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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贵州织金中山小学总收支情况： 

1、2011 年 4 月 25 日至 2012 年 1 月 4 日，中山小学共收到免费

鸡蛋捐款人民币 3201 元，免费午餐基金拨款人民币 166651 元，

刘研等探访费用人民币 50 元，合计人民币 169902 元； 

2、2011 年 4 月至 2012 年 1 月 4 日，中山小学免费鸡蛋和免费

午餐共发生支出人民币 119945.02 元，其中免费午餐厨房用品购

置支出：11410.5 元(是以网友“活着 VS 死去”代中山小学制作

的资产清单为基准的)，食材支出,人工费，煤费，木柴费，电费

共计 108534.52 元； 

3、总收支余额（2011 年 4 月 25 日至 2012 年 1 月 4 日）：49956.98

元(总收入 169902 减总支出 119945.02 等于 49956.98 元)。 

4、注：因中山小学鄢林校长至今天也找不到 2011 年 6 月支出的

煤费，木柴费，电费的原始记录，所以在当月支出和总支出中也

没有 2011 年 6 月煤费，木柴费，电费的支出。 

第二：免费午餐计划稽核组余额调节说明及调节余额

原始依据（扫描原始依据图片） 

1、 免费午餐计划稽核组余额 54606.18 元； 

(1)加：多计入的购置厨房用品的费用 1079.5 元，{正确数据是

11410.5 元，稽核组计入的是 12490 元 ( 稽核组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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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29--2011.6.8 合计数)，所以多作支出 1079.5 元，应当在余

额中加入此差数}，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扫描图片免

费午餐厨房用品购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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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6 月份鄢老师又补购置的零星厨房费用：25.65 元，及 6

月人工工资费用 2100 元，共计 2125.65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

说明如下图：（扫描图片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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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9 月份人工工资及煤，木柴，电费支出共计：3213.05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扫描原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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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减：10 月份少记支出的运费 180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

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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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减：12 月份少记支出运费 210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

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64 页） 

 

2、根据以上对免费午餐计划稽核组余额的调节后最后数据

为： 54606.18+1079.5-25.65-2100-3213.05-180-210=49956.98

元，与正确的总收入减总支出的余额 49956.98 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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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贵州织金中山小学余额调节说明及调节余额原

始依据（扫描原始依据图片） 

1、贵州织金中山小学余额：31570.94 元 

(1) 贵州织金中山小学余额：31570.94 元,与免费午餐计划稽核组

审查余额 31570.74 元相差 0.2 元,主要是因原始依据不太明了造

成的: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扫描图片第 64 页） 

 

 7



(2)、加:2011 年 11 月份算账时重复减支的 11 月份的食材支

出:18282.26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37-48 页,我选第 37,38,47.48 页，具体的请看原始依据扫描图片） 

 

上图片显示:每天都用上一天总余额减去当天食材购置支出：上

月余额 12152.66-788当天食材支出(11月 1 日)=11364.66元-706.6

元(11 月 2 日支出)=10658.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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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片显示:每天都用上一天总余额减去当天食材购置支出：

10658.06 元-791-525=9342.06—882.3=8459.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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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片显示:到 11 月 30 日总余额应当为 8019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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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片显示:到 11 月底正确的余额; 

第一种计算方法:应当为每天减去食材支出后的到 11 月 30 号的总余

额 80190.4 元，减去 11 月的煤费.715 元,减去木柴费 264 元减去电费

34.65 元，减去厨房工人工资 4000 元,减去运费 205 元，等于 74971.7

元;算式 80190.4-715-264-34.65-4000-205=74971.7 

第二种计算方法:上月余额 12152.66 元,加 11 月收入免费午餐基金拨

款 86270 元，加刘研等探访费 50 元,减 11 月食材总支出数,18282.26,

减 11 月的煤费.715 元,减木柴费 264 元,减电费 34.65 元,减工人工资 4000 元,减运

费 205 元 , 等 于 74971.75 元 , 算

为:12152.66+86270+50-18282.26-715-264-34.65-4000-205=749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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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鄢老师误将每天减去食材支出后的到 11 月 30 号的总余额

80190.4 元再重复减去 11 月总支出数 23500.19 元(当月食材购置支出

总数 18282.26 元+煤费.715 元+木柴费 264 元+电费 34.65 元 +厨房工

人 工 资 4000 元 + 运 费 205 元 , 算 式 为

18282.26+715+264+34.65+4000+205=23500.19)如上图片显示:80190.4

元-23500.91元=56689.49元:然后到 12月底算总账的时间用的 11月余

额就是错误的余额数据 80190.4 元-23500.91 元=56689.49 元,如下图片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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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2011.6.22 多支出的 120 元,因合计数应当为 735,鄢老师合计

数为 855元,多重算了白菜的 120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

图: （扫描图片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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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减:2011.6.29少记支出 2元:因少记其他佐料 2元,合计数应当为

248 元,鄢老师合计数为 246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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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减:2011.8.31 少支出的 0.8 元,因合计数应当为 746.8 元,鄢老师

合计数为 746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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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2011.9.13多支出的 0.4元,因合计数为 715.25元,鄢老师合计

数为 715.65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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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2011.9.16 多支出的 7 元:因合计数应当是 749.7 元,鄢老师合

计数 756.7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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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2011.9.22 多支出的 10.4 元,因合计数应当是 790.5,鄢老师合

计是 800.9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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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2011.9.30 多支出的 4.8 元,合计数应当是 855.6,鄢老师合计

是:860.4,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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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2011.10.25 多支出的 10.5 元,因合计应当是 739 元,鄢老师

合计是 749.5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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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加:2011.11.16 多支出的 19.5 元,因合计数应当是 650.75 元,鄢

老师合计数 670.25 元,同时当天日期鄢老师也将 16 号错记为 18

号，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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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减:2011.12.1 少记支出的 2 元,因合计数应是 727,鄢老师合计

是 725, 减 2011.12.2 少记支出 2 元,因合计数应是 919.2,鄢老师合

计数是 917.2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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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加;2011.12.13 多记支出的 105 元,因合计数应为 619.8 元,鄢老

师合计数 724.8(重复记账白菜的 105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

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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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减:2011.5.29-6.8 购置厨房用品少记支出:127.5 元，因合计数

应为 11410.5 元，鄢老师合计数:11283 元，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

明 如 下 图 : （ 扫 描 图 片 第 11 页 ）

 

(15)减:2011.6 月底算账累计当月支出少记 0.65 元,因当月总支出

数应当 29177.05 元(15768.4+2125.65+11283=29177.05),鄢老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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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是 29176.4,所以当月收支余额应当是 51203.95 元,鄢老师余额

却是 51204.6 元,相差 0.65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购置清单和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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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6)加:2011.9 月底算账时少记收支余额 0.68 元，因正确的余额应

是:55.59 元(免费鸡蛋测试余额)，鄢老师余额却是 54.91 元, 扫描

原 始 依 据 图 片 说 明 如 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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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加:2011.9 月底算账时多记支出 0.45 元,因正确的数据是

3213.05(552+230+31.05+2400=3213.05),鄢老师计为:321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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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减:2011.10 底算账时少记当月支出 40 元,因正确的当月食材

购置总计数为:14664.8 元(以鄢老师每天的合计数打出来的合计

数),鄢老师合计数为:14624.8 元, 扫描原始依据图片说明如下图: 

（扫描图片第 35 页） 

 

2、根据以上对贵州织金中山小学余额的调节后最后数据为： 

31570.94+18282.26+120-2-0.8+0.4+7+10.4+4.8+10.5+19.5-2-2+10

5-127.5-0.65+0.68+0.45-40=49956.98 元 , 与正确的收支余额

49956.98 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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