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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战略规划 

 

健全的财务管理是稳固组织的另⼀块积⽊，财务管理的第⼀步则是计划机构

整体的开支。它有助于消除机构潜在风险，避免腐败和管理失误的现象，确

保机构的员⼯和志愿者能清晰地了解资⾦的来源和去向，⽽且，⼀个透明公

开的预算能获得资助⽅和组织所服务的社群的信任。 

 

制订预算可以被看作战略规划的收尾步骤。在亚洲促进会，我们通常在做完年度战

略规划之后才完成预算，因为战略规划有助于我们列出今年要做的活动以及每项活

动涉及的开支。 

预算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完成，本章将重点介绍两个层面：机构的“整体预算”和单独

的“项目预算”，后者则是整体预算的组成部分（更多内容请见后⽂）。 

 

在了解制作预算的细节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制作预算的过程，即谁应该参与其中，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以及预算制作后会面临的挑战。 

 

预算与参与 

在之前章节我们讨论了⼀个理念，就是“⼈权从机构内部开始”，在改变社会之前，

我们必须在自⼰的机构内部做出改变的表率。⽽机构起草及分享预算的⽅式则是这

个理念中很重要的部分。 

 

如何制作预算 

          非营利组织⽣存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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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是亚洲促进会的核⼼价值，也是推动机构全体成员达到融合和有意义参与的

关键，组织预算应当对员⼯保持透明和公开，他们不仅需要了解组织的财务情况，

还需要主动帮助监督资⾦用途是否正确。在⼀些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年度预算及任

何有关该预算的变更都需要由其董事会批准。 

 

非营利组织为了开展⼯作⽽接受捐款，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保管好这些资⾦，确保

将其用于预期目的。维护组织内部的预算透明涉及到三个关键的概念： 

 

公开：向理事会成员和所有员⼯公开预算，这样他们就能了解机构的财政状况，也

能协助监督资⾦的合理使用。 

 

明晰：制订清楚的预算，机构内部和外部的⼈都能看懂的预算很重要。即使对您⼯

作了解甚少的门外汉也应该能快速理解。透明的预算应当⾄少包括下面三个数据列

：开支、计算公式、资⾦需求。制定清楚的预算应该显示每⼀项花费是如何计算出

来的。在您制定预算的时候，要询问自⼰：机构外部⼈员在看我们的预算时，是否

能够理解每⼀项花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现实：预算的计算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并扎根于过去的经验或研究。在制作预算时，

请注意过去的支出规律。例如，如果您在过去两年中每年花费 500 美元在办公用品

上，如果您的组织或项目没有重⼤变化，那么这就是⼀个符合实际的预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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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预算的挑战 

 

预算对于每个机构的管理来说都是关键，它基于机构的战略规划和项目时间表，是

寻找活动所需资源的线路图。⼀旦筹集开展项目的资源，预算可帮助机构跟踪开销

，并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您的计划进⾏调整。 

 

如果各⽅对预算的理解不⼀致， 团队之间或者

机构和资助⽅之间会产⽣误会。 在机构实际的

预算管理中，会遇到来自各⽅面的挑战，比如： 

• 项目资助⽅和托管⽅对预算的要求和

机构现有的制度有冲突？ 

• 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怎么办？ 

• 如何跟踪开销？ 

• 实际开销超过预算时怎么办？ 

• 您如何评估机构的实际支出？ 

• 制定预算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哪些因素？（如何预测未来的预算？） 

• 预算是否考虑到风险应对的费用？ 

• 预算是否包括监测、评估与报告的费用？ 

• 预算是否包含能⼒建设的费用？ 

• 预算中是否包括报价依据？ 

• 预算与估算的不同？ 

 

 

  

在制定预算之前，我们建议您

集思⼴益，并分享您和同事分

享制作预算中遇到的问题，并

考虑如何作为⼀个团队克服这

些问题，以及您这次有哪些要

改进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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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预算与项目预算 

 

整体预算：机构整体预算评估并试图预测您所在机构的所有费用（通常为⼀年）。

它指整个组织的全面预算，涵盖组织所做的所有事情，因此会包括⾏政支出，如⼈

员⼯资、办公室租⾦、⽔电费用，同时也包括特定项目的开支。它由⼀个或多个项

目级别的预算以及其他不属于项目，但在不同项目之间分摊的成本构成。 

 

项目预算：针对组织中某项特定项目的。当您申请资⾦时，资助⽅通常会要求看项

目预算。⼀些资助⽅同时还会要求看到组织的整体预算。因为整体预算可能会非常

庞⼤（特别是当您组织在成长的时候），所以有时最好还要制作独立的项目预算，

定期处理。项目预算也有助于预算管理：如果不同的⼯作⼈员管理不同项目的支出

，这有助于明确分开责任和资⾦ 

 

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分别制定这两种预算。 

 

制定预算步骤 

 

建立电⼦数据表(excel) 

 

⼀旦您完成战略规划（更多信息请见《如何 

建立战略计划》及《模板-逻辑模型》），就

可以填写机构的预算了，把所有⾏动即来年

所有活动填⼊“项目花费”。这些花费应该和

战略计划中的⾏动与时间表⼀致。我们建议

您在创建预算时使用下列的数列： 

虽然您可以使用传统的⽅式来制

作预算，如纸和笔，但是我们建

议您使用电 脑软件（如微软的

excel 表格），⼀来更有助于整理

信息，⼆来 excel 自带计算功能

可以防⽌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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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开支款项: 在单独的⾏中列出每个需要花费的项目； 

þ 计算公式或单位成本: 解释您如何计算每项花费的； 

þ 资⾦需求: 该项目需要花费的⾦额； 

 

在⼀个简单的预算中，您的预算应⾄少包括这些： 

 

开支款项 计算公式 资⾦需求 

房租 $300/月 x 12 月 $ 3,600 

办公用品 $60/月 x 12 月 $ 720 

 

另外⼀种做法，也是更准确的做法，是将“计算公式”列分成两列，这样在每列当

中就只有⼀个数字。使用这种⽅法取代“计算公式”列，您需要⼀列“数量”和⼀列

“单价”。下表是⼀个例⼦： 

 

开支款项    数量   单价 资⾦需求 

房租 12 月 $ 300/月 $ 3,600 

办公开支 12 月 $ 60/月 $ 720 

 

⽆论您使用哪⼀个⽅式，重要的是准确地列出每个成本的由来。具体的计算非常重

要，例如，如果您每月支付租⾦，需要知道您每个月支付多少，以及您⼀共需要多

少。在上面的例⼦中，“计算公式”⼀栏表示 “12 个月 x $300 /月”，因此我们预算的

租⾦总额则为 3600 美元。 

 

如果您知道办公室续约时租⾦会上涨怎么办？或者您需要搬到更⼤的办公室？预算

中则需要反映出预计的变化，⽽不是将您的⼀年中的所有 12 个月保持在⼀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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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它们分成两⾏。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您是制定⼀年的预算，要涵盖所有

12 个月的开支， 但不包括⼀年之外的其他月份！ 

 

开支款项 数量 单价 资⾦需求 

房租 3 个月 $ 300/ month $ 900 

房租 (新租⾦或者新办公室) 9 个月 $ 400/ month $ 3,600 

 

有时，您的支出可能不会每个月都⼀样，但您可能有历史经验来帮助您计划。如果

您去年花了⼤约 720 美元在办公用品上，那么做预算时可以把这个开支平均分配在

⼗⼆个月中，例如，在上述的例⼦中，“计算公式”⼀列是“60 美元/月 x 12 个月”。

这样，如果发现计算不正确或情况发⽣了变化，计算公式可以让您更容易记住和更

新数字。对于管理预算的⼈或可能审阅您预算的资助⽅来说，这也清楚说明了我们

如何算出每笔数额的。 

 

我们之所以需要在⼀章开头花时间梳理这些细节，是因为机构当下估计的花费

在后期可能会出现变化。您需要用最简单的⽅法回忆当时这些数字是如何得出

的，避免每次看预算表时都要重新计算，更避免了每次都用类似的问题去打扰

您的同事：“我们当时到底为啥酒店住宿只算了 1000 元？”如果预算表在⼀开始

就⾜够详细，您可以很容易知道当时自⼰是怎么想的。 

 

对于每项花费，您应当花时间打个草稿，研究⼀下⾦额最可能是多少，或者回

顾下以前的开支。这意味着您可能需要给别⼈打电话并且在⽹上做⼀些搜索。

预算里的单价可能会根据您的活动或市场成本的变化⽽逐年变化，因此如果您

要借鉴去年的数字，请考虑今年活动是否有不⼀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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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计划⼀个会议或⼯作坊，以下开支可能是您需要考虑进来的。请记

住在每个类别中应该包括员⼯的花费。 

 

参会者差旅：估计机票费用。在“计算公式”列，填⼊ [预计机票价格 x ⼈数]。 

 

地面交通：每个参会者可能需要乘坐出租车进出机场，特别是当机场地点较远。在

“计算公式”列，填⼈[单⼈补助 x ⼈数]。您可以根据每个⼈的实际花费报销交通费

，但是您也可以告诉每个参会者地面交通补助的具体⾦额，然后按照统⼀⾦额支付

他们。 

住宿: 估算⼀间酒店房间的单晚住宿费用，以及每个房间会住多少⼈，然后在“计算

公式”列填⼊[每晚每间房费 x 房间数 x 住宿天数]。如果您不知道酒店的价格,那就

上⽹查询或给⼀些酒店打电话询价。如果您的会议是早上开始，⼀些参会者可能需

要提前⼀天到达。如果参会者住宿的时间比您预算中所安排的时间长，他们就需要

自⼰支付超额的住宿费用。 

差旅津贴: 每个为项目出差的⼈都应当获得差旅津贴，⽽且是由于项目⼯作所产⽣

的费用，如餐饮、饮用⽔、互联⽹及出租车等费用补贴。组织最好有支付差旅津贴

标准的具体政策，并且保证⼤家都根据同样的报销政策来报销。在亚洲促进会， 

我们根据不同城市的消费⽔平把补贴分成了三个等级，比如在香港、 新加坡等比

较昂贵的城市，我们发放第⼀级(最多的)补贴;在纽约等城市发放第⼆ 级(居中的)补

贴;在中国⼤陆的所有城市发放第三级(最低的)补贴。机构可以根据自⼰的实际情况

对差旅津贴标准进⾏分级。当有了相关政策后，在“计算公式”列当中填⼈[⾦额 x 

参与该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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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可能需要包括的费用  

 

                 ⼀定不要包含的费用 

如果您要举办会议或⼯作坊: þ 杂费或不清楚的费用 

þ expenses þ 签证 

     

þ 会议室 
þ 团队用餐 
þ 茶歇 
þ 投影仪 
þ 翻译 

如果您在做⼀份研究报告：  

: 
þ 设计和排版 

þ 编辑 

þ 翻译(草稿和定稿) 

þ 印刷 

þ 运输/投递(给资助⽅、支持者等) 

 

  
 

筹资 

 

预算完成以后，接下来很重要的⼀步便是决定如何为您所计划的活动来筹资。⽽这

份预算可能包括目前现有的资⾦、资助⽅承诺或者已经拨付的资⾦以及目前您正在

提交项目计划申请的资⾦。您可以在预算表的右栏添加⼀栏来记录这些资⾦来源。 

拿亚洲促进会来说，我们在全面预算中包括了已筹得的资⾦。除此以外，还有⼀竖

列列出了我们正在在申请的资⾦，我们使用斜体字提示自⼰这些资⾦来源还没有确

认。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个项目向多⽅申请资助，我们可以知道还有哪些科目

的资⾦还不⾜，并且也可以避免某个科目申请的资⾦超出所需。⼀旦资⾦申请通过，

我们会根据资助⽅的要求对预算做出变更，斜体字也就会变成普通字体，这样我们

可以看到总的可花费资⾦。每笔支出我们都会核对预算表。 

 

这些费用不仅不能出现在预算中，最好

根本不要出现在机构的整个管理系统

中。 

	项目当中经常会出现不可预计的费用，
但是您应该在做预算的时候尽可能的细

致。资助方、会计和审计人员绝对不允

许有“杂费”这一科目，因为这预示潜

在欺骗的可能性。	

贿赂	
贿赂虽然在很多国家很常见，但是在

NGO里则属于不正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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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支款项 单位 单价 需要资⾦ 
资助⽅ A 提

供的资⾦ 
资⾦缺⼝ 

向资助⽅ B

申请的资⾦ 

租⾦ 12 月 $ 300/ 月 $ 3,600 $3,000 $600 $600 

办公用品 12 月 $ 60/ 月 $ 720 $600 $120 $120 

 

þ 已筹得资⾦：您可能会需要单独⼀栏来体现出已经筹集到的资⾦⾦额。 

þ 资⾦缺⼝：这个是您仍然需要筹集的资⾦⾦额。 

þ 申请⾦额：这⼀栏则可以体现您已经提交了项目申请但是还没得到答复的

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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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类别 

 

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把具体的花费类型分类会有助于您记得⼀年当中所有需要花钱

的项目。预算完成后，这些分类也可以帮助您跟踪具体花费，且有助于您清楚筹资

⽅向。 

 

⼤部分机构会制定“会计科目表”作为机构内部参考⽂件，主要是把所有花费总括分

类以后再做出明细分类，明细分类会更加明确机构的筹资需求。例如： 

 

费用类别：                                        员⼯费用 

明细分类 ⼯资 

 ⼯资税 

 福利（例如健康险） 

 

费用类别：                                        办公室花费 

明细分类 租⾦ 

 办公用品 

 清洁费用 

 

费用类别：                                       差旅费 

明细分类 机票费用 

 地面交通费用 

 住宿费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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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类别：                                        研讨会和培训花费 

明细分类 会议室租⾦ 

 会议资料 

 团队用餐 

 

费用类别：                                        健康服务 

明细分类 分发安全套  

 外展交通费 

 艾滋病病毒检测包 

 

会计科目表也会提升您的会计系统，帮助您根据类别来追踪您的具体花费。 

 

上⽹搜索⼀下国内 NGO 使用的简单的会计科目表。有很多表格都可以免费下载，

如果您使用的是电⼦版的会计系统，也可以事先下载⼀个电⼦版的会计科目表。建

议您也为自⼰的建构建立⼀个会计系统，具体程序及事宜请咨询当地会计，特别是

如何使用会计系统来撰写并且向政府部门提交财务报告。 

 

不包括在预算内的支出类别: 

 

制定预算的时候，有些内容也没必要包含在内，如： 

杂费：这样的花销不应该出现在您的预算里。虽然项目当中经常会出现不可预计的

费用，但是在做预算的时候您应该尽可能细致的列出每⼀样花费。 

贿赂费用：贿赂虽然在很多国家很常见，但是在 NGO 里贿赂则基本上属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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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直接花费和⾏政费用（间接费用）的区别是什么？ 

 

就像上面所列出的花费类别，很多机构都会把这些花费分为“项目直接花费”和“⾏

政花费”。 

 

项目直接花费：指的是这些开展项目活动所产⽣的费用，也就是战略规划里为了实

现愿景所开展的所有活动。这些花费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分摊，包括员⼯在每个

项目上所花费的时间、办公设备和资料、开展项目产⽣的差旅费以及为了开展活动

所租赁的活动场所。 

 

项目花费里最⼤的支出可能是员⼯成本。比如说，您需要聘用⼀名项目官员来运⾏

此项目。她的⼯资、健康保险以及其他福利也应该从项目直接花费的预算里出。如

果她的上级是项目总监，同时还需要管理其它项目，您就需要计算该总监每周平均

用于指导这位项目官员的时间。除去⼤型会议或者培训，可能⼀周只需要⼀天（8

小时），⽽⼀周的总⼯作时间是 40 个小时。您可以平均估算每周有⼗个小时，这

位项目总监在该项目上花了 25%的时间，因此在您的预算中应该保证她的⼯资、

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险的 25%由该项目负责。 

 

间接花费：也叫“⾏政费用”或者“管理费用”，是运⾏机构的费用，不能直接归于任

何项目的花费。经常是由机构所有项目共同分摊，也有可能不属于任何项目。 

 

这些花费经常会被算错，也就给整个项目预算带来了问题。另外，如果项目预算没

有算对的话也会给您的筹资⼯作带来挑战，特别是很多资助⽅会对间接花费/⾏政

费用/管理费用有特定的限额。 



 13 

任何为了运⾏项目⽽产⽣的花费都属于项目花费，所以在做预算的时候尽可能的把

所有相关的花费都做进去。 

⾏政费用可能包括非项目⼈员的时间及⼯资，如资料管理员和办公室助理，会计⼈

员、电话费、⽹费、办公室用品费用、办公场地租⾦、资料影音费用、技术⼈员费

用（非直接项目⼈员）等。 

另外，您可能也会有其他的非项目花费，如新项目的筹资费用。识别并理解⾏政费

用对筹资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在筹资的时候没有包括⾏政费用⽽且没有其他渠道筹

得这部分资⾦，这个对于项目开展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做出项目总预算以后开始筹资的时候，最好是把⾏政费用可以分摊到不同的项目

当中去。总体来说，您也需要根据具体需要把机构资源按照百分比来划分。 

项目预算汇总以后也就构成了总预算。假设我们有以下四个项目预算： 

项目 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的百分比 

项目 A $1,000 10% 

项目 B $2,500 25% 

项目 C $5,000 50% 

项目 D $1,500 15% 

总计 $1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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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项目预算百分比，我们可以把⾏政费用划分给不同的项目。项目 A 应

该覆盖 10%的⾏政费用，项目 B 应该覆盖 50%的⾏政费用，以此类推。 

 

这里是我们之前举例提到的部分花费： 

类别 花费 项 目 A 

(10%) 

项 目 B 

(25%) 

项 目 C 

(50%) 

项 目 D 

(15%) 

审计 $1000 $100 $250 $500 $150 

电话及⽹费 $100 $10 $25 $50 $15 

 

现在我们发给资助⽅的预算可能如下： 

项目 A： 

花费类别 计算公式 总额 

审计费用 $1000 x 10% $ 100 

电话及⽹费 $100 x 10% $ 10 

 

项目 B： 

            花费类别 计算公式 总额 

审计费用 $1000 x 25% $ 250 

电话及⽹费 $100 x 2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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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估计项目的⾏政资源百分比时，您应该估

计开展此项目会花掉机构多少的⾏政资源， 

这个也是为什么有战略规划后做预算比较容易

的原因！ 

 

那么像⼯作⼈员⼯资这样的⼤额的开支应该怎么办呢?如⾏政⼯作⼈员、经理、会

计、办公室助理以及机构负责⼈。您怎么把这些⼈的开支划分到项目预算当中去呢？ 

您可以这样做：根据个⼈在项目⼯作的⼯作时间来分摊（机构负责⼈⼀般占 10%，

除非她在项目执⾏层面需要很⼤程度的参与，那么这个数字则可以相应的上调）。 

 

项目预算示例 

 

开支 计算公式 需要资⾦ 慷慨基⾦会

提供的资⾦ 

向家庭基⾦会

申请的资⾦ 

资⾦缺⼝ 

⾏政开支      

执⾏董事

⼯资 

$50,000/月

xl0% 

$5,000 0 $5,000 0 

房租 12 月 x$500/月

=$6000x 25% 

$1,500 $500 $1, 000 0 

合计-⾏政

费用 

 $6,500 $500 $6,000 0 

 项目开支      

项目职员 $40,000/月

x100% 

$40,000 $5,000 $15,000 $20,000 

⼈员⼯资可以在⾏政费用和项

目费用里出现，但是相同的职

位只能出现⼀次。那您该如何

制定员⼯⼯资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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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翻译 $5,000 固定收

费 

$5,500 0  $5500 0 

报告设计 $1,000 固定收

费 

$1,000 $1,000 0 0 

报告打印 10 份 x$5/份 $5,000 0 $2,500 $2,500 

邮递费用 10 份 x$2/份 $2,000 0 $1, 000 $1,000 

合计- 

项目费用 

  

$53,500 

 

$6000 

 

$24，000 

 

$23,500 

总预算  $60,000 $6,500 $30,000 $23，500 

 

解析 

ü 示例清楚区分⾏政开支和项目开支。 

ü 它包括了已经得到的资⾦(来自慷慨基⾦会)和正在申请的资⾦(来自家庭

基⾦会)。向资助⽅展示已经有资助⽅在资助部分项目的做法是非常好的，

⽽且也向资助⽅说明了即使您不能筹集到所需的资⾦，您也会把项目开

展下去。 

ü 根据资⾦需求和资助⽅数据列的信息，资⾦缺⼝ 数据列显示了还需要继

续征募的资⾦数额。 

ü 没要列出贿⾦或杂项开支。 

ü 这份预算表中的⾏政费用只有$6500，⽽整个项目的花费是$60000，⾏政

费用没有超过 20%。 

ü 计算公式数据列清楚显示每⼀项开支的计算⽅法，包括员⼯投⼊项目的

⼯作时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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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略规划⼀样，预算也是⼀个不断更新变化的⽂件。您需要定期核对预算和实际

支出。您应当根据实际收到的资⾦数额来调整预算，并且时常向员⼯分享预算的最

新变化以保持透明度。  

 

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很多问题，但组织需要根据自⼰的机构的实际情况

来做相应的调整，比如:  

• ⽆法估算出来的费用? 

• 请重要的政府合作⽅吃晚饭? 

• 为参加培训的⼈准备小礼品?  

针对这些问题，机构或许已有既定的策略。有的机构会把⼀些必要的开支和项目联

系起来。在机构的财务管理中，有⼀项则是“非限定资⾦”，比如私⼈的捐款或者给

其他个⼈或团体提供服务所得收⼊等等，这部分资助在没有表明用处时，可以统统

纳⼊ “非限定资⾦”，如其名称所示，机构可以随意支配这部分资⾦，在必要时，

可用来支付其他资助⽅不愿意承担、但又万不得已的开支。  

 

 

 

 

请注意:当您将预算同项目申请书提交给资助⽅时，请提前调查并了解资助⽅

对项目预算的期望。事实上，每个资助⽅都有自⼰的预算格式。比较⼤的⼀

些的基⾦会和政府资助⽅总会让您以特定⽅式呈现开支，比如，他们有差旅

补贴和某些开支限额的规定。⼀些资助⽅甚⾄根本不支持某些特定的开支(比

如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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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整体预算 

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具体的项目预算；另⼀个预算则是机构整体预算，包括机构的

所有花费。机构整体预算包括多个项目预算以及全部⾏政费用。机构整体预算的制

定⽅法和项目预算的相似，下面是⼀个机构整体预算的示例。  

预算费用 计算公式 需求 
开放社会

基⾦会 

LSF 

基⾦会 

盖茨 

基⾦会 

资⾦

缺⼝ 

项目 A: 培训项目   

薪⽔ –  

项目经理 
16,000/年 16,000 4,000 4,000 4,000 4,000 

当地交通 
20/⼈/日 x 2 

日 x 10 ⼈ 
400 150 50 50 200 

房租 500/日 x 2 日 1,000 500 300 200 0 

打印教材  10 份 x 30/份 300 100 100 100 0 

茶点 50/日 x 2 日 100 100 0 0 0 

总计： 

项目 A  
17,800 4,850 4,450 4,350 4,200 

项目 B: 艾滋病外展与教育  

薪⽔ —项

目经理和

助理  

15,000/年 

12,000/年 
27,000 6,750 6,750 6,750 6,750 

顾问  3 月 x 800/月 2,400 600 600 6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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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交通 20/日 x 20 日 400 50 50 50 250 

印刷⼿册 300 份 x 1/份 300 150 150 0 0 

总计 ： 

项目 B  
30,100 7,550 7,550 7,400 7,600 

总计 ： 

项目花费  
47,900 12,400 12,000 11,750 11,820 

⾏政 

主任 薪⽔ 20,000/年 20,000 7,000 7,000 0 6,000 

会计 薪⽔ 12,000/年  12,000 3,000 4,000 0 5,000 

办公室 

租⾦ 

12 月 x 

870/月 
10,440 2,610 2,610 2,610 2,610 

邮费 
40/月 x  

12 月 
480 50 50 50 330 

电话和⽹

络服务 

12 月 x 

47.50/月 
570 150 150 120 150 

筹款顾问 
3 月 x 800/

月 
2,400 600 600 600 600 

年报印刷 250 x 1/份 250 125 125 0 0 

总计： 

⾏政花费  
46,140 13,535 14,535 3,380 14,690 

共计： 

预算费用  
94,040 25,935 26,535 15,130 26,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