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10)第 0503 号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贵基金会”)财务 报 表，
包括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
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
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
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
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
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财务报表已经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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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基金会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09 年
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09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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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潘江雪。基金会的业务范围：贫困资助、教育设
施改善、素质和心理培训、就业协助。

二、基金会遵循基金会会计制度的声明
基金会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基金会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以持续经营为前提，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
报告。

四、基金会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 执行的会计制度
基金会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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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

2、 会计年度
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 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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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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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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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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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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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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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间
非营利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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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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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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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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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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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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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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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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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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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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会无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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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税项
所得税率：25%。其中：捐赠收入无税负。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种类
银行存款-人民币
其他货币资金-人民币
合计

期末数

期初数

3,463,886.88

3,555,337.41

103.57

-

3,463,990.45

3,555,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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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
账龄

1 年以内

期末数

期初数

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10,000.00

100%

-

10,000.00

269,376.64

100%

-

269,376.64

期末余额全部系备用金借款。

3、预付账款
账龄
1 年以内

期末数

期初数

-

55,567.00

4、长期投资
项目

期末数
期末余额

基金投资

4,069,808.00

证券代码

基金简称

500005

持有数量

期末净额

- 4,069,808.00

期末市价

浮动盈亏

基金汉盛

913,400 1,075,979.14 1,397,502.00

321,522.86

500015

基金汉兴

991,700 1,237,500.25 1,259,459.00

21,958.75

500038

基金通乾

915,650

998,234.03 1,291,066.50

184701

基金景福

620,000

758,094.58

合计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292,832.47

799,800.00

41,705.42

4,069,808.00 4,747,827.50

678,019.50

5、应付款项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余额

16,687.30

46,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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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交企业所得税

17,407.88

-

应交个人所得税

435.13

-

17,843.01

-

合计

7、净资产
项目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合计

期初数

3,034,364.97

799,483.58

3,833,848.55

加：2009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2,890,513.08

800,516.42

3,691,029.50

期末数

5,924,878.05

1,600,000.00

7,524,878.05

8、收入
类别

本期数

上期数

非限定性

(注)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1,405,250.83

4,184,611.00

5,589,861.83

3,381,482.82

799,483.58

4,180,966.40

投资收益

69,631.50

-

69,631.50

-

-

其他收入

19,447.36

-

19,447.36

8,262.03

-

8,262.03

1,494,329.69

4,184,611.00

5,678,940.69

3,389,744.85

799,483.58

4,189,228.43

合计

注：限定性收入均用于基金会“梦想中心”项目的建设。

9、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1,796,303.68

329,157.38

管理费用

170,799.63

24,476.00

筹资费用

3,400.00

1,746.50

其他费用

17,407.88

-

1,987,911.19

355,379.88

业务活动成本

合计

(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梦想中心
梦想领路人
合计

本期数

上期数

1,547,699.61

288,966.38

248,604.07

40,191.00

1,796,303.68

329,157.38

(2) 本报告期内，理事会成员共 6 人，在职员工 6 人，在职员工中理事会成员 2 人。
本报告期内支付的薪酬中，项目专员 2 人，业务活动成本支出 95,177.84 元；管理工作人员 4 人，
管理费用支出 95,373.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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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重大事项
1、由基金会签订的“梦想中心”项目建设协议中，其中 792,296.64 元由希望工程-真爱梦想专项
基金账户支付。
该账户系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在上海希望工程项目的指定账号，由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与上
海希望工程办公室于 2007 年 11 月 28 日签订合作协议，设立该基金账户，按约定该账户完全用
于“梦想中心”项目。

2、基金会本报告期内收到图书、杂志等捐赠约 13 万册，二手电脑 11 台，文具用品、音像多媒
体制品等若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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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梦想领路人”项目。

3、基金会本报告期内接受的无偿劳务捐赠
捐赠方

提供劳务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租赁服务

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

分拣包装上海、北京地区图书及仓储服务

广东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临时仓储服务和转运服务

乐信网络策划有限公司

网页设计制作服务

上海悠悠理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架构建设、提供免费服务器

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税务服务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年度审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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