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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2020 年度办学情况专项说明  

 

根据《关于开展北京民办高等学校及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2020 年度办学状况检

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的要求，北京网络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本

学校）编制 2020 年度办学情况专项说明如下。本学校已进行了真实、充分的披露和分

析说明。 

一、 基本情况 

 

本学校成立于 2015 年。2016 年 2 月 5 日核发了北京市民政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登记证书》，证书号为：京民证字第 52110000MJ01582455。 

业务主管部门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 2015 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京政函[2015]148

号文件批准成立。并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证书号为 111010010001000 号。 

许可证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一致。 

（1）法定代表人：张西玲 

（2）开办资金：1500 万元 

（3）业务范围：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培训 

（4）住所：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下坡店村窦大路 12 号 

（5）举办者：北京国信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6）出资者、出资比例及出资方式：出资者，北京国信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100%，出资方式，货币，举办者已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积累结余 8

万元，合计 1508 万元。 

（7）组织机构：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8）董事会人员构成：董事会成员 7 人，监事会成员 2 人。 

（9）内设机构：党办、院办、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办、财务处、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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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处、校园管理处、保卫处、信息中心、基建办、疫情防控办公室。 

（10）本学校校长：张丹海 

（11）单位规模：现有学历生教学班 14 个，计划内在校学生 754 人。截至 20 年底，

另有培训生 484 人。现有教职工人数 105 人，其中专职教师 38 人，行政人员 30 人，后

勤人员 37 人，另有兼职教师 12 人。 

（12）财务管理机构及财务人员：本学校设置财务处，专职财务人员 3 人，其中:

财务主管 1 人，配备专职会计 1 人、出纳人员 1 人。分别为：财务主管（会计师）、会

计（助理会计师 1 名）。 

（13）全部开户银行和账户： 

基本账户：工商银行、银行账号：0200090309200054178 

一般账户：工商银行、银行账号：0200001619200312476（基建） 

学校开立的银行账号与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一致，账号和账户均正常。 

2019 年本学校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 

2015 年底建校，无社会评估等级。 

二、财务情况 

1、截止 2020 年资产、负债、净资产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1,228,273.51 元，其中货币资金 3,406,582.69 元；负

债合计 6,100,693.55 元，资产负债率 28.74%；净资产合计 15,127,579.96 元，其中：非限定

性净资产 15,080,566.56 元（其中注册开办资金 15,000,000 元、累计结余 80,566.56 元、投

入资金 0.00 元）、限定性净资产 47,013.40 元（其中：国家资助 0.00 元，发展基金形成

47,013.40 元，限定用途捐赠 0.00 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 15,127,579.96 元。比 2019 年增加-40,906.95 元，

年末净资产总额占开办资金的 100.85%。 

2、2020 年度收支管理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20 年度收入总额 16,830,190.56 元，支出总额 16,871,097.5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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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0 年度收入总额 16,830,190.56 元，其中： 

社会捐赠收入 88,166.40 元， 

会费收入 0.00 元， 

提供服务收入 16,742,024.16 元，主要为：政府购买服务 0.00 元、学费收入 9,654,577.00

元、住宿费收入 1,122,900.00 元、培训费收入 1,698,721.00 元、其他 4,265,826.16 元。 

其他收入中，其中：服务费收入 57,856.60 元,场地占用费 21,100.91 元,代扣宿舍费 

5,166.50 元,北卫取暖费 4,181,702.15 元。 

政府补助收入 0.00 元。 

投资收益 0.00 元，其中：对外理财收入 0.00 元；短期投资收入 0.00 元、长期股权投

资收入 0.00 元、长期债权投资收入 0.00 元。 

其他收入 0.00 元，其中：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 0.00 元、出租房屋收入 0.00 元、

存货盘盈 0.00 元、固定资产盘盈 0.00 元、固定资产处置净收入 0.00 元、无形资产处置净

收入 0.00 元。 

②2020 年度支出总额 16,871,097.51 元，其中： 

教学经费支出 5,023,346.86 元，主要为：实验、实习费 165,671.33 元、毕业设计、毕

业论文费 0.00 元、讲义资料费 587.24 元、教学差旅费 35,832.57 元、体育维持费 800.00

元、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费 377,981.17 元、教学研究费 9,067.49 元、教师培训费 1,000.00 元、

教师工资 4,432,407.06 元、教师酬金 0.00 元。 

本年度应付教职工工资 8,782,604.88 元，实际支付 8,782,604.88 元，应发未发 0.00 元。 

本年度应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1,473,376.78 元，实际缴纳 1,473,376.78 元，应缴未

缴 0.00 元。 

本年度应为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767,512.00 元，实际缴纳 767,512.00 元，应缴未缴

0.00 元。 

本年度支出物业费 2,173,837.75 元，取暖费 725,507.88 元 

（2）本年度未发现不合理的收入及支出、未发现违反规定取得收入、支出费用的

行为、未发现违反规定筹集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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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费情况 

①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备注 

学费 13,800.00 北京市发改委 

住宿费 2,800.00 北京市发改委 

培训费 35,800.00 培训入学协议书 

住宿费 3800.00 培训入学协议书 

学校对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已向市发改委备案并公示；本学校招生简

章中的收费项目、标准和备案表一致。学校对受培训者签订了培训入学协议书。 

将公示内容截图列入本说明中。 

 

②本学校按照向市发改委备案并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收费，无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现象。 

（4）票据使用情况： 

①提供服务收入为收取学费、培训费、住宿费，票据使用类型为：本学校自制机打

收据（税务每月只允许开 25 张发票。） 

②因为税务不允许多开发票，因此造成票据使用不规范，本学校收取的费用是每生

一票，各项收入均按规定开具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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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本学校本年度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其中限定性捐赠 0.00 元），无违反规定

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行为。 

接受、使用境内外捐赠情况： 

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 

时间 

接受捐赠 

数额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 未使用金额 

中国信息大学 
2020 年 01

月 06 日 
88,166.40 无 0.00 88,166.40 

说明接受捐赠款项目的完成情况：无 

（6）本年度政府补助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拨款单位 补助金额 用途（补助项目） 使用金额 

无    

无    

 

本学校本年度无接受和使用政府补助项目经费情况。 

（7）纳税情况： 

本年度实际纳税金额 850,343.82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应交 本期已交 期末数 

营业税     

附加税费 7,583.30 23,377.50 30,861.72 99.08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81,160.95 200,160.65 181,932.65 99,388.95 

增值税 75,833.08 544,461.14 637,549.45 -17,255.23 

房产税     

印花税     

车船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合计 164,577.33 767,999.29 850,343.82 82,232.80 

本学校享受减免税政策情况：学历生学费及住宿费减免税收。 

（8）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或《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2020 年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按照《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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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要求，设立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独立进行会计核算，按

要求编制会计报表。 

（9）国有资产、公办学院参与举办民办学院情况： 

2020年度本学校无国有资产、公办学院参与举办民办学院情况。 

3、筹措办学资金的渠道情况：  

 （1）只有举办者投入的资产，无其他资产，无需分别登记建账。 

（2）本学校无筹措办学资金。 

4、非营利性的体现： 

根据章程规定，本学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举办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 

（1）本年度没有从事营利性的业务活动。 

（2）本年度没有将本单位的积累用于分配。 

（3）本年度没有取得合理回报。 

（4）本年度有举办者大额借款。大额借款详细说明： 

本学校校舍属学院举办者国信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所有，举办者提供校舍为本学校

无偿使用。 

按照 2017 年 2 月 14 日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将北京卫生职业学院部分教学实训功

能周转到本学校，同时迁址过渡租赁本学校部分校舍并进行改造装修。因财政专项资金

至今部分未到位，启动改造装修工程资金均由国信大及本学校垫付。现垫付升级改造管

理费 2,001,000.00 元、垫付因升级改造校外房屋租赁费 69,840.00 元、搬迁费 298,500.00 等

一些费用。因支持政府工作，将部分校舍租于卫生职业学院使用而与八维提前解除合同

付赔偿费 5,000,000.00 元及一些后续费用。垫付资金及赔偿金正在审计中，财政资金到位，

立即归还。 

（5）提取发展基金及使用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本学校按照本年净资产

增加额的25%比例实际提取发展基金0.00元，应提取0.00元，实提取0.00元。本年度使用

发展基金0.00元，截止年末发展基金余额47,013.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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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管理情况： 

（1）本学校已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对所拥有的资产做到依法管理和使用。 

（2）本学校 2020 年度固定资产年末原值 28,777,171.92 元，累计折旧 22,820,194.98

元，年末净值 5,956,976.94 元，其中： 

2020 年度新增固定资产 23,202,393.76 元，其中：房屋和建筑物 0.00 元，其中：自用

房屋 0.00 元、租赁房屋 0.00 元、教学行政用房 0.00 元；一般设备 590,550.00 元，主要是

办公用电脑、打印机等；专用设备 17,208,424.54 元，其中教学仪器 17,208,424.54 元，主

要是交换机、流控设备、投影仪、电脑、仪器、服务器等；交通工具 0.00 元；文物文化

资产 1,809,139.84 元，其中图书资料 1,809,139.84 元；其他 3,594,279.38 元。添置、更新设

备所使用的资金来源渠道合法。 

固定资产产权归本学校所有 

本年度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完整、规范。是定期盘点。固定资产管理能做到对购置的

固定资产及时登记入账，并由专人负责管理，购入、报废的固定资产手续完备，本年度

购置的固定资产记入固定资产科目核算。经实地抽查盘点账实相符。 

（3）对外投资情况 

本学校本年度无对外投资情况。 

（4）无形资产年末余额为 0.00 元，  

6、会计报表中主要项目明细列示： 

（1） 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11,719,720.68 元 

主要债务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5,368,340.00  
垫付因升级改造校外房屋租 

赁费/信息大学转入款 

1 年以内
5,298,500.00 

3 年以上 

69,840.00 

信大普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35,458.48  垫付培训教育信息费 1 年以内 

升级改造工程款  2,001,000.00  
垫付为卫生职业学院升级改 

造管理费 

3 年以上 

 

北京安信瑞德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 
 264,550.00  房租 1 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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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友顺正达办公家具有

限公司 
 30,000.00  宿舍家具定金 2-3 年 

合计 11,699,348.48   

（2）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 144,993.20 元 

主要债务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用途 账龄 

院办备用金  75,989.99  备用金 

1-2 年 

52,001.92 元； 

2-3 年 

23,988.07 元 

潘树坤  30,000.00  招生公关费 1 年以内 

王艳霞  18,511.92  出差借款 1-2 年 

吕娇娇  11,532.00  出差借款 1-2 年 

朱海  5,000.00  出差借款 1-2 年 

合计 141,033.91     

（3）预付账款年末余额 0.00 元 

主要债务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权人或项目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4）长（短）期借款年末余额 0.00 元 

（5）应付账款年末余额 1,004,491.67 元 

主要债权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权人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北京杰诚投资有限公司  986,594.17  信息大学注销，往来款转入 1 年以内 

北京东审服务中心  50,000.00  审计费 1-2 年 

保定荣辉--垃圾箱  4,200.00  尾款 3 年以上 

北京冠博康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1,647.50  尾款 1 年以内 

北京当春科技有限公司  1,400.00  押金 1 年以内 

合计 1,043,8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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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应付款年末余额 5,013,969.08 元 

主要债权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权人或项目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培训生管理费  1,285,202.61  培训生代收代付款 

1 年以内 

29,262.00 

2-3 年 

1,255,940.61 

培训生预交费  855,880.00  学费预交部分 1-2 年 

学生奖助贷勤补免   422,028.85  学生奖助贷勤补免 1 年以内 

书店教材  421,743.21  书店教材余款 1-2 年 

教材预存款  365,717.72  教材代收代付款 1-2 年 

合计 3,350,572.39   

（7）预收账款年末余额 0.00 元 

主要债务人：（前五名）                                       单位：元 

债权人或项目名称 金额 款项性质和内容 账龄 

    

（8）固定资产年末余额 5,956,976.94 元 

单位：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其中：当年提

取折旧 
年末净值 

一、房屋和建筑物     

其中：自有房屋     

租赁房屋     

教学行政用房     

二、一般设备 777,287.50 638,695.95 38,898.68  138,591.55  

三、专用设备 18,465,388.18 14,145,058.93 926,705.24  4,320,329.25  

其中：教学仪器     -    

四、交通工具     -    

五、文物文化资产     -    

其中：图书资料 1,809,896.21 1,711,247.68 1,135.84  98,648.53  

六、其他 7,724,600.03 6,325,192.37 232,454.50  1,399,407.66  

合计  28,777,171.92   22,820,194.93    1,199,194.26   5,956,9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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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建工程年末余额 0.00 元 

三、审计结论和管理建议 

1、年度审计的总体评价 

 我们认为，北京网络职业学院财务报表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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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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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存在问题及管理建议 

   无。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附件： 

1、 固定资产增减变动情况表； 

2、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银行对账单； 

3、 固定资产中涉及房产的需提交学校房屋产权证明、土地使用证明等相关材料；

固定资产中涉及车辆的需提交学校车辆行驶本等相关材料； 

4、 学校重大借入款及借出款项的协议（或合同）； 

5、 办学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