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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   计   报   告  

 广众审字[2013]*******号 

 

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宜居广州生态

环境保护中心）财务报表，包括 2013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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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管理层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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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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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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3年度的业务活动和现金流量情况。 

 

附件：1．2013年 12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 

     2．2013年度业务活动表    

     3．2013年度现金流量表 

     4．会计报表附注 

 

温馨提示：1.本报告各页已加盖本所骑缝印防伪 

2.本所为广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自律公约签约单位 

广州众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名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名盖章):  

 

            中国·广州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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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会  计  报  表  附  注 

二○一三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一、企业简介 

广州市海珠区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由邓润甜、吕

安和罗建明共同出资组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在广州市海珠区

民政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粤穗海民证字第 040021 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注册资本 35,000.00 元。 

本公司主要的经营范围包括： 

（一）开展环境宣教，普及环保知识； 

（二）进行理论研究，提供环保咨询和服务； 

（三）运营生态项目，践行低碳生活。（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

开展的业务活动，必须在取得相关审批许可证后方能进行。 

二、重要会计政策 

1、会计制度 

本公司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年度 

本公司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原则，以实际成本为计价基础。 

4、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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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收入的确认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时作为营业收入的实现。 

6、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并按固定资产类别的原价、预计使用

年限及估计残值（原价的 5%）制定类别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年折旧率（％） 

房屋和建筑物 20 
4.75% 

机器设备 10 
9.50% 

运输设备 5 
19.00% 

电子设备 3 
31.67% 

其他设备 5 
19.00% 

7、税费 

  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  

增值税             税率为 3% 

营业税             税率为 5% 

城市维护建设税     税率为 7% 

教育费附加         费率为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费率为 2% 

堤围防护费         费率为 0.1% 

 

  8、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采用应付税款法。 

9、资产减值准备 

   本年度没有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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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报表重要项目说明 

(一) 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说明 

1.货币资金                  2013 年末余额 149,909.15 元 

类别 金额 

现金 23,999.07 

银行存款 125,910.08 

合    计： 149,909.15 

      

2.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 5,100.00元 

① 账龄分析： 

类    别 
期  初  数 期  末  数 

金额（元） 比例 坏账准备 金额（元） 比例 坏账准备 

一年以内 4,494.30 100%  5,100.00 100%  

一至二年       

二至三年       

三年以上       

合    计： 4,494.30 100%  5,100.00 100%  

 

② 其他应收账款余额的列示如下： 

欠款单位 金额（元） 备注 

代垫社保费 5,100.00  

   

   

 

 

3.其他应付账款               年末余额 22,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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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账款余额较大的列示如下： 

对方单位 金额 款项内容 

邓润甜 22,000.00 备用金 

 

4.应交税金                   年末余额 74.88元 

其中: 

税种 期末未交 

增值税  

营业税  

城建税  

企业所得税 74.88 

个人所得税  

房产税  

资源税  

土地使用税  

 

 

5. 非限定性净资产                年末余额 132,934.67     元 

       上年余额 -7,130.10   

       加:本年净利润 140,064.77   

       减:利润分配  

       减:其他  

       期末余额 132,9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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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润表有关项目说明 

1.主营业务收入                  本年发生额 485,595.01 元 

其中：  

类别 金额 

提供服务收入 109,819.81 

捐赠收入 375,775.20 

  

 

2. 业务活动成本                 本年发生额 52,769.65 元 

其中： 

类别 金额 

租金 16,000.00 

差旅费 4,812.00 

税金及附加 395.35 

ISC费用 13,106.20 

项目费用 17,835.10 

不合法票据 250.00 

交通费 371.00 

 

 

3.管理费用                     本年发生额 292,060.83 元 

其中：发生额较大的项目 

类别 金额 

租金水电费 19,962.51 

工资 207,100.00 

社保费 25,6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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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筹资费用                    本年发生额 699.76 元 

类别 金额 

利息收入 283.24 

银行手续费 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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