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4、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负

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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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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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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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

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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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  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6,159.29 2,585.29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421,859.92 3,861,913.41

合  计 —— 2,428,019.21 3,864,498.70

2、应收账款

  （1）应收账款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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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2 年 —— —— —— ——

2-3 年 —— —— —— ——

3 年以上 —— —— —— ——

合  计 —— —— —— ——

（2）应收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数 期末数 欠款 欠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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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时间

1 —— —— —— —— —— —— ——

合  计 —— —— —— —— —— ——

3、预付账款 

（1）预付账款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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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2 年 —— —— —— ——

2-3 年 —— —— —— ——

3 年以上 —— —— —— ——

合  计 —— —— —— ——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年初数 期末数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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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款时

间
欠款原因

1 —— —— —— —— —— —— ——

合  计 —— —— —— —— —— ——

4、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账龄：

年初数 年末数
账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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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2 年 —— —— —— ——

2-3 年 —— —— —— ——

3 年以上 —— —— —— ——

合  计 —— —— —— ——

（2）其他应收款主要客户：

年初数 期末数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其他应收

款总额的比

例

欠款时

间
欠款原因

1 —— —— —— —— —— —— ——

合  计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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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固定资产类别如下：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账面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价合计 13,236.98 0.00 0.00 13,236.98

其中：办公设备 13,236.98 0.00 0.00 13,236.98

二、累计折旧合计 8,357.43 2,165.04 0.00 10,522.47

其中：办公设备 8,357.43 2,165.04 0.00 10,522.47

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879.55 0.00 2,165.04 2,714.51

其中：办公设备 4,879.55 0.00 2,165.04 2,714.51

（2）固定资产用途如下：

年初数 期末数
用  途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原价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自用 13,236.98 8,357.43 4,879.55 13,236.98 10,522.47 2,714.51

合  计 13,236.98 8,357.43 4,879.55 13,236.98 10,522.47 2,714.51

6、应付账款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 —— —— —— ——

合  计 —— —— —— ——

7、预收账款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 —— —— —— ——

合  计 —— —— —— ——

8、其他应付款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养老保险 0.00 5,760.00 5,760.00 0.00

医疗保险 0.00 1,476.00 1,476.00 0.00

合  计 0.00 7,236.00 7,236.00 0.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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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0.00 200,432.48 200,432.48 0.00

二、职工福利费 0.00 3,000.00 3,000.00 0.00

三、社会保险费 0.00 15,931.20 15,931.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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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医疗保险费 0.00 6,156.00 6,156.00 0.00

      2．基本养老保险费 0.00 9,120.00 9,120.00 0.00

      3、失业保险 0.00 456.00 456.00 0.00

      4、工伤保险费 0.00 199.20 199.20 0.00

      5、生育保险费 0.00 0.00 0.00 0.00

四、住房公积金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219,363.68 219,363.68 0.00

10、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适用税率

增值税 0.00 0.00 ——

印花税 0.00 0.00 ——

城建税 0.00 0.00 ——

所得税 0.00 0.00 ——

车船税 0.00 0.00 ——

教育费附加 0.00 0.00 ——

个人所得税 444.44 444.44 ——

地方教育费附加 0.00 0.00 ——

合  计 444.44 444.4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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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157.48 0.00 350,000.00 625,157.48

2、非限定性净资产 1,457,296.84 1,784,314.45 0.00 3,241,611.29

合　计 2,432,454.32 1,784,314.45 350,000.00 3,866,768.77

净资产比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经营累积

12、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收入 5,275,000.00 4,500,000.0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0.00 8,252.43

投资收益 37,474.77 37,263.17

其他收入 5,168.57 7,326.30

合  计 5,317,643.34 4,552,841.90

（1）大额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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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京嘉德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00 1,435,000.00 1,435,000.00

970,000.0

0

3,230,000.

00

4,200,000.

00

其中：捐款 0.00 1,435,000.00 1,435,000.00 970,000.0

0

3,230,000.

00

4,200,000.

00捐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北京国泰群同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0.00 3,615,000.00 3,615,000.00 0.00 0.00 0.00

其中：捐款 0.00 3,615,000.00 3,615,000.00 0.00 0.00 0.00

捐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北京西山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0.00 225,000.00 225,000.00 0.00

300,000.0

0
300,000.00

其中：捐款 0.00 225,000.00 225,000.00 0.00 300,000.0

0
300,000.00

捐物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  计 0.00 5,275,000.00 5,275,000.00 970,000.0

0

3,530,000.

00

4,500,000.

00
（2）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银行理财收益 37,474.77 37,263.17

合  计 37,474.77 37,263.17

13、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公益活动成本 3,633,534.08 4,019,974.69

其中：中间美术馆资助项目 3,150,000.00 4,000,000.00

      驻留艺术家项目 13,028.05 12,644.00

暑期公共教育活动 0.00 972.56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0.00 2,000.00

赵文量、杨雨澍艺术中心 350,000.00 4,358.13

中国作为问题 98,726.03 0.00

捐赠防疫物资 13,780.00 0.00

自闭症“成长”线上展 8,000.00 0.00

合  计 3,633,534.08 4,019,974.69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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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32.48 185,308.49

2．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8,130.46 14,143.44

3．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 2,739.04 2,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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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其中：交通费 574.00 325.00

其他（折旧） 2,165.04 1,777.31

4．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13.30 0.00

其中：印花税 13.30 0.00

5. 社会保险费 15,931.20 27,540.00

合  计 250,246.48 229,094.24

五、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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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姓名 工作单位 理事会职务 是否在基金会领取报酬

郑冬梅 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理事长 是

郑慧红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韩旭升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黄晓华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王洪武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马军 北京国泰群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张红星 北京国泰群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理事 否

马秋实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秘书长 否

勇胜 北京国泰群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 否

上述理事会成员共计 9 人，有 1 人在本基金会领取薪金等报酬，其余均未在本基金会

领取薪金等报酬。

2、基金会共有员工 3 人，其中 2 人在本基金会领取工资薪金，明细如下：

职位名称 职工人数 工资总额 人均工资 任职情况

理事长 1  154,127.84  154,127.84 在职

助理秘书长 1   44,354.64   44,354.64 在职

 合计 2  198,482.48  99,241.24 ---

六、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1、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说明

公益事业支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于开

展符合公益目的的活动的费用）
上年末净资产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

例

3,633,534.08 2,432,454.32 149.38%

2、管理费用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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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支出 小计 本年支出
管理费用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

例

250,246.48
250,246.4

8

3,883,780.5

6
6.44%

七、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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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间 美

术 馆 资

助项目

5,275,000.0

0

3,150,000.0

0
0.00 0.00 0.00 0.00

3,150,000.

00

赵文量、

杨 雨 澍

艺 术 研

究 专 项

基金

0.00 350,000.00 0.00 0.00 0.00 0.00 350,000.00

合  计
5,275,000.0

0

3,500,000.0

0
0.00 0.00 0.00 0.00

3,500,000.

00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1、重要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基金会的关系

国泰土地整理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

北京嘉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人、主要捐赠人

天津高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北京国泰群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主要捐赠人

北京中间美术馆 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

2、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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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关联方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无

九、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  称 来 时 间 单 位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用 途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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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发票打印机 自购 2019.7.31 台 1 2,098.98 2,098.98 自用 无

电脑 自购 2015.3.1 台 1 6,400.00 6,400.00 自用 无

电脑 自购 2019.8.31 台 1 4,738.00 4,738.00 自用 无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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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披露其来源、

时间或用途限定的具体内容、使用情况等。

限定性收入项目 金额 来源
时间或用途限定的

具体内容
使用情况

无

十一、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二、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三、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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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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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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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二〇二〇年度会计报表和会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基金会名称：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23

单位负责人：郑冬梅 财务负责人：郑冬梅

日期：2021 年 3 月 14 日 日期：2021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