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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会简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系经上海市民政局沪民执发[2008] 11 号文批准，

成立于 2008 年 8 月 14 日的非公募基金，并颁发沪基证字第 0087 号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基金

会组织机构代码证为：50178073-8。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潘江雪。 

经基金会二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基金会性质由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变更为地方性公募基金

会，由资和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人，追加原始基金 200 万。经上海市民政局及上海市社

会团体管理局发沪民社登[2014]0042 号准予变更登记决定书，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颁发沪基证字

第 0087 号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扶贫帮困；辅助改善教育设施；资助组织和能力教育；促进就业。(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开展业务) 

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民政局。 

 

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 

1、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以持续经营为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公司一般采用历史成本

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在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的前提下采用重置成

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2、 遵循企业会计制度的声明 

基金会财务报表及附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04 年 8 月 18 日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的要求编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

现金流量。 

 

3、 执行会计年度 

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4、 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 

 

5、 记账基础及计量属性 

基金会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基金会一般采用历史成本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在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

量的前提下采用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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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币业务核算 

基金会对涉及外币的经济业务采用业务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人民

币记账，所有外币性资产和负债期末按期末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人民币市场中间汇价进行调整，符

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有关的汇兑差额，按规定资本化并计入相关资产价值。 

 

7、 接受捐赠资产的确认 

对于基金会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对于基金会接受捐赠的非现金

资产，如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应当按照以下方法确

定其入账价值： 

(1) 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的，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作为入账价值。如果凭据上表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

价值作为其实际成本。 

 

(2) 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8、 应收款项 

指基金会在日常业务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应收未收债权，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期末，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按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坏账损失确认标准： 

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超过 3 年仍然不能收回，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不能收回的应收款

项。 

坏账根据基金会的管理权限，经理事会批准作为坏账损失，冲销提取的坏账准备。 

坏账核算方法：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 

 

9、 存货核算方法 

(1) 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捐

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材料、

物资、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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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 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10、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 1 年（含 1 年）的投资。 

(1)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短期投资取得时的投资成本按以下方法确定： 

① 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税费作为其投

资成本。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

利息，应当作为应收款项单独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② 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接收捐赠资产的确认方法，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2) 短期投资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在购买时已计入应收

款项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息除外。 

 

(3) 在期末，基金会应当按照规定对短期投资是否发生了减值进行检查。如果短期投资的市价低

于其账面价值，应当按照市价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确认短期投资跌价损

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如果短期投资的市价高于其账面价值，应当在该短期投资期初已计提跌价准

备的范围内转回市价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冲减当期费用。 

 

(4)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当期投资损益。  

 

11、 长期股权投资 

(1)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按以下

方法确定： 

① 以现金购入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作

为初始投资成本。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应当作为应收款项单

独核算，不构成初始投资成本。 

② 接受捐赠的长期股权投资，接收捐赠资产的确认方法，确定其初始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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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股权投资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用成本法或者权益法核算。如果基金会对被投资单

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如果基金会对被投

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被投资单位经股东大会或者类似权利机构批准宣告发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作为当期投资收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应当享有或应当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

额调整投资账面价值，并作为当期投资损益。按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分得

的部分，减少投资账面价值。 

 

(3)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当将实际取得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4) 期末，基金会应当对长期投资是否发生了减值进行检查。如果长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应当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确认长期投资减值

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如果长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高于其账面价值，应当在该长期投资期初已计

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冲减当期费用。 

 

12、 固定资产 

(1)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 

① 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 

② 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 

 

(2) 固定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包括买价、包装费、

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金等相关费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 

① 外购的固定资产，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固定资产的其他支出（如，运输费、安装费、装卸费等）确定其成本。 

②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定

其成本。 

③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接受捐赠的资产确定其成本。 

 

(3) 各类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各类固定资产采用直线法并按下列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率及折旧率计提折旧： 

设备类别 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 年-5 年 -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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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超过

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或者使服务质量实质性提高，或者使商品成本实

质性降低，则应当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但其增计后的金额不应当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其他后续支出，应当计入当期费用。 

 

13、 净资产 

(1) 基金会的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净资产应当按照其是否受到限制，分为限定性

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等。 

如果资产或者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

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即为限定性净资产；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净资产的使用直接设置限制的，该受限制的净资产亦为限定性净资产；

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即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应当对净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将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认为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 

① 所限定净资产的限制时间已经到期； 

② 所限定净资产规定的用途已经实现(或者目的已经达到)； 

③ 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撤销了所设置的限制。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受到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限制，应当在最后一项限制解除时，才能认为该项限定

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 

 

14、 收入确认原则 

(1) 收入是指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

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

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对于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 

 

(2)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① 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商品销售收入，应当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予以确认： 

1) 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 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 

3)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基金会； 

4) 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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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于因交换交易所成本的提供劳务收入，应当按以下规定予以确认： 

1) 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2) 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③ 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因让渡资产使用权而发生的收入应当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予以确

认： 

1)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基金会； 

2)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④ 对于因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应当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 与交换相关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基金会并为其所控制，或者相关的债务

能够得到解除； 

2) 交换能够引起净资产的增加； 

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3) 基金会对于各项收入应当按是否存在限定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 

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

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期末，基金会应当将本期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分别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限定性净资产和非

限定性净资产。 

 

15、 费用 

费用是指基金会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减少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

出。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等。 

期末，基金会应当将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非限定性净资产，作为非限定性净

资产的减项。 

 

16、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会无重大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17、 主要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会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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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2012 年度捐赠收入中 875,700 元应从非限定性收入中转入限定性收入。2012 年度限定性捐赠收入

增加 875,700 元，2012 年限定性捐赠期末数调整为 40,336,410.24 元；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减少 875,700

元，2012 年非限定性捐赠期末数调整为 5,280,003.31 元。上述限定性捐赠收入所冠名的梦想中心

都已在 2012 年末之前完成建设，对 2012 年期末限定性净资产及非限定净资产无影响。 

 

三、主要税项 

所得税率：25% 

捐赠收入无税负。 

 

四、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1) 按币种列示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外币金额 汇率 人民币金额 外币金额 汇率 人民币金额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1,686,490.15   1,994,148.84 

美元 125,434.58 6.0969 764,762.09 125,372.06 6.2855 788,026.09 

小计   12,451,252.24   2,782,174.93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1,359.39   3,267,251.30 

合计   12,452,611.63   6,049,426.23 

 

(2) 其他货币资金 

类别 期末数 年初数 

证券账户资金 1,359.39 3,267,251.30 

 

(3) 货币资金无抵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放于境外，或有回收风险的款项。 

 

2、短期投资 

类别 名称 期末数 年初数 

银行理财产品 岁月流金 0070 号 - 2,500,000.00 

债券逆回购 招商银行新标准券 8,000,240.00 - 

货币型基金 兴业货币 8,697.14 32,783,214.57 

合计  8,008,937.14 35,283,2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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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收款项 

账龄 期末数 

 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1 年以内 347,000.00 86.29% - 347,000.00 

1-2 年 55,153.00 13.71% - 55,153.00 

合计 402,153.00 100.00% - 402,153.00 

 

(续上表) 

账龄 年初数 

 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1 年以内 27,032.80 35.95% - 27,032.80 

1-2 年 48,153.00 64.05% - 48,153.00 

合计 75,185.80 100.00% - 75,185.80 

 

期末余额中，关联方余额 

类别 期末数 款项性质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347,000.00 往来款 

 

4、预付账款 

账龄 期末数 年初数 

1 年以内 1,047,262.00 128,254.60 

 

5、待摊费用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办公室装修费 15,250.00 33,550.00 

办公室房租 21,700.00 21,700.00 

服务器托管费 14,580.00 23,999.99 

域名使用费 11,311.09 10,196.57 

服务费 73,600.00 - 

合计 136,441.09 89,446.56 

 

6、长期投资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期末余额 跌价准备 期末净额 期初余额 跌价准备 期初净额 

基金投资 50,919,965.90  50,919,965.90 7,328,860.84 - 7,328,8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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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基金简称 持有数量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期末净值 核算方法 

150069 双力 A 1,586,743 1,633,787.48 - 1,633,787.48 成本法 

150098 同庆 800A 48,210,436 49,286,178.42 - 49,286,178.42 成本法 

合计   50,919,965.90 - 50,919,965.90  

 

(续上表) 

证券代码 基金简称 期末市值 浮动盈亏 

150069 双力 A 49,367,486.46 81,308.04 

150098 同庆 800A 1,642,279.01 8,491.53 

合计  51,009,765.47 89,799.57 

 

7、固定资产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原值     

电子设备 199,678.65 54,260.00 5,399.00 248,539.65 

累计折旧     

电子设备 133,923.03 61,011.82 5,399.00 189,535.85 

净值     

电子设备 65,755.62 - - 59,003.80 

公司固定资产全部为自用固定资产。 

 

8、应付款项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余额 2,459,719.96 2,773,428.31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应付款项余额: - - 

 

9、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262,242.04 2,265,481.10 1,986,749.14 540,974.00 

职工福利费 - 55,900.40 39,900.40 16,000.00 

社会保险费 19,034.56 273,046.89 265,479.40 26,602.05 

住房公积金 2,520.00 36,680.00 35,560.00 3,640.00 

其他 7,152.27 112,777.12 106,449.39 13,480.00 

其中：劳务费 7,152.27 112,777.12 106,449.39 13,480.00 

合计 290,948.87 2,743,885.51 2,434,138.33 600,696.05 

 

10、应交税金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应交个人所得税 59,389.28          25,8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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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净资产 

本期变动额 

项目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合计 

年初数 41,510,263.26 4,419,610.52 45,929,873.78 

加：2013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15,503,539.20 8,473,156.29 23,976,695.49 

期末数 57,013,802.46 12,892,766.81 69,906,569.27 

 

12、收入 

(1) 按类别划分 

类别 本期数  上期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5,702,177.48 51,822,454.46 57,524,631.94 5,280,003.31 40,336,410.24 45,616,413.55 

政府补助收入 - 455,000.00 455,000.00 - 255,500.00 255,500.00 

投资收益 2,352,572.58 - 2,352,572.58 1,414,675.64 - 1,414,675.64 

其他收入 -6,201.60 - -6,201.60 8,581.62 - 8,581.62 

合计 8,048,548.46 52,277,454.46 60,326,002.92 6,703,260.57 40,591,910.24 47,295,170.81 

 

2012 年度应从非限定性捐赠收入中转 875,700 计入限定性捐赠收入。2012 年度限定性捐赠收入增

加 875,700 元，2012 年限定性捐赠期末数调整为 40,336,410.24 元；非限定性捐赠收入减少 875,700

元，2012 年非限定性捐赠期末数调整为 5,280,003.31 元。上述限定性捐赠收入所冠名的梦想中心

都已在 2012 年末之前完成建设，对 2012 年期末限定性净资产及非限定净资产无影响。 

 

(2) 原始基金 

经基金会二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基金会性质由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变更为地方性公募基金

会，由资和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资人，追加原始基金 200 万，追加后原始基金变更为 400

万元。 

上述出资业经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锦润会验字（2013）第 6085 号验资报告验证在案。 

 

(3) 限定性捐赠收入明细 

项目 本期数 

梦想中心 46,918,875.62 

梦想书屋 431,378.84 

梦想教练计划 900,600.00 

壹乐园项目 2,080,200.00 

分享爱活动赞助 500,000.00 

红蜡烛专项基金 400,000.00 

透明化系统支持等其他项目 591,400.00 

合计 51,822,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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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额捐赠收入明细 

捐赠人 本期数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中国银地城市投资有限公司 4,310,554.00 20,000.00 4,330,554.00 

苏宁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3,000,000.00 - 3,000,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510,000.00 856,000.00 2,366,000.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2,360,000.00 - 2,360,000.00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2,280,200.00 - 2,280,200.00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 2,100,000.00 13,030.00 2,113,030.00 

资和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2,000,000.00 2,000,000.00 

安利公益基金会 1,600,000.00 - 1,600,000.00 

运城市盐湖区财政局 1,500,000.00 - 1,500,000.00 

心平公益基金会 1,315,000.00 - 1,315,000.00 

北京利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00,000.00 - 1,300,000.00 

深圳木兰汇投资有限公司 1,050,000.00 - 1,050,000.00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400,000.00 600,000.00 1,000,000.00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1,130,000.00 - 1,130,000.00 

 

(续上表) 

捐赠人 上期数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10,000,000.00 

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1,000,000.00 3,000,000.00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994,733.00 856,000.00 2,850,733.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1,600,000.00 - 1,600,000.00 

心平公益基金会 1,020,000.00 - 1,020,000.00 

上海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0 119,475.91 1,019,475.91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 1,000,000.00 

 

(5) 政府补助收入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民政局房租补贴 255,500.00 255,500.00 

民工子弟支持计划示范项目 199,500.00 - 

合计 455,000.00 25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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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封闭式基金处置收益 723,628.48 1,354,198.09 

开放式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1,520,808.93 33,214.57 

国债逆回购收益 99,735.16 - 

对公受托理财收益 8,400.01 27,262.98 

合计 2,352,572.58 1,414,675.64 

 

13、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业务活动成本 33,905,324.59 27,409,421.72 

管理费用 1,601,094.27 1,874,100.71 

筹资费用 819,238.69 178,085.42 

其他费用 23,649.88 - 

合计 36,349,307.43 29,461,607.85 

(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梦想中心建设(注) 23,064,235.14 21,262,225.23 

梦想中心运营 6,709,841.02 5,324,400.14 

梦想书屋 761,041.03 490,563.75 

壹乐园项目 2,600,000.00 - 

其他 770,207.40 332,232.60 

合计 33,905,324.59 27,409,421.72 

注：其中支付给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成本支出为 1,896,473.16 元。 

 

(2) 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职工薪酬 1,120,670.12 1,248,424.77 

交通差旅费 73,113.12 57,751.30 

员工社保及公积金 137,391.56 164,887.94 

劳务费 83,340.40 76,795.70 

通讯费 22,699.68 28,397.20 

工作餐费 58,300.40 22,370.31 

办公费 13,107.20 24,791.89 

其他 92,471.79 250,681.60 

合计 1,601,094.27 1,874,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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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筹资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交通差旅费 104,832.90 63,977.70 

制作费 555,936.01 69,024.00 

其他 158,469.78 45,083.72 

合计 819,238.69 178,085.42 

 

五、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本届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1) 理事会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本年度领取报酬金额 基金会承担的 

社保费用、公积金 

潘江雪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理事长 308,735.00 12,089.99 

吴  冲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无 无 

王吉绯 北京资和信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 无 无 

刘  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销售交易部董事总经理 无 无 

史俊明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无 无 

方向明 北京竞争力智库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无 无 

涂子沛 自由作家 无 无 

 

(2) 监事会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 本年度领取报酬金额 基金会承担的 

社保费用、公积金 

沈至诚 上海色织七厂原厂长，监事长、党建联络员 无 无 

陈  劲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总裁 无 无 

刘  渊    上海怡安翰威特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 总裁 无 无 

 

2、本基金会职工总数(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不含支付

的劳务费) 

部门 人数 部门工资 

行政部及秘书处 9 956,635.27 

市场部 6 183,720.30 

培训部 6 487,161.12 

运营管理部 9 637,964.41 

合计 30 2,265,481.10 

人均月工资：  6,293.00 

注：上述工资总额中未包含为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福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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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七、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收入 费用 

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人员费用 办公费用 资产使

用费用 

筹资

费用 

其他费用 小计 

梦想中心 46,918,875.62 19,827,768.80 12,490.00 225,798.19 - - 2,998,178.15 3,236,466.34 23,064,235.14 

 

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1、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出资成立的组织 

 

2、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性质 交易金额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支付成本支出 1,896,473.16 

 

3、关联方余额 
关联方名称 往来明细 交易金额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应收款项 347,000.00 

 

九、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名称 来源 时间 单位 数量 单价 账面原值 用途 备注 

1、U 派-19'液晶显示器 购入 2010/1/28 台 1 768.00 768.00 办公自用 - 

2、电脑主机 购入 2010/10/3 台 1 5,116.65 5,116.65 办公自用 - 

3、HP 服务器 购入 2010/10/20 台 1 36,800.00 36,800.00 办公自用 - 

4、HP 服务器 购入 2010/10/20 台 4 27,100.00 108,400.00 办公自用 - 

5、三洋摄像机 HD2000 购入 2011/2/10 台 1 2,120.00 2,120.00 办公自用 - 

6、电脑主机 购入 2011/2/18 台 4 2,080.00 8,320.00 办公自用 - 

7、宏基-18.5'液晶显示器 购入 2011/3/5 台 3 618.00 1,854.00 办公自用 - 

8、联想 购入 2011/4/9 台 1 6,700.00 6,700.00 办公自用 - 

9、 电脑 购入 2011/5/10 台 2 2,080.00 4,160.00 办公自用 - 

10、电脑 购入 2011/6/1 台 2 2,080.00 4,160.00 办公自用 - 

11、服务器 购入 2011/8/25 台 1 6,898.00 6,898.00 办公自用 - 

12、索尼相机 NEX-5N 购入 2012/4/8 台 1 4,684.00 4,684.00 办公自用 - 

13、宏基 AM3860 台式电脑 购入 2012/10/9 台 1 4,299.00 4,299.00 办公自用 - 

14、DELL 服务器 购入 2013/10/31 台 1 30,000.00 30,000.00 办公自用 - 

15、DELL 服务器 购入 2013/10/31 台 1 19,000.00 19,000.00 办公自用 - 

16、戴尔台式机 购入 2013/12/31 台 2 2,630.00 5,260.00 办公自用 - 

合计      248,5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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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十一、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二、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三、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基金会本报告期内收到图书 1,000 册，电脑 12 台，显示器 15 台，电话机 20 个，服装 453 件，办

公桌 8 张、办公椅 16 把，茶叶、面膜等 4745 件、台历、U 盘等办公用品若干，由于捐赠物新旧

程度不一，难以确定其公允价值，均未入账。 

上述实物捐赠已全部用于“梦想中心”、“梦想领路人”、“梦想书屋”、“教师奖励”项目、

基金会办公及福利。 

 

十四、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1、本报告期内基金会接受的无偿劳务捐赠 
捐助方 免费提供服务或劳务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租赁服务 

东方艺术中心、兴业全球基金、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马哥孛罗好日

子酒店、北京影联百丽宫影院有限公司、上海瑞金洲际酒店、北京柏悦酒店、

香舍会、上海博雅酒店、通用电气 

年报发布及慈善晚宴场地支持 

周末画报、中国教师报、中国慈善家、中国青年报、南方报业集团《21 世纪

经济报道》、《上海壹周》、现代传播集团《周末画报》、《名牌》杂志社、

君宏财富、搜狐奢侈品、世界钟表网、Neeu 优网、新浪时尚、yoka 时尚网、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时尚芭莎、壹读传媒、名牌杂志、天孜文化、深

圳公共频道、和讯网 

年报发布及慈善晚宴媒体支持 

上海爱维码青年创新中心 年报发布技术支持 

上海实在软件有限公司、鹰尚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年报发布布展服务 

深圳市源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筹款活动支持 

金庄酒业（加州）有限公司 慈善晚宴酒水支持 

汇立酒业有限公司 慈善晚宴酒水服务 

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 慈善晚宴儿童画创作支持 

二维工坊 会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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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方 免费提供服务或劳务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慈善晚宴礼品支持 

麻清泉及上海悠悠理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服务器托管服务 

上海大公拍卖有限公司、郑晓星 慈善晚宴拍卖服务 

深圳市云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轻 APP 平台构建服务 

张达利设计、上海锐克设计有限公司、格明思维 GrameenVision 设计服务 

广东咏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伟华、月巴火登、LAFIR 影视制作、LAFIR

影视制作 

年报发布及慈善晚宴视频音像制作 

李世海表演团队、任华清表演团队、林赟之 慈善晚宴表演 

基金会中心网、得脉 年报发布及慈善晚宴网络平台 

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Maurice Lacroix 瑞士艾美表 慈善晚宴展柜赞助 

北京山水堂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慈善晚宴执行策划、设计 

山水堂品牌传媒、鸿禧（盛智公关） 年报及慈善晚宴主持服务 

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大成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会计服务、验资服务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年度审计服务 

翰威特咨询公司 人事管理咨询服务 

根元咨询 品牌策略咨询 

爱康国宾(上海爱康网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员工体检服务 

 

2、本报告期内基金会共有 1024 人次志愿者提供了 124,225.50 小时的志愿服务。 

捐赠方 提供服务 服务小时数 

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分校、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上海浦东进才实验小学、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成都师范学院、四川资中县水南镇实

验学校、浙大网新集团、福建漳州南太武实验小学、四川省

内江市桐梓坝小学等 131 家单位 

梦想教练计划 116,820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七彩画儿童创意工作室、怡安翰威特

咨询公司等 14 家单位及 186 个个人 

分享爱慈善晚会现场服务 5,383.50 

91 个个人 年报发布会 903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承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一颗绿豆芽团队 4 家单位及 51 个

个人 

精致时光晚宴、东方魅影公益行

拍卖会、深圳慈展会 

503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元达律师事务所、中信银行

信用卡中心、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分校等 14 家单位及 6 个个人 

   项目运营、培训行政服务 

及其他 

616 

合计  124,2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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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六、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七、其他重大事项 

本基金会于报告期末已开具捐赠收据尚未收到捐赠款的金额为 250,000 元，截至审计报告日，收

到全部捐赠款 250,000 元已计入了 2014 年度的捐赠收入。 















左晖

左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