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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本报告按2013年度终止时的实际情况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准确。

二、本报告书在网上填写完毕后，须经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加盖电子签章，依据《电子签名法》电子签章与

传统单位印章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年检报告书一经盖上电子签章，将视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看过并同意

年检报告书的内容。

三、2014年3月31日前，各社会组织完成《2013年年度检查报告书》的网上填报工作，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加盖电子签章后，由系统自动提交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基金会还应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递

交201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四、年检服务热线： 23111481、23111482、23111483，技术咨询电话：962200，电子签章受理点咨询电话：。



法定代表人声明 

谨此确认，本报告书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可予以信息公开（私人信息除外）。

2014年06月13日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业务主管单位：  上海市民政局

登记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证书有效期：   2018年06月07日

*凡证书有效期已过期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举办者情况：  个人举办

原始基金数额：   万元人民币400.00

原始基金来源：  个人出资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社会服务

“行业分类”根据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业务范围填写。如公益活动业务范围涉及多个行业的，应填写主要行业。

住所地址：   （邮编：  ）碧波路572弄115号3幢2层 201203

联系地址：
 

  （邮编：    碧波路572弄115号3幢2层 201203
                          所在地街道、镇：浦东新区张

）江高科技园区

*未办理住所变更手续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住所用房情况： 租赁

联系人： 朱秋霞 职务： 行政综合部总监 手机： 13564641532

电子邮件： zhuqiuxia@adream.org

联系电话： 021-60470338 单位传真： 021-60470338-802

是否举办网站：是 网站地址： www.adream.org

二、人员情况
（一）从业人员情况（从业人员中不含理事） 
           1、从业人员总数   人； 27
            其中，专职人员（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人， 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  人； 27 0
            企事业单位在职  人， 离退休返聘  人， 其他  人。0 0 0

            2、年龄结构：35岁以下   人， 36-50岁   人， 51-60岁  人， 60岁以上   人。24 3 0 0

            3、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   人， 大学本科及专科   人 0 20
                                      硕士及以上   人， 留下半年以上归国人7
员   人。0
            4、工作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   人， 0
                  从事岗位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人。0

            5、工作人员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人， 人大代表   人， 政协委员  人。0 0 0

            6、专、兼职人员中具有行政级别：省部级及以上   人， 厅局级   人， 处级  人。0 0 0

            7、志愿者数   ， 志愿劳动时间   小时。1024 124226

            “专职工作人员”是指以基金会工作为主要职业，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或直接从基金会领取报酬的人员，包括：在原单位保留人事关系，
           被委派或者受聘到基金会工作的人员；离退休返聘或者再就业的人员；社会招聘人员等。 
            “志愿者”是指本年度曾在基金会志愿劳动，不领取薪酬的人员。
           “志愿劳动时间”是指本年度志愿者为基金会志愿 劳动的累计时间。
（二）理事监事信息*
1.负责人总数  ，其中女性数  2 1

 *负责人总数指在基金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以上职务的人数
理事数  监事数 7 2
2.参政议政情况
理事监事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人、人大代表 人、政协委员 人； 0 0 0
理事监事中具有行政级别：省部级 人、厅局级 人、处级 人0 0 0

（三）法定代表人（理事长）情况

      姓名： 潘江雪  政治面貌： 群众  性别： 女

      文化程度： 硕士  身份证件： 身份证  证号： 110106197102155128



      离退休否： 否  电话： 021-60470338  专职/兼职： 专职

      工作单位： 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

   其他职务： 无

（四）秘书长情况

      姓名： 吴冲  政治面貌： 群众  性别： 男

      文化程度： 硕士 身份证件： 身份证  证号： 610102196912283517

      离退休否： 否 电话： 021-60470338  手机： 13917999063

      专职/兼职： 专职 工作单位：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其他职务： 无

（五）明细情况
1、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任职时间
本年度出席
理事会会议

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
的报酬(人民币元)

其他工作单位及职务

1 潘江雪 女 1971-02-15 理事长 2008-08-14 4 308735.00 无

2 吴 冲 男 1969-12-28 秘书长 2008-08-14 4 0.00 无

3 王吉绯 男 1969-01-31 理事 2008-08-14 4 0.00
北京资和信集团 董事长

兼总裁

4 刘 蔓 女 1964-04-15 理事 2008-08-14 4 0.0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销售交易部董事总经理

5 史俊明 男 1975-06-22 理事 2008-08-14 4 0.00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合伙人

6 方向明 男 1963-07-15 理事 2013-12-17 1 0.00
北京竞争力智库咨询有
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7 涂子沛 男 1973-05-30 理事 2013-12-17 1 0.00 自由作家

说明：上表按照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顺序填写，如有兼任情况，
如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填写兼任职务。
2、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任职时间
本年度出席
理事会会议

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取的津
贴(人民币元)

其他工作单位及职务

1 沈至诚 女 1951-12-09 2008-08-14 4 0.00
上海色织七厂原厂长，监

事长、党建联络员

2 陈劲 男 1968-06-21 2013-12-17 1 0.00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总裁

3、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潘江雪 群众 1971-02-15 硕士 秘书处基金会理事长

徐晶 群众 1982-08-08 本科 管理部理事长秘书

伍世燕 群众 1985-11-09 本科 品客部副总经理

韦玲 群众 1988-03-10 本科 管理部财务副总经理

朱秋霞 群众 1979-10-11 本科
行政部第三条业务线总

监

何嘉裕 中共党员 1989-11-01 本科 品客部市场主管

余涵娜 群众 1984-05-17 硕士 管理部副总经理

赵璐颖 群众 1988-02-02 本科 培训部培训专员

刘煜 群众 1989-10-26 本科 品客部IR专员

唐中堂 中共党员 1986-03-03 硕士 品客部IR专员

陆静雯 群众 1985-08-30 本科 行政部人事行政总经理

任姣姣 中共党员 1986-01-01 硕士 行政部人事专员

徐冲 群众 1986-08-08 本科 培训部培训主管

兰璇 中共党员 1985-11-01 硕士 培训部副总经理

蒋文慧 群众 1986-03-08 硕士 培训部培训主管

蒋俊 群众 1980-09-30 本科 培训部总经理

张霞 中共党员 1988-11-01 本科 培训部培训专员

孙宇驰 群众 1990-10-15 本科 培训部培训专员

谢鹏 群众 1984-11-23 本科 运营部总经理

蔡垂峰 群众 1984-01-01 本科 运营部日常运营主管

夏腾飞 群众 1990-11-01 本科 运营部IT系统运营主管

陈松 群众 1984-01-01 本科 运营部副总经理

张静 群众 1983-06-01 本科 运营部副总经理

何珂 群众 1978-04-02 硕士 运营部日常运营主管

周丹菁 群众 1978-09-01 本科 运营部IT系统运营专员



杨梅 群众 1988-06-14 本科 运营部项目主管

李卓 群众 1989-02-01 本科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75516.00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三、党建情况
（一） 从业人员中党员总数 ， 其中，专职工作人员中党员数 人。 * 5 5
             党组织关系在本社会组织的党员数 ， 本年度发展发展新党员 人。0 0

（二）党组织情况：

      1、党建形式： 

            党委 党组 党总支 党支部 临时支部      

            联合支部 党小组 联络员  党的工作小组 无    
      2、党组织隶属关系：       

            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  挂靠单位党组织  属地党组织        

            行业党组织  其他党组织 
      3、党组织负责人：       

            担任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  专职党务干部  其他人员  无 
      4、其他情况：       

            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但尚未建立  有党员但不符合建立党组织条件  无党员  
      *党建形式选“无”的单位填写问题4，其他单位填写问题2、3。

（三）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否

            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否

            基金会建立多层党组织的，“党建情况”中填写最高层党组织。

四、 涉外活动情况（下列具体情况请在总结中予以说明）

“涉外”指外国国家或者地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1、涉外合作项目   (无记录)

      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方名称

1 全球女性引导计划 2013-04-20 美国波士顿、纽约等几个城市
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财富》杂志最具影响力女性峰会、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

      3、参加国际组织情况   (无记录)



五、 信息公开情况

（一）2013年度向“上海社会组织”网报送信息  条， 其中被采用  条。 0 0
*注：可点击“网上办事大厅-信息上报”栏目，从中获知信息报送与采用条数（限2013年度）。

（二）是否举办刊物 是  否  

          举办刊物名称：    刊登日期 ：  是否公开发行： 是  否 2014-03-01

    基金会既有公开发行刊物，又有内部发行刊物的，填写“举办刊物情况”时，选取公开发行刊物。

（三）上年度年检工作报告摘要是否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是  否  
          刊登报刊名称：     刊登日期 ：中国社会报社会组织周刊 2013-08-04

（四）2013年度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是否收费

 第二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  否

（五）2013年度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2013-08-01 中国社会等级评估5A级基金会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

2013-10-24
福布斯“中国慈善基金榜”最透明基金会榜

首
福布斯（中国）

2013-05-08 GMIC 2013 最突出公益事业奖 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

（六）公布募捐公告

（公募基金会填写）

无

（七）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填写制度名称）

1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官方网站www.adream.org

2012-04-01
真爱梦想理事会结构与制度、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程
序、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

（八）公布收入和支出明细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官方网
站www.adream.org（一年公布四次季报及
一次年报 ）

2013-04-24

（九）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年度报告 2014-04-12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为关联方，发生交易金额
为1,896,473.16元

刊载媒体包含网络媒体，媒体名称写网站名称和网址



六、内部制度建设

机构管理 分支 ( 代表 ) 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行政专员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行政专员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27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27 养老保险  27 医疗保险  27
工伤保险  27 生育保险  27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  社会团体单位统一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电 话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朱敏 会计 021-68752433 有  无 中级会计师

王美华 出纳 021-68752433 有  无 中级会计师

赵德强 财务总监 021-68752433 有  无 注册会计师

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定包含在什么制度中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内控制度/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保值增值管理办法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内控制度/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保值增值管理办法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内控制度/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保值增值管理办法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内控制度/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保值增值管理办法



七、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1、本年度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发生变更 是否办理变更登记

名称 否 否

业务范围 否 否

住所 否 否

法定代表人 否 否

基金会类型 否 否

原始基金数额 否 否

宗旨 否 否

2、本年度章程修改情况 条款有修改，已登记备案

3、本年度会务情况
章程规定应当每年召开理事会（ 2）次， 
本年度实际召开（4 ）次。

 八、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机构、办事机构、经营性实体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指基金会按业务领域划分的分会，专业委员会等等，代表机构指基金会按照地域划分的分会、代表处、办事处等。“专项基金”是指捐赠单位或捐赠人以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为目的，在基金会的基本账户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按照捐赠方的意愿，专款专用，并遵守本办法管理的专项资金。实体机构指基金会投资占股的经营性实体机构。

分支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
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

的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
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

的
0 个

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总
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
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

的
0 个

办事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
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

的
0 个

实体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登记
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手续

的
0 个



1、分支机构情况（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无记录)

2、代表机构情况（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无记录)

3、专项基金情况

   (无记录)

4、办事机构情况（已办理备案手续的）

   (无记录)

5、实体机构情况

   (无记录)



九、财务情况

（一）资产及收支情况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元， 非限定性净资产 元。45929873.78 4419610.52 41510263.26

    本年度收入合计： 元60326002.92

    其中，1、捐赠收入： 元57524631.94

                2、提供服务收入： 元0.00

                3、商品销售输入： 元0.00

                4、政府补助（资助）收入： 元455000.00

                5、投资收益： 元2352572.58

                6、会费收入： 元0.00

                7、其他收入： 元-6201.60

    本年度费用合计： 元36349307.43

    其中，1、业务活动成本： 元， 其中公益事业支出： 元33905324.59 33905324.59

                2、管理费用： 元 （其中工资福利： 元 ，办公开支： 元 ，其1601094.27 1341402.08 167220.40
他： 元）92471.79

                3、筹资费用： 元819238.69

                4、其他费用： 元23649.88

    本年度净资产合计：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元， 非限定性净资产 元。69906569.27 12892766.81 57013802.46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本年度收入合计-本年度费用合计=本年度净资产合计）

（二）记账情况

1.人民币开户银行：  帐号：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121907497910505

2.外币币种：  开户银行：  帐号：美元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121907497932601

3.记账情况： 委托第三方记账

（三）财务报表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 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6049426.23 12452611.63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35283214.57 8008937.14 应付款项 62 2773428.31 2459719.96

应收款项 3 75185.80 402153.00 应付工资 63 290948.87 600696.05

预付账款 4 128254.60 1047262.00 应交税金 65 25893.26 59389.28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89446.56 136441.09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41625527.76 22047404.86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3090270.44 3119805.2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7328860.84 50919965.9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计 30 7328860.84 50919965.9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199678.65 248539.65      

减：累计折旧 32 133923.03 189535.85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65755.62 59003.8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3090270.44 3119805.2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65755.62 59003.8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41510263.26 57013802.46

受托代理资

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4419610.52 12892766.81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45929873.78 69906569.27

   　 　  　  　  　 　  　

资产总计 60 49020144.22 73026374.56
负债和净资产

合计
120 49020144.22 73026374.56



业 务 活 动 表
单位： 元

项目 行次

上年累计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 捐赠收入 1 5280003.31 40336410.24 45616413.55 5702177.48 51822454.46 57524631.94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 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00 255500.00 255500.00 0.00 455000.00 455000.00

投资收益 6 1414675.64 0.00 1414675.64 2352572.58 0.00 2352572.58

其他收入 9 8581.62 0.00 8581.62 -6201.60 0.00 -6201.60

收 入 合 计 11 6703260.57 40591910.24 47295170.81 8048548.46 52277454.46 60326002.92

二、费 用              

（一）业 务 活 动 成 本 12 27409421.72 0.00 27409421.72 33905324.59 0.00 33905324.59

其他:   梦想中心建设 13 21262225.23 0.00 21262225.23 23064235.14 0.00 23064235.14

  梦想中心运营 14 5324400.14 0.00 5324400.14 6709841.02 0.00 6709841.02

  梦想书屋 15 490563.75 0.00 490563.75 761041.03 0.00 761041.03

  其他 16 332232.60 0.00 332232.60 3370207.40 0.00 3370207.40

（二）管 理 费 用 21 1874100.71 0.00 1874100.71 1601094.27 0.00 1601094.27

（三）筹 资 费 用 24 178085.42 0.00 178085.42 819238.69 0.00 819238.69

（四）其 他 费 用 28 0.00 0.00 0.00 23649.88 0.00 23649.88

费 用 合 计 35 29461607.85 0.00 29461607.85 36349307.43 0.00 36349307.43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39574410.89 -39574410.89 0.00 43804298.17 -43804298.17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16816063.61 1017499.35 17833562.96 15503539.20 8473156.29 23976695.49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57524631.94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45500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6201.60

现金流入小计 13 57973430.34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3413973.81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2434138.33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884379.06

现金流出小计 23 36732491.2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1240939.1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217162276.4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8400.01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217170676.41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5426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231134931.4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231189191.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4018515.0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债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819238.69

现金流出小计 58 819238.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819238.6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6403185.40



十、公益活动情况

（一）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57524631.94  0.00  57524631.94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57524631.94  0.00  57524631.94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8309020.05  0.00  8309020.05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49215611.89  0.00  49215611.89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

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0.00 0.00 0.00

三、本年度受助人数共计（1290000）人  

“境外”指外国国家或者地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来自境外的捐赠”是指来自下列捐赠人的捐赠：境外人员，境外法人或
其他组织及其在内地设立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在内地登记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捐赠作为“来自境内的捐赠”。

（二）公益支出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45929873.78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3905324.5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2631108.39

行政办公支出 297132.19

其他支出 -484257.74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73.82%（综合两年81.33%， 综合三年86.82%）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8.06%（综合两年8.67%， 综合三年8.91%）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上年基金余额为上年末净资产。

财务报表附注（如对财务报表中的相关问题需进行阐述或说明，请填写此栏）：

1、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非公募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的正式批文为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沪民社登[2014]0042号文件。因此特补充以下说明：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13年度公益事业支出33905324.59元，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45929873.78元，2013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比例为73.82%。 2、2013年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中，有1327146.31元的项目人员薪酬支出，这部分支出同时计入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成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
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因此在“（二）公益支出情况表”中，“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重复计算了1327146.31元。我基金会的“其他支出”应为842888.57元，现为使得“本年度总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支出总数一致，因此在“其他支出”中做了重复项抵扣，842888.57-1327146.31=-484257.74元。 以上特作说明。



（三）一个或两个指标比例未达标的原因说明

基金会公益支出比例如因上年度总收入中限定性收入的影响而未达到条例的要求，
可在公益支出情况中加以说明。如公益支出比例已达到条例的要求，可不填写。

1.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单位：人民币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人民币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业务活动成本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成本，因此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大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
2.其他原因：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从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非公募基金会。转为公募基金会的正式批文为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沪民社登[2014]0042号文件。因此特补上以下说明：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13年度公益事业支出33905324.59元，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45929873.78元，2013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比例为73.82%。

（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本年度累计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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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中国银地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4330554.00 0.00
4310554元用于梦想中心建设（
限定），20000元未限定用途（
非限定）

苏宁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

3000000.00 0.00 用于梦想中心建设（限定）

说明：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五）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共开展了（6）项公益活动，年度受助人数（1290000）人，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本年度收入项目本年度支出项目介绍

梦想中心 46918875.62 23064235.14 梦想中心，是一个设计独特、分布在各个偏远地区学校中的标准化多媒体教室。基本配置为：图书1300册、彩色可移动桌椅若干、联网Pad若干、投影仪一台、500G移动硬盘。孩子们在充满现代感和活跃气氛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开阔视野，更可以产生对知识的尊重，享受学习的乐趣。

梦想书屋 431378.84 761041.03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联合社会各界在现有梦想中心学校网络周边开展梦想书屋计划，将在中心大城市学校募集到的二手图书进行分拣、包装、编码，为学校提供1000册二手图书及其他硬件设施，学校可将图书馆藏、借阅数据通过互联网上传到基金会管理端数据库。

梦想教练计划 900600.00 1137398.05
梦想教练计划是真爱梦想针对 梦想中心学校一线乡村教师定制的培训项目。大规模招募大城市的教师、大学生、企业志愿者成为项目志愿者，经过集中培训，利用暑期下乡与教师当面交流，展示梦想课程授课方式，建立志愿者和教师的人际关系，帮助乡村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
严地成长。

壹乐园项目 2080200.00 2600000.00 壹基金与真爱梦想联手实施的灾区户外游乐设施项目。该项目于2013年11月正式启动，计划在2014年5月前完成40家壹乐园的硬件施工。该项目希望能够通过双方的携手进一步优化“壹乐园”项目的标准化程度，使其具备高可复制性。

红蜡烛项目 400000.00 246586.94 红蜡烛项目是国泰基金设立在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对口支持红蜡烛梦想中心学校的专项项目，用于国泰基金员工走访和支持位于甘肃、湖北的红蜡烛梦想中心。红蜡烛项目于2013年设立，总资金40万元，在2013年梦想中心走访活动中，支出246,586.94元。

中央财政民工子弟学校支持计划 199500.00 438676.10 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对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管理层进行梦想课程培训、教育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的专业技能，并增强老师和农民工子女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农民工子女身心健康成长，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
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立项、执
行、监督和
评估费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屋、
购买和维护
固定资产费
用

宣传推广费
用

其他费用　 小计

梦想中心 46918875.6222829163.25235071.89 0.00 0.00 0.00 0.00 235071.89 23064235.14

梦想书屋 431378.84 714230.32 20000.00 0.00 26810.71 0.00 0.00 46810.71 761041.03

合计 47350254.4623543393.57255071.89 0.00 26810.71 0.00 0.00 281882.60 23825276.17

说明：
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包括2年）。
二、“项目直接运行费用”按照《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列支。

（七）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占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梦想中心
上海图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3269090.00 14.17
电脑采购，用于梦想中心
的电脑设施

梦想中心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3019236.19 13.09
电脑采购，用于梦想中心
的电脑设施

梦想中心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
公司

2484636.25 10.77
购买图书，为梦想中心配
套图书

梦想中心 上海金鑫电脑有限公司 1993290.00 8.64
电脑采购，用于梦想中心
的电脑设施

合计   10766252.44 46.67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5%以上的，
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八）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无记录)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人民币元）

上年发生额 
（人民币元）

封闭式基金处置收益 723628.48 1354198.09

开放式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1520808.93 33214.57

国债逆回购收益 99735.16 0.00

其他理财收益 8400.10 27262.98

合计 2352572.67 1414675.64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由基金会出资成立的组织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
心

0.00 0.00 1896473.16 0.00

关联方占用基金会资金

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坏账准备 百分比 金额 坏账准备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00 0.00 347000.00 0.00 86.29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预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预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347000.00 0.00 86.29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27032.80 0.00 27032.80 347000.00 0.00 347000.00

1-2年 48153.00 0.00 48153.00 55153.00 0.00 55153.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75185.80 0.00 75185.80 402153.00 0.00 402153.00

2、应收款项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
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

的比例

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发展中心

0.00 0 347000.00 86.29 2013-12-31 发票未及时送达

上海邦瑞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48153.00 64.05 48153.00 11.97 2011-11-01 房租押金

杉德银卡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0.00 2000.00 0.5 2012-10-01 POS机押金

行政人员备用金 5000.00 6.65 5000.00 1.24 2012-12-01 常备备用金

员工出差备用金 22032.80 29.3 0.00

合计 75185.80 100.00 402153.00 100.00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128254.60 0.00 128254.60 1047262.00 0.00 1047262.00

1-2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28254.60 0.00 128254.60 1047262.00 0.00 1047262.00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
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额

的比例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研究所

0.00 954000.00 91.09 2013-12-31 发票未及时送达

中国教育报刊社 0.00 10000.00 0.95 2013-12-01 发票未及时送达

上海新张江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0.00 2000.00 0.19 2013-05-01 发票未及时送达

上海宝美商贸有
限公司

0.00 6100.00 0.58 2013-12-01 发票未及时送达

志愿者报销 54911.80 42.81 39027.00 3.73 2013-12-01 发票未及时送达

员工报销 20032.80 15.62 36135.00 3.46 2013-12-01 发票未及时送达

南京苏宁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0 7.8 0.00 2012-12-01

上海切而西实业
有限公司

2450.00 1.91 0.00 2012-12-01

无锡市远辉物流
有限公司

40860.00 31.86 0.00 2012-12-01

合计 128254.60 100.00 1047262.00 100.00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梦想中心 2773428.31 0.00 1964708.35 808719.96



壹乐园项目 0.00 1651000.00 0.00 1651000.00

合计 2773428.31 1651000.00 1964708.35 2459719.96



十一、年度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3年度新建梦想中心（含联合公益品牌如“苏宁阳光梦想中心”、“腾讯筑梦学堂”等）共440间，新建数量较2012年
度增长15%。累计建设梦想中心总数达到1219间，其中约50%的梦想中心项目都得到了当地学校或政府部门比例不等的配资支持。配
资协议总额超过1200万人民币，年内到账938万元。
    2013年，在调整梦想中心建设供应商和物流服务商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成本进一步降低4%，竣工周期缩短3.3%。
但建设发货的差错率反弹回0.2%的水平。同时，我们收到比往年度更高的关于建设物资质量的投诉及更多的维修申请，表明我们在
近年来高通货膨胀率背景下持续压缩采购成本的努力遭遇了瓶颈。这也成为梦想中心2014年全面改版的因素之一。
    2013年梦想课程的工作重点在于完善课程资源包，以降低各地老师开设梦想课程的门槛，其间完成21门课程的示范课件制
作，并完成了《理财1》和《梦想剧场》两门课程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让老师、教育局和捐赠人都能够更加方便直观地了解梦想
课程。
    年内新增引进了三门外部课程资源：《梦想与团队》、《玩转科学》、《共创成长路》，以上课程将在完成课程试点反馈
修订后正式向所有梦想学校推出。 
    为了推动素质教育课程的多元化发展，我们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育研究所继续联合举办第二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
本课程设计大赛。至报告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老师开发的课件共计1752件，最终评定结果将在2014年二季度揭晓。
    2013年基金会对各地的教师开展了密集培训。6名员工组成的培训部门全年共组织各类培训172场，受训教师9833人次，总
支出181万元（含中央财政民工子弟支持计划的43.8万，不含基金会员工薪酬），平均单人次培训成本184元，与以前年度大致持
平。
    经过几年的积累，各地种子教师和梦想沙龙（梦想教师自我成长团体）成长迅速，截至2013年末，基金会资助的35支沙
龙（每年支持每个沙龙团队约1.15万元活动经费）覆盖的185所梦想学校贡献了全系统近40%的种子教师，开课率和课时数等指标也
远高于系统内平均水平。
    1219间梦想中心的运营带来空前的管理压力。从线下管理到利用互联网的线上服务的模式转换遇到新的问题——新版的互
联网SNS平台梦想盒子（www.adreambox.net）上线以后，我们采用了更加严格的课程验证流程，要求老师每节课后提交课程反馈报
告，但由于我们的产品设计过于以管理为核心而忽略了用户感受，反馈流程设置过于繁琐，产生了大量课程无法按时完成验证的情
况，老师普遍反映疲于应付而积极性受挫，并导致了年度的验证课时大幅低于年初的预期，甚至低于前一年度的课程验证总数。（
梦想课程年度运营支出低于预算即源于此）
    总结这一教训，梦想盒子已经着手进行一次重大改版——除了优化交互、简化流程之外，我们将重点引入大数据的管理思
想，用数据库匹配智能搜索的方式平衡精确管理与简化流程之间的矛盾，基金会新一届的理事会新增补了著名的大数据专家涂子沛
先生成为理事，希望在新技术的指引下为这个管理难题探索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新的系统预计于2014年年中上线。   

十二、下年度工作计划（200－500字）

    1、梦想中心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改版。新推出的梦想中心5.0版将全面引入平板电脑、电子白板等新的课堂互动系
统。新的梦想中心版本的软硬件成本及后期维护成本合计为15万元/间。而作为过渡期，我们在2014年依然会提供10万元的基础版
本满足个别地区的特殊需求。
    2、调整以往过于分散的布局，推行在同一区县密集布点的策略，2014年新建梦想中心平均区县覆盖密度力争达到6间以
上。同时选择一批重点区域，结合政府配资全面深化所在区域的素质教育发展。
    3、配合梦想盒子的升级，推出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在线素质教育平台。
    4、真爱梦想成为公募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运用创新性的工具传播价值理念的可能性。互联网正在打破一切的成
见——用户高于客户，分享重于销售——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友好便捷的方式参与到一场推动人的内在成长的事业中，其价值高于筹
款本身。
    5、内部管理的信息化。我们希望通过MIS系统的建立和管理流程的进一步优化解放更多的生产力，我们期望真爱梦想成为
一个有更多“冗余”去思考未来的学习型组织。
    6、由基金会发起，怡安翰威特公司提供专业免费服务的“公益行业薪酬调查”将在2014年4月完成，将为基金会制定合理
的全面薪酬体系提供管理依据。   

十三、审计报告结论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结论：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已经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贵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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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单位：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张俊峰 

审计日期：  2014-03-03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52920000



十四、监事意见

姓名 日期 意见

沈至诚 2014-03-25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陈劲 2014-03-25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刘渊 2014-03-25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监事意见”栏目填写监事对基金会在报告期内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信息公布等情况的意见，需监事本人签字。
监事有不同意见的，需单独注明并签字。

十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年检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年检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加”、“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按规定申报”）

（二）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社会组织评估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有效期自 。AAAAA 2008年至2018年

（三）税收优惠资格取得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取得过税收优惠资格？ 是 否 

取得的优惠资格的类型（可多选）：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财税[2010]45号

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沪地税所〔2014〕11号

上一年度应缴税总额（元）  （其中应缴营业税 元， 应缴所得税 元、 0.00 0.00 0.00
                                                               
缴其它税费 元）0.00

*2013年未缴税的可填0

（四）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无记录)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3年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改进建议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十六、审批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初审合格

经办人： 上海市民政局

2014年06月19日

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

年检合格

经办人：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

2014年06月23日

备注

十七、已上传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