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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审计报告

审 计 报 告

苏诚民报字[2015]366号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 ,包括⒛ l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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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

包括:(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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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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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民间非营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审计报告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⒛14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⒛14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中国 ·南京市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孙阝嘴
翳箐鬻

幽
蝴
山



资产负债表

⒛ 14午 12月 31日

会民非01表

单位 :元
编制单位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资  产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短期投资

应收款项

预付账款

存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κ期债权投

流动资产合计

攵期投资 :

长期股杈投资

长期债杈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昌定资产 :

固定资产原价

减 :累 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负偾和净资产

182,609J457,60 267,091,70487

17,065,893,00 14,744,96300

其他流动资产 —
年内到期的κ期负债

431j彳 54,9717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9,051j81000

长期负债 :

190j500!00000

441,000j00000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982,271,95 1,032,953,78

667,57573

473,02462 365,37805 受托代理负债 :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合计 9j051,810,00

=形
资产 :

托代理资产 :

受托代理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491,973,567,48 528J916,118,07

限定性净资产 329,412,990.33

净资产合计 821,386,557,81 863,502,13975

830‘ 662i61781 872,553,949,7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30,662,617,81



业务活动表

⒛14年度

会民非02表
塾制单位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项  目

单位 :元

行

次

卜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 l/+
^
口 非限定 l/+ 限定性 合计

、 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l 12丨 687,36655 90.601‘ 6o352 103,288,97007 1,859j4螂 ∶卩fF1氵嚣
°
1i龠 :。~氵髯含

馘
55,263j73641

会费收入 2

鄹
″
咱

提供服务收入 3

刂々
i

∴∷
r∶

怕
茌

∶峨 钅 :.FJf
政府补助收入 5

玫 资 收益 6 15,473,57337
15,473‘ 57337 36,245∫ 96318 18,392jo27,4o 54,637,99o58

共 1也 H攵 A 7 865,13277| 18!156,41o96 19,021,54373 3,950‘ 66858 655,165,9o 4J605,83448

29,026io7269 108,758,o1448 137j784.o8717 42,056,11039 72,451,451,08 114,5o7,56147
二、费 用

(— )业务活动成本 9 81,501,3o850
81丿 5o1,3o850 3,764,021 13 66,577,79625 70,341,81738

具甲:奖字金 0 5,502‘ 87o51 5i502,8705 6`022,8898o 6,022,8898o

助学金 11 4,525,0597o
4丿 525,0597o 6J725,1764o 6,725,1764o

奖教金 3,964,19526
3丿 964,19526

1‘ 050‘000oo 1,050,000oo

字科建 发与发展 13| 25J419,65938 25,419,65938 255,500oo 19,874,44289 20∫ 129,94289

专用基金 1,464氵 24715 1,464,24715 122,00992 122,009,92

学校基建支出 31J200`ooo00 31,200,ooo00
30丿 050,000oo 30,050iooo00

人才建设 5,100,0oo oo 5,100j00000 2,403,27724 2,403,277,24

校园文化 48i00000 48iO0000 282i000,00 50`0000o 332,000oo

回际交流 1501000oo 150!0000o 280,00000 280‘ 0oo oo

其他 4∫ 127,276,50 4J127,276,50 3,226`521 13
3丿 226j52彳 ,13

-二 )管理费用 2,273,38156 2,273,38彳 56 1,510,71781 ⒈510`71781

)筹资费用 219|65203 219j65203 539,44434 539,444,34
(四 )其他费用

费用合讠| 83)994j34209 83,994,34209 5j814I18328 66,577,79625 72,391,97953

二、限定性净资产转为
韭限定性狰资产

86,855j51o26 8̄6,855,51026 700,62348 -700,623,48

、净资产变动额 (若

为狰资产减少额,以 “

L号填列 )

32,343∫ 30723 21,902j5o422 54,245‘ 81145 36,942,55009 5,173JO3135 42j115,58194



编制单位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现 金 流 量 表

⒛14年度

会民非03表

单位:元

项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行次 金 额

l 55,263∶ 73641

2

3

4
卢 匚 Ⅱ

F 
△ 1i  

·

⒈ 唣

5 呷
氵llq釜U昀真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6 q-,rgz,szs.zq

现金流入小计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60,061!05965

68,004i7834C

9 387,40653

10 981,08680

11 763,694,34

现金流出小计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狰额

70,136,971 1

-10,075,91148

二、技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钅 390,055,13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54,637,99o58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444J693,120,58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0∶ 681,83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 350,084〗 28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3501134i961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挣额 94,558,1587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窟、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4,482j24727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⒛ 14年 12月 31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

一、基本情况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以 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⒛05年 ∝ 月 30

法人登记证号:苏民基证字第 00036号 ,组织机构代码:50915800-3,法

原始基金数额 500o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江苏省教育厅。

业务范围:接受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支持南京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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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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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基金会

非公募 ,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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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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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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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益。

7、 存货核算方法

(l)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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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等。
”

榔 砧 ¨ ￠

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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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等按先进先出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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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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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长期投资

减值准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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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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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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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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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弼以内)确定其折旧率 ,

~  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

蜘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器没备 5年 5% 19.5%
办公及电子设备 5年 5% 19,5%

其他设各 5年 5%

驴
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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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γ
 
馕

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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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限定性诤资产、非限定性诤资产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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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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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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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永久



一 
_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1、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人民币

人民币

52,75在 ,7衽

L77,543,593.5f

5,013,109,32

14,077,29

54,6饣 0,293,o5

212,437,334,53

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训

2、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种类

182,6o9,茌 57,6o 267,o91,7o4,87

瀛鼯翟囔

年初数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价值

股票投资

基金投资

委托理财

委托贷款

合 训

2,387,24亻 66

1,200,θ oo oo

16,000,ooo oo

340,000‘ ooo θo

358,685 6o 2,028,559 o6

J,200,0oo oo

I6,00θ ,00o.oo

3/l0,0oo,o00 oo

2,亻 16,3ll4 66

l,200,00o oo

16,00θ ,0oo θθ

130,000,0o0 oo

358,685 60 2,057,7o9 o6

1,200,000 oo

16,000,ooo oo

】30,000,ooo oo

|)59,587,2亻 /l 66 {)58,685 6o 359,228,559 06   1亻 9,616,∶ 39亻  66 358,685 6o I49,257,709 06

3、 应收款顼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海外部暂借款

合 讠|

4、 存货

252,083,53 154,469 22 345,957,98 60,594.77

252,083 53 15茌 ,469,22 345,957,98 60,59在 。77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校庆邮册

合 计

5、 长期股权投资

被投资单位

L7,065,893 00 2,320,93o,0o 14,744,963.00

17,065,893,oo, 2,320,930,00 I4,7在4,963.00

初始投资额 年初账面佘额 年末账面余额 所占比例

江苏通鼎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研究院

8,000,0oo oo

64,00o,ooo,0o

500,000,oo

5,000,000,00

8,000,ooo oo

64,000,ooo 00

500,000,oo

5,000,ooo,00

8,000,ooo o0       o.79%

64,000,000,oo          64%

500,000,oo          1oo%

5,000,00o,00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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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

南大南通材料工程研究院

南大镇江高新技术研究院

合 计

6、 长期债权投资

1,000,00o,00

1,000,0oo,00

1,000,ooo.0o

1,000,000,00

1,000,00o,00

1,000,ooo,00

1,000,0oo,oo

1,000,00o.00

1,000,000,oo

100%

50%

100%

80,50o,ooo,oo 80,50o,ooo,00 80,500,000,oo

南京世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埋公司

合计

7、 固定资产

(l)原值

固定资产类别

年初账面余额

10,000,0oo,oo

10,000,0oo,00

170,000,0o0.0o

500,00o.oo

汔母胛:

350,00o,oo0.0o

500,000.oo

190,500,ooo,oo 360,500,oo0,oo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髀吧螂

办公及电子设各

合讠|

(2)累计折旧

围定资产类别

982,271,95 50,68I,83 1,032,953,78

982,271,95 50,681,83 1,032,953,78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办公及电子设备

合计

8、 文化文物资产

资产类别

509,247,33 158,328,4o 667,575,73

509,2‘ 7,33 158,328,4o 667,575,73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字画

合计

33,600,oo 33,600,00

33,600,0o 33,600 00

注:此为拍入
“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 (校 K)” 的字画。

9、 应付款项

单位名称 年初数

江苏浩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捐赠暂存 200,000,0o

年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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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兵捐赠暂存

校友捐款

赵文暂垫款

工商银行捐款暂存

腾讯科技捐款暂存

校友捐赠暂存

校友捐赠暂存

校友捐赠暂存

张晓东成都旅费

活动设计制作费

500,000.oo

95,82o,oo

8,亻 80,000,00 7,520,000,00

350,000,OC

75,000,OC

400,00o。 OC

^
口 9,275,82o,00 9,050,86o,00

注;年本部分捐赠合同*签词,捐赠款项暂存挂账。

10、 诤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86讠F∝

限定性挣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合 计

329,412,990,33

491,973,567,48

5,173,031,35

36,942,55o 59

334,586,o21,68

528,916,118,o7

821,386,557,81 42,115,581,94 863,502,139,75

注:南京大学出资人民币⒛00万元作为本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上述出资已经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并于⒛∞年 4月 5日 出具苏诚民验 (⒛05)第 01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200B年 l1月 经南京天源会训师事务所宁天

源验字 (⒛⒅)第 62号验资报告验证,江苏省民政厅同意,增加原始基金数额人民币3000万 元,合训 50oo万元。

11、 收入

顼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合 计

55,263,736,41

54,637,990,58

4,605,83茌 ,48

103,288,970.o7

15,473,573,37

19,021,543.73

I14,507,561 47 L37,784,o87,17

本年度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 金 非现金

汇丰信托 (芹 涤江慈善信托基金 ) 5,000,425 7o 左涤江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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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盐城环保技术与

工程研究院学院发展

光华教育基金会 在,806,076,86 南大人文基金

12、 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捐赠项目成本:奖学金

助学金

奖教金

学科建设与发展支出

专用基金

基建支出

人才建设

校园文化

国际交流

其他支出

合 训

13、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6,022,889
蛘 吼 ,5

廴鼓蝙 柑

△ ∴;乩 ,195.⒛

25,419,659,38

1,464,247,I5

31,200,0oo.oo

5,100,000,00

48,00o,oo

150,000,oo

4,127,276.5o

6,725,176 40

1,050,0oo.oo

20,129,942,89

122,009.92

30,o5o,ooo,oo

2,4o3,277,24

332,000.00

280,000,oo

3,226,521.13

70,341,817.38 8I,501,3o8,5o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行政管理费用

人员工资

折旧

合  计

14、 筹资费用

981,086,8o

387,406,53

142,224.48

1,608,864,35

524,785,34

139,731,87

亠
^ 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

⒈ 510,717.81 2,273,38I,56

本 年 发 生 额 539,狃 4,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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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长及法人

常务副理事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洪银兴

任禾刂佥刂

张晓东

徐联娟

杨冬梅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南京大学发展委委员会

南京大学财务处

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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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书长     张竹青

理  事     邹亚军

理  事     郭随平

理  事     王振林

理  事     徐夕生

理  事     王月清

理  事     陈建群

理  事     刘 源

理  事     杭祝洪

理  事     纪达夫

理  事     李心丹

理  事     左成慈

理  事     刘晓丽

理  事     张锁庚

以上人员均未领取报酬。

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

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

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南京大学人事处

南京大学科技处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

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2、 本 基 金 会 职 工 总 数 28人 ,工 资 总 额 387,406,53元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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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无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八、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1、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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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 (包括 2年 )。

2、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l、 重要关联方

重要关联方包括:发起人、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1/5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 )、 对外投资的被投资

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

关联方名称 与基金会的关系

南京大学 发起人、埋事主要来源中位

江苏通鼎互联股份有限公司
被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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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朴楼 南京大学 1,150,000.00 1.63% 基建

大气楼 南京大学 4,000,00o.00 5,69% 基建

苏州高新楼 南京大学 2,000,ooo,00 2,84% 基建

南通综艺楼 南京大学 5,850,00o,00 8,32% 基建

佛光楼 南京大学 9,50o,ooo,00 13,51% 基建

环科楼 南京大学 2,000,000,00 2 84% 基建

河仁楼 南京大学 5,500,000 oo 7.82% 基 建

合   计 30,000,ooo,00 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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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研究院

南大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

南大南通羽料△程研究院
嫩 资方      \%迢 苎 专用J‰

南大镇江高新技术研究院

汇丰信托 (左涤江慈善信托基金 ) 主要捐赠人

光华教育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洛杉矶犹太社区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汪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2、 关联交易

关联方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南京大学 70,341,817.38

十、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单位 设备名称 来 源 时 间

数

量

单

位

单价 金额 用途

拉贝故居 摄像机 自购 2007.10 1台 7,500 00 7,500,00 自用

拉贝故居 数码相机 自购 2007,1o l台 7,900 00 7,900,00 自用

拉贝故居 五节市E 自购 2007,10 8套 880 00 7,040,0o 自用

拉贝故居 家具 自购 2007, 11 1套 1,510,00 l,510.00 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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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故居 电脑 自购 2008 03 厶
口 7,20o,oo 14,400 00 自用

拉贝故居 电脑 自购 2008,03

2008,03

厶
口 7,200.oo 7!200,oo 自用

拉贝故居 汉王文本 自购 I台 2,400,00 2,400 00 自用
拉贝故居 汉王文本 自购 2008 03 1台 2,75o,oo 2,75o,oo 自用
拉贝故届 内存 自购 2008 o3 1根 390,oo

稹J
拉贝故居 移动硬盘 自购 2008,03 1块 1, 600. g0il 、

`1(分

f∫ oooIo0‘ ∶
:l|;:|;l;0:!∶、̂

拉贝故居 HP打印机 自购 2008,o3 厶
曰 1,480,护

σ r ∷叫涠0↓00 自虏琵|
拉贝故居 金河田电脑 自购 2008,o3 厶

囗 4, 800. 6d; 舛“
'^0￠

Ⅱ x户

l窳
:=∶∶∶

拉贝故居 三星显示器 自购 2008,03 1台 1,750 00 WΓ 玎7南,铡 白蔚
:

拉贝故居 月艮务暑晷 自购 2008,03 厶
口 9,950,00 9∶ σoo∫0o 自用

拉贝故居 沙 发 自购 2008,06 l套 1,600 0o l,600 0o 自用
拉贝故居 打印机 自购 2007 12

2007,12

1台 l,850 00 l,850,00|自
用

拉贝故居   |内 存条 自购 2条 1,250,00 1,250,00 自用
拉贝敬居 展示柜 自购 2009,01 L台 860,00 860,00 自用
拉贝故居 复印机 自购 2009,04 厶

△ 15,830 00 15,830,00 自用
拉贝敬届 扫描仪 自购 2009,o6 1台 2,50o,oo 2、 500 00 自用
拉贝故居 交换机 自购 2008 12 1台 l,640,00 l,640,00 自用
拉贝故屈 空调训制器  |自购 2012,o2 l台 3,188,00|  3,188,00 自用
拉贝故居 空调维修 自购 2012,1o 厶

囗 l,500,00 1j500 00 自用
拉贝故居 去湿机 自购 2012,10 厶

囗 2,600.00 5,200 00 自用

拉贝故居 投影仪 自购 2013,10 1台 11,200,0o 11,200,00 自用
拉贝故居 联想电脑 自购 2013 1o 1台 3,600,0o 3,600 00 自用

/l、   讠| 120,888,oo

基金会 sONY手 捉 自购 2008,Io 厶
臼 15,465,62 15,465.62 自用

基金会 HP台 式机 自购 2008,10 1台 I7,687 50 17,687,5o 自用

基金会 移动硬盘 自购 2008,10 1块 591,66 591.66 自用

基金会 传真机 自购 2011,12 L台 721,55 721,55 自用

基金会 冰箱 自购 2011,12 |1台 2,299,24 2,299,24丨
自 用

基金会 碎纸机 ELhJ I 'zotr. tz l台 624,48 自用

基金会 本卩和1 自购 2009.12 厶
囗 ⒋ 822.40 自用

基金会    |录音笔 自购 2010, 12 l只 |    6o2,0o 602,00 自用
基金会 油烟机 自购 2011,12 l台 1,633 20 1,663.2o 自用

基金会 设备一批 自购 2011 07 1批 489,924,6o 自用
基金会 SOW笔记本 丨自购 2011 10 l台 14,500 oo 14,500.00 自用

基金会 录音笔 自购 2011,ll 1攴 1,690.00 1,690.0o 自用

基金会 软件 自购 2012,o3 l套 14,200,0o l4,200 00 自用

基金会 电脑扫描仪 自购 2012,o3 厶
囗 6,070,00 6,070,oo 自用

基金会 HP电月菡 自购 2012,04 厶
口 5,500,00 5,500,00 自用

基金会 月艮务暑晷 自购 2012,o衽 1台 63,000,00 63,000 00 自用

基金会 软件 自购 2012 o4 1套 2,900,00 2,900 oo 自用

基金会 一体机 自购 20I2,1o l台 4,600 00 4,600 00 自用

基金会 传真机 自购 2012 1o 厶
囗 l,780 00 l,780,0o 自用

基金会 台式机 自购 2012 10 ∠、
囗 5,699,00 22,796,0o 自用

基金会 计算机 自购 2012 1 1台 7,151 30 7,151,30 自用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基金会 讠|算机 自购 2013,01 l台 5,370.4o 5,370,4o 自用

讠i

甘′

基金会 软件 自购 2013,o1 1套 9,60o.oo 9,600 00 自用
基金会 软件 自购 2013 o1 l套 24,800 00 24,800,oo 自用
基金会 一体机 自购 2013,03 1台 2,800,00 2,80o,oo 自用
基金会 电脑 自购 2013.o3 3台 5,699 0o 17,097 00 自用
基金会 打印机 自购 2013.05 厶

口 1,450,00 矿〃钅邓视搀茧扭笋扩卧、
基金会 空调 自购 2013,o6 厶

口 3,13o,oo 白角:F∷I
基金会 打印机 自购 2012.12 l台 l,450,00∷ 怀:{1,4唧:∞ | 自用 l

基金会 计算机 自购 2013,1o l台
|  5,699,oo 刂阜用

基金会 打印机 自购 2013,12 厶
口 700,00 亻lk阻 沅

l|∶ |∶

∶∶
i丨Ⅱ
∶
潮 :Ⅱ

·

基金会 碎纸机 自购 2013 12 厶
囗 680,00 680,00 自用

基金会    |传 真机 自购 2013,12 1台 1,600 0o l,600,00 自用
基金会 电脑和硬盘 自购 2014 01 l套 9,700,oo 9,700,oo 自用
基金会 打印机 自购 2014,01 |1台 1,450,00 l,钙 000|自

用

基金会 Ξ三讠奇 自购 2014,o6 厶
囗 3,300,oo 3,300,00 自用

基金会 空 训 自购 2014 08 1台 3,44o oo|  3,44o,oo 自用
基金会 碎纸机 自购  | 2o141o l台 980,oo 980,00 自用
基金会 笔记本电脑  |白 购 2014,1o L台 7,500 00 7,500 00 自用
基金会 软件 自购 2014 1o 2套 8,000,00 8,000,0o 自用

基金会 电视机 自购 2014,12 2台 2,822,4o 5,64茌。80 自用

基金会 电视柜 自购 2014,12 1套 3,642。 o7 3,642,07 自用
基金会 桌椅 自购 2014,12 l套

|  1,sB2,85 1,882,85 自用
基金会 床 自购 201茌  12 1套 3,542 11 3,542, 11 自用

小  讠|

802,047,78
纽约联合学院 家俱 自购 2009.04 21,100 00 21,100.00 自用

纽约联合学院 家俱 自购 2009,o5 5,700,00 5,700 00 自用
纽约联合学院 家 俱 自购 2009,06 1批 31,28o,oo 自用

纽约联合学院 联想电脑 自购 2009,o6 厶
囗 4,800 00 19,200 0o 自用

纽约联合学院 联想笔记本 自购 2009,06 厶
囗 8,000 oo 24,000,00 自用

纽约联合学院

纽约联合学院

纽约联合学院

日J刷 一体机 自购 2009,o6 厶
臼 2,899,00 5,798,0o 自用

移动硬盘 自购 2009,06 口
⌒ 780,00 2,3茌 0。 00 自用

家具 自购 2009,o6 600 00 600,00 自用

小  计 110,018,0o

合  计 1,032,953,78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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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捐赠单位或个人 项 目名称 用途 金额

1

众 筹
(000000o)发 展基金

发展基金 1,005,251 41

2
众筹

(0001000)奖 学 金
奖学金 54,900,00

3
潘雪￥

(0001001)潘 丐平奖助学金
助学金 255,000,oo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4
喜星电子公司

(00010o3)喜星奖学金
奖学金 43,000,00

5
章之汶

(00010o4)章之汶奖学金
奖学金 800,000,00

6
浦发银行

(0001005)SIC论 义奖

Ⅰ :∶∶冫锴

02⒍ 00

7
南瑞集团

(0001oo8)南瑞继保奖学 (教 )金 奖癞
(F

金

γ∷
钅i蒈娴

唐仲英
(0001009)唐 仲英基金会 基」

i亻

F
I
〓

'
i i扌0痂

赢涮
9

宝钢集团
(0001011)宝 钢奖学金

奖学金 203,590,00

阿尔蒙
(000101θ 阿尔蒙奖助学金

助学金 536,40

交通控股
(0O01016)交通控股奖助学金

助学金 250,000,00

12
香港悟宿基金会    |(000101:)悟 宿奖助学金

助学金 311 27

旭 日宗教
(O001∞ 0)旭 冂宗教大专班

基 金
2∶ 242,73

瑞华投资
(0001023)瑞 华教育奖励基金

奖励基金 茌30,000,00

华泰初Ⅰ券
(0001025)华 泰证券奖学金

奖学金 1,500,000,00

思源基金
(0001030)思 源基金、奖助学金

助学金 3,355,67

香港董氏基金会
(000103D董 氏东方奖学金

奖学金 92,319.46

众筹
(0001032)名 校留学生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00,00

荆楚
(0001033)荆 楚奖学金

奖学金 66,900,00

刘元根
(0001034)南京大学刘元根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0o

二星
(0001035)二星 奖 学金

奖学金 100,800,00

红太阳
(0001038)红 太阳奖学金

奖学金 500,000,00

众 筹

(0001039)南园百人成 Κ计划 (科学

与T程分会 ) 基金
82,000,00

南大润天
(0001⒄ 0)南大润天奖学金

奖学金 125,000,00

国睿
(0001∝ l)国 睿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0 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张家淌
(0001042)张家菏国际交流奖学金 奖学金

300,000,00

莫绍揆
(0001∝ 3)莫 绍揆奖学金

奖学金
6,128,20

沈肖雁
(0001∝ 4)沈 肖雁奖学金 奖学金

32,000 00

招商银行
(0001046)招 行一卡通奖助学金 助学金

” FlIl|I眼
00⒍ 00

潘中来
(0002001)潘 氏声学特聘教授 胡WⅡ

众筹
(0002002)奖教金

l氵∴ζ

奖教銮·
0、

中国银行
(0002003)中 国银行奖教金

奖教金
2,045,000,00

石林集团
(0002004)石林集团奖教金 奖教金

众 筹
(0002005)发展与校友工作基金 基金

1,494 73

徐永新

(0002006)徐 永新管理T作 者奖励

金 奖励金
700、 000,00

雨润集团
(0002007)雨 润奖教金 奖教金

620,000,00

香港新鸿基郭氏基金
(0003002)香港新鸿基郭氏基金 基金

42,101.56

华胜
(0003003)华胜奖助学金 奖学金

500,000,00

周虞康
(0003005)周 虞康助学金 助学金

29,000.00

徐新
(0003009)徐新教育奖助基金 助学金

70,727,47

余彭年
(0003013)余彭年助学金 助学金

50,000 00

强化部理科班
(000301钅 )89强化部理科班助学金

助学金
67,53茌  43

同Ⅱ羲集团
(0003015)同 Ⅱ羲集团南大助学金 助学金

220,000.00

苏宁
(0003018)南 大苏宁圆梦基金

基 金
200,000,00

黄乐群
(0003021)南 大创新、创业基金

基金
2,000,000.00

康 宁
(0005001)康 宁博士后合作讠|划

基 金
78,14

众 筹

(0005002)南 大一理大创新创业子

基金
基金

1,I68,687,67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奥美
(0005004)奥关创意研究院 基金

2,000,000,00

众筹
(0005007)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基金
1,000,000,00

众 筹
(0005008)南大丁利发展基金

基 金
5,000,000,00

众筹
(0005009)临 床技能模拟教学中心 基龠吓豪7氓

舜
F
￡颥 :咖

鸿国集团
(0005010)鸿 国集团 躅蜘饔0黠⒁

盐城市政府
(0005012)南 大盐城环保技术与工

程研究院
基鲞l′

诫廴趱廴逻l嬲:⒍ 眦 00

众筹

(0005013)社 会风险共公危机研究

中心 基 金
600,000.00

唐仲英
(0006001)微结构实验室基建款 (唐

仲英)
基建款

6,980,000,00

左涤江 (0006005)左 涤江耧 基建款
5,000,zI25,70

侨裕集团 (0006012)外语学院楼 (侨裕) 基建款
1,300,000。 00

薛光林 (0006016)辞光林楼 (哲学 )
基建款

995,527,00

镇江市政府 (0006023)镇江楼 (I学 院) 基建款
20,000,000,00

校友众筹 (0006028)景观桥 (第 O3号 ) 基建款
1,400,000,00

众筹 (0006∞ 9)中 大桥 基建款
500,000,00

众筹 (0006030)金大 桥 基建款
500,000.00

众筹 (0006032)仙 林广场二源壁 基建款
3,000,000,00

周亦卿 (0006033)周 亦卿楼 基建款
2,000,000,00

众筹 (0006034)南 大学生公寓大楼 基建款
11,000,000,00

校友众筹 (0006039)南 大学生篮球场 基建款
1,200,000,00

校友众筹 (0006040l幼 儿园改造 基建款
352,291 42

陶龙明 (000G⒄ 1)校舍维修及校园整治 基建款
l,500,000.00

李椁朴 (000G⒁ 2)李椁朴桥 基建款
1,800,000.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苏州校友会 (0006043)香 雪海园林景观 基建款
481,000,00

星 云

(0006∝ 4)中华文化研究院楼 (佛光

楼 )
基建款

10,500,000.00

众筹 (000S00D重 症基金
基 金

2,360,197,91
∶t嘛

茅家琦 (00080010)茅家琦学术基金 鞴髁酽
协 鑫 (000B002)协鑫奖助学基金 助学靶 常诌

众 筹 (000B003)助 学基金

~%诺
~G

助学金
3,603,865,51

众筹 (000g004)勤 △助学启动基金 助学金
L,娑30,000.00

深圳新鸿光 (0008005)深圳新鸿光奖教金 奖教金
60,000。 00

协鑫 (0008006)离退休基金
基 金

1,890,433 60

扬子巴斯铭 (0008007)拉 贝基金
基 金

308,870,47

徐新 (0008008)徐新犹太文化研究基金
基 金

960,850.10

潘中来 (0008009)潘 中来留本基金
基 金

4,000,000,00

杨休 (000S010)(杨休 )工 学院启动基金
基金

11,165,437,50

方铿 (0008011)方铿奖助学金 助学金
7,754,228,64

恒 瑞 (000B012)恒 瑞-和谐奖教,奖学金 奖学金
2,060,000,00

徐新 (000B013)犹 太文化 基金
2,470,762,50

张慕林、翁婵娟
(0008014)张 慕林翁婵娟教育奖助

基金 助学金
L,001,834,40

星云

(0008015)南 京大学中华义化研究

基金
基金

10,761,651,40

瑞华投资
(0008018)南 京大学瑞华教育奖励

基金
基金

6,000,000.00

光华基金会 (000g025)南 京大学人文基金
基金

L,756,914,59

银河投资
(0008026)南 大银河经济学发展基

金
基金

20,000,000,00

宜兴市政府 (000s027)宜 兴教授基金
基 金

9,533,333.36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一 
^
 

一

天楹文化 (000B028)天楹文化创新基金
基金

1,300,000.00

戴安/杰尔福特 格来

泽

(000B02gl戴 安/杰 尔福特.格 来泽

留本基金 基金
6,225,142.91

众筹 (00∞ O30)南大精英奖学金
奖学金 1,000∮ 000,00

众筹 (000g03D国 际交流专项基金 基襦
;邢

赵世良 (0008032)世 良基金 基鼯浊rJ 鼹
/
汪
`
川

王海啸等 (0O08033)亲情基金 基金
埚以戴逮廴弑 、∴

"H∞

李文成、金彩霞 (000sO35)李文成金彩霞助学金
助学金

200,000,00

众筹 (000g010)南大发展基金
基 金

2,000,00

竺稼 (0010001)陈嘉讲座教授 (竺稼 )
基 金

400,000,00

众 筹 (0012001)校园文化活动基金
基 金      |  2,000,000.00

众 筹 (0012002)南青公益活动基金
基 金

1,996,177,00

众筹 (0013001)110校 庆 出版
基金

215,762,00

协鑫 (100B002)协鑫奖学金
奖学金

2,446,368.41

鸿意地产 (II00001)民 生基金 (鸿 意地产)
基 金

2,220,000,00

江苏悦达 (1100002)登峰人才基金
基金

7,000,000,00

正普羊毛脂 (l lO0003)人 才创新创业基地
基金

1,000,000.00

顾国标
(1lO0004)顾 国标人才建设及奖励

金 奖励金
46,000,00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8200006)江 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基金
8,741,917,54

(9001032)名 校留学生奖学金利息
奖学金

196,666,63

(90⒅ 002)南大-理 大创韵i创 业留本

利息 基金
101,750,00

(9008004)勤 I助学启动基金利息

户 基金
228,800,00

(9008005)深 圳新鸿光奖教金利 息

户 奖教金
9,600,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900S006)离退休基金利息户
基金

302,469,36

(9008008)徐 新犹太文化研究基金

不刂̀冒
、户 基金

38,434.00

(9008009)潘 中来基金留本利息
基 金

320,000,00
l∶ |∷Ⅱ∷∵∵·Ⅱ'

(90⒅010)茅家琦学术基金利息户 擀菠宀
(900801D方 铿奖助学金留本利息 蝣金′玄i 屯

∷≡瓣甄

I

∷

i
亻

∷

γ
冫

 
‘
“

→
r
〓

(9008012)恒 瑞-和 谐奖教/奖 学金

利启、户

‘辶},9,

奖教/奖学金
329,600,00

(900B013)犹太文华利息户
利息

98,830.83

(90⒅014)张 慕林翁婵娟教育奖励

基金利息户 基 金
90,293,52

(9008026)银 河经济学发展基金利

`;::l、

基 金
l,466,666,6茌

(900s027)宜 兴教授基金留本利息
基金

682,666.66

124
(9008029)戴 安/杰 尔福特,格 来泽

利息 基 金
518,839,73

(90∞ 030)南大精英奖学金利启、
奖学金

103,333,31

(90∞ 032)世 良基金利息
基金

782,000,00

(900S033)亲情基金留本利息
基金

7,354,3钅

(9008035)金彩霞助学金留本利息
助学金

-11,000,00

(gO11001)民生基金利息
基 金

195,199,98

王诗云 (000100D王 诗云奖学金 奖学金
1,001,234 80

仁明 (0O01002)仁明奖学金
奖学金

40,000,00

132 沈祖粟 (0001004)沈祖桀奖学金 奖学金
14,000 00

黄景欣 (0001006)黄景欣语言义学奖
基金

14,000 00

胡小泊 (000200D胡 小石青年奖教金 奖教金
36,000,00

众筹 (0005001)艺 术硕士剧团
基 金

476,078 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众筹 (0005002)戏剧与影视评论杂志
基金

100,000∶ 00

胡小石 (0005003)胡小石图书基金
基金

30,000,00

吴泓 (0008001)吴泓奖学金 (留本)
奖学金

/攥J9积

黄侃

(0008002)黄 侃文学研究生奖学金

(留本)
奖善薯〖鸯矿

程干帆 (0008003)程千帆奖学金 奖学金

珉
\〈

鬻逮 Ⅱ鳓 涮

众筹 (8401001)文学院发展基金
基 金

165、 164,00

(9001001)王诗云奖助学金利息
奖学金

38,997,57

(900B001)吴泓奖学金留本利虑、 奖学金
44,600.00

(900gO02)黄 侃文学研究生奖学鑫

利息 奖学金
2,640,00

众筹 (000g001)史学发展基金
基金

2,000,000.00

146 (900B00D史 学发展基金利息
基金

137,666,69

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
(0001001)宏德奖学金 (宏德文化Hi

版基金会)
奖学金

60,000,00

圣凯 (0001002)普隐青年奖学金
奖学金

3,000,00

江苏新晨 (000200D新 晨奖教金 奖教金
70,000。 00

浙江鄞州升顺 (00∞002)华夏-升顺奖教金
奖教金

20,000.00

众筹

(000500D哲学系学科及人才培养

基金 基金
200,000,00

(900gOOD旭 日佛学利息
利息

320,000,00

国泰人寿 (0001005)国 泰人寿奖、助学金等 , 奖学金
100,000,00

吴中豪 (0001009)吴中豪国际交流奖学金 奖学金
78,720 00

洋河 (0002002)洋河商院奖教金 奖教金
200,000,00

常士杉 (0002003)常士杉奖教金
奖教金

200,000 00

汪苏紫金农商行
(000700D世 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年

^
基 金

300,000 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158 洪银兴 (0008001)银星杯基金
基 金

330,000,oo

杜厦 (00⒅002)杜厦教育奖励基金
基金 6,116,666,67

丶

`
曰
κ (00∞ oo3)银兴研究基金

基金
,∥亻if;甙 !I衤鲫r∞

o

顺源曙明 (00⒅004)曙 明奖学金 奖学翳刂
∶

`i' i^

∵∞轷絷讪
南大之友 (000S006)南大之友助学基金 助学鎏《廴辽艹谊

卢
”
∞

叶
婀

△
坤

〓

b
〓

`

丁 草 (00⒅ 007)丁 申爱心基金
基 金

1,000,000,00

(90010O6)陶兴伯奖学金利启、户
奖学金 215,721,60

(900B001)银星杯基金利息户
奖学金 13,200,00

(900B002)本t夏 教育奖励基金利息

户 奖学金 504,500,00

167 (90⒅ 003)银兴研究基金利息户
奖学金 82,685,28

(900s004)顺源曙明奖学金利息
奖学金 10,000.00

(9008006)南 大之友助学基金利息

户 助学金 16,000,00

170
(900S007)丁 缓之丁 卓爱心基金留

本利息 利息 3,000,00

L71 竟海 (0001001)竟海奖学奖教金
奖学金 233,022 66

王洁卿 (00⒅007)王 沽卿
基 金

l,008,272,54

范毓香 (00⒅022)范毓香基金会
基金

151,054,47

(9008007)王洁卿利息户
利

`自
、 161,323,60

175 (900gO22)范硫吞基金利息户
利 息

2在 ,168,72

南京大有汽车 (000200D法 语专业大有奖教金
基 金

120,000,00

海国 (000B001)海国基金
基金

1,500,000 00

(9008001)海 国基金留本利启、
利

`凵
、 120,000,00

中国电信 (0001001)中 国电信天翼 3G奖学金
奖学金

75,666,00

◇
‘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南大信管系 (00O8001)反哺基金 (留本 )

基金 62,696,22

国瑞信安 (0008002)国瑞信安奖学金
奖学金 30,000,oo

南大出版社 (000gO03)南大出版研究基金
基金 1,200,ooo,0o

∶′饣r。 △

张峰 (0012oo1)信 息管理学院社会实践 阝镳 琉
(90080o1)反哺基金利息户

利、忠、I|忄 i

~
·4
0

〓叩
河仁

(0005oo2)河 仁社会慈善学院学科

建设 基 金 2,000,000.0o

光线传媒 (0001oo1)光线传媒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oo

海辰药业有限公司)  |謦
箔:纤

海辰奖助学金 (海 辰药业

奖学金 8,000 oo

张大兵 (0001oo3)张大兵奖助学金
奖学金 419,500,oo

众筹
(0005ooD南 大政府管理学院学科

建设 基 金 500,000,oo

L90 |众筹
(0001001)T管 院在职丁程硕士奖

助学金 奖学金 132,056,42

瑞华 (0O05001)瑞华金融创新实验中心
基金 600,000,0o

戴文赛 (0008oo8)戴文赛奖学金
奖学金 161,078.oo

众筹 (11000o1)天 义与空间人才基金
基 金       |  19000,000,oo

校友众筹 (850100I)天文系校友基金    |基 金 119,422.00

(90∞ 0o8)戴文赛奖学奖利息户
奖学金 23,183,35

富士通 (0001001)富 士通南大软件奖学金
奖学金 164,000.oo

(0001002)IEEE微 软小学者奖学金
奖学金 270,00

众筹 (000500D计 算机系发展基金
基 金 151,64饣  00

李立聪 (000S01o)李立聪奖励基金
奖学金 158,876,oo

(90OBO10)李立聪奖励基金利息户
奖学金 25,420,16

兴业 (00010oD兴 业责任奖学金
奖学金 200,000 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笙达
(0001oo2)笙 达奖学金及声学贡献

奖 奖学金 120,000,00

声学歌尔 (0001003)声学歌尔奖学金
奖学金 133,334,0o

204 声学国光 (0001oo4)声学国光奖学金
奖学金 133,334.00

英飞凌 (00010o5)英飞凌奖学金
;∶章:氵

:蚤罴粤〖k000·

00

HORIBA scIENTIFIc
(000100G)HORIBA sCIENTIFIC奖

学

金

^
J
∵

″v鳜奖 Ⅱ酗⑾
207 瑞 声 (0001oo7)瑞声奖学金 奖学I〉d追廷巳I

声 学 (0001oo8)声学-大北欧奖学金
奖学金 66,667.oo

雨亭 (000SooD雨 亭医疗救助基金
基金 302,868,82

众筹 (8茌01ooD物理学院发展基金
基 金 1,500,00

光宝 (00o1oo2)光宝奖学金
奖学金 50,000,00

上海和氏璧 (0001oo3)和 氏璧奖学金
奖学金 30,000.0o

古田化工 (0001oo5)古 田化工奖学金
奖 学 金      |   55,000· 00

高济宇、戴安邦
(0003oo2)高 济宇 戴安邦院士助学

金 助学金 2,758,186,46

车头制药
(0005ooD南大化学生物与医药基

金 基 金 31,872,oo

蒋雯若 (000Boo1)蒋雯若奖助学金
助学金 250,000。 oo

戴安邦
(0008002)化 学实验优 秀奖 (戴安

邦 ) 奖学金 10钅 ,067,8o

218
(9003002)高 济宇戴安邦助学金留

本利息 助字金 120,127,46

2I9 ⒆00B0oD蒋 雯若奖励基金利息户
利 息 40,000。 00

220 (900S0o2)化学实验优秀奖利息户
利息 6,890,84

华东有色
(00010o1)华东有色奖 (助、教)学

金 奖学金 L,630,000,00

222 启航 (00010o3)启 航奖学金
奖学金 87,000.00

223 攀登 (0001004)攀登奖学金
奖学金 钅0,000,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22衽 梵思汀 (0001005)梵思汀奖学金、奖教金
奖学金 200,000,0o

225 潘龙泉 (000400D地 质博物馆及地质标本
基 金 6,008,820.57

地质系 80级
(0008001)地质系 80级奖学金 (留

本 ) 奖学金 745,000.oo

众 筹 (00∞ 002)大气系系庆纪念活动

228 众筹 (00∞001)大气发展基金 (留本 ) 馥扩 鞠
J
r
:

〓/

229 (90∞001)大气发展基金留本利息

￠ 
 
 
〓
一
〓
、

〓〓

∷
●

W

u
卜

沪

〓一
 
\

"
泓一本

叶
鸲点二

230 罗 氏 (00010o1)罗 氏诊断奖学金
奖学金 90,000,oo

郑集 (00080oI)郑集助学金 (留本 )
助学金 355,503,66

周俊卿       |(o∞ 8002)周俊卿助学基金
助学金 80,000,00

233 (900B00D郑 集助学金利息户   |助 学金 19,512,52

(900B0o2)周俊卿助学金利息户
助学金 4,800,00

江苏土地勘测规划院 (0001ooD地 平线+地科学奖学金 *+# I 300,000.00

曹桂发 (0008001)桂发励志基金
基 金

75,318,80

校友 (0008009)校友地理学奖学基金
奖学金 278,036,15

238
(90080o9)校 友地理学奖学金利息

户 奖学金 44,在 85.80

刘斌 (000B00D刘 斌贫困助学基金
助学金 97,858,99

众筹 (00∞001)电子系学生活动
基 金

25,000,00

(9008001)刘 斌 贫困助学基金利息

户 助学金 15,646.24

众筹
(0001004)南 京地埋与湖泊研究奖

学金 奖学金 50,000,00

众筹 (0002001)奖教 奖管金
奖教金 600,000,00

244 江达 d丁政圆 (00∞003)奖教金 (汪达巾政圆)

奖教金 250,000 00

常 环 (0002005)常环奖教金
奖教金 100,000,00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246 84级毕业生 (00∞oo6)泓 级毕业生奖教金
奖教金 39,000,00

247 格锐 (0002007)格锐奖励基金
基金 100,000,00

248
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

团

(000300D饯 盘生助学金 (金 山环

保 ) 助学金 50,000,0o

众筹
(00⒅00D创 新人才基金 (环 境学

院 ) 基‰叫箱 粝
胍 00

全新 (00∞002)南京大学全新教育基金 毫鳘鲞y∷讯’
′
躞ψ

(9008002)南 京大学全新教育基金

利息户 釉 娣茂

252 海力士 (00∞001)海力士 恒忆半导体
基 金

250,000,oo

众筹 (002001)医 学院奖教金
奖教金 320,000,00

254 众筹 (8钅01001)匡 亚明学院发展基金
基金

1,300,000,00

255 |众 筹 (000500D学 术研l,l会
基 金

160,548,00

无锡校友 (0003002)尢锡校友助学金
助 学 金      |   ⒛ 9000· 00

校友众筹
(000B002)南京校友联谊会基金 (非

留本 ) 基金 33,000,00

校友众筹 (00⒅ 011)校友基金 (留本 )
基金

2,971,783,80

259 上海校友 (0009002)卜海校友创业奖
基 金

60,000.00

泰州校友 (010000D泰 州校友奖助学金
助学金 40,000,00

(9008011)校友基金利息户
基金

455,858.36

金桐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0001001)金 桐石油化I有 限公司

奖学金 奖学金 188,333,35

众筹 (0007001)会 议
基 金

256,292 78

航利集团 (000B012)航科集团科技基金
基金

1,596,614 70

新鸿光教育 (0008013)新鸿光教育发展基金
基金

1,000,000。 00

266
金桐石油化△有限公

司
(0008014)金桐石油化T有限公司

基金
5,000,000,00

顾毓秀 (000s015)顾毓秀基金
基 金

41,269,64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268
(9008012)航 科集团科技基金利息

户 基金 255,458.36

269
(9008013)新 鸿光教育发展基金利

息户 基金 160,000.00

270
(9008014)金 桐石化科教发展基金

利息户 基金 800,000,00

lg00g015)顾毓秀基金利息户

飘
⒋阢⒉夕

272 浦 园 (000B016)浦园奖助学金 撼
Γ
热
队

鄂柳00

273 杨振宁 (000B017)杨振宁奖学金 驷 盹赢
李航涛、张景梅 (000sO18)李航涛,张景梅奖学金

奖学金 101,024.51

275 (9008016)浦园奖助学金利息户
助学金 10,756,80

276 杨振宁 (900S01zl杨振宁奖学金
奖学金 80,000,00

277

`誊苫

:01:)李 航

f张
景梅奖学金利

|奖筚金 16,163,9∷ 2

众筹 (0008o19)教务处辩论赛基金
基金

25,000,00

279
(900B019)教 务处辩论赛基金利息

户 基金
4,000,00

许继廉 (000B∞ 0)许继廉奖学金
奖学金 826,550,00

众筹 (000S02D研 究生就业奖励基金
奖学金 180,000,00

(900B∞ 0)许继廉奖学金利息户
奖学金

132,248,00

283
(900802D研 究生就业奖励基金利

息户 奖学金
28,800,00

众筹 (000GO0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楼 基建款
5,000,000,00

285 苏州政府 (000G003)化学化T学院楼 基建款
3,000,000,00

宗义 (0006025)宗义楼报告厅
基建款

3,000,000,00

287 众筹 (0006028)仙 林校区景观桥 基建款
300,000,00

288 众筹 lO006034)南大学生公寓楼 基建款
10,000,000,00

合  讠| 33亻 ,586,021,68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十二、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手、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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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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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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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其他事项。

上述 ⒛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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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基金会名称: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洪银兴

日期:2015年 5月 ⒛ 日

财务负责人:任利剑

日期 :2015年 5月 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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