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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4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 基本情况 

(一) 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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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沪基证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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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经上海市民政

局及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颁发沪民社登[2014]0042 号准予变更登记决定书，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取得沪基证字第 0087 号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二) 基金会的业务性质和经营范围 

基金会属于公募基金会，业务范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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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财务报表的批准报出 

本财务报表业经基金会理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批准报出。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基金会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的要求进行确认和计量。 

三、 遵循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基金会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

了报告期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二) 记账本位币 

基金会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4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2 页 

(三)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基金会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基金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

对于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或公允价值

等其他属性进行计量的情形，基金会将予以特别说明。 

(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基金会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

同时具备期限短（一般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五) 外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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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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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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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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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是指基金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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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包括：在途物资、库存商品等。 

2、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存货发出

时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采用永续盘存制 

4、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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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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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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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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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金会对

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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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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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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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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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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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后续计量及处置 

（1）固定资产折旧 

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之外，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

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根据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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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使用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 年折旧率（%） 

电子设备 3-5  20.00-33.00 

 （2）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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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无形资产 

指基金会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

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等。 

1、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无形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 

（1）购入的无形资产，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确定其实际成本。 

（2）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

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依法取得前，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

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

费用。 

（3）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接受捐赠的资产确定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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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当期费用。 

类别 使用寿命（年） 备注 

软件 5 预计使用寿命 

处置无形资产，应当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期收入或者费用。 

(十三)净资产 

1、净资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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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的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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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收入 

1、收入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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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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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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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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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劳务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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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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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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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未变更。 

(二)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重要会计估计未变更。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4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8 页 

(三) 重大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本报告期未发现重大前期会计差错。 

六、 税项 

(一) 基金会主要税（费）种和税（费）率 

税目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二) 税收优惠政策及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基金会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接受的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七、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 货币资金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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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9,788.39   12,451,252.24 

其中：人民币   21,811,865.03   11,686,490.15 

美元 125,498.18 6.1190 767,923.36 125,434.58 6.0969 764,762.09 

其他货币资金   1.00   1,359.39 

其中：人民币   1.00   1,359.39 

合计   22,579,789.39   12,452,611.63 

年末无抵押、冻结等对变现有限制或存放于境外，或有回收风险的款项。 

(二) 短期投资 

种类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货币基金  8,697.14 

债权逆回购  8,000,240.00 

封闭式基金 39,542,568.12  

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950,459.18  

合计 72,493,027.30 8,008,937.14 

因投资策略变化，年末所有投资种类均调整为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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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短期投资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核算方法 持有数量（份额） 年末余额 年末市值 

150098 同庆 800A 成本法 38,363,477.00 39,522,269.78 40,511,831.71 

150069 双力 A 成本法 19,644.00 20,298.34 20,920.86 

880013 招商证券天添利 成本法 32,950,459.18 32,950,459.18 32,950,459.18 

 合计   72,493,027.30 73,483,211.75 

(三) 应收款项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0,747.40 27.34  347,000.00 86.29  

1-2 年（含 2 年）    55,153.00 13.71  

2-3 年（含 3 年） 55,153.00 72.66     

合计 75,900.40 100.00  402,153.00 100.00  

(四) 预付账款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236,928.00 100.00 1,047,262.00 100.00 

(五) 存货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物资采购 86,462.50  86,462.50 

库存商品 3,769,968.95  3,769,968.95 

合计 3,856,431.45  3,856,431.45 

续： 

项目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物资采购    

库存商品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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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待摊费用 

项目 年末价值 年初价值 

办公室装修费  15,250.00 

办公室房租  21,700.00 

服务器托管费 6,666.70 14,580.00 

域名使用费 7,876.73 11,311.09 

服务费  73,600.00 

合计 14,543.43 136,441.09 

(七) 长期股权投资 

种类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封闭式基金  50,919,965.90 

因投资策略变化，年末所有投资种类均调整为短期投资。 

(八)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账面原值合计 248,539.65 169,649.00  418,188.65 

其中：电子设备 248,539.65 169,649.00  418,188.65 

累计折旧合计 189,535.85 69,201.42  258,737.27 

其中：电子设备 189,535.85 69,201.42  258,737.27 

账面净值合计 59,003.80   159,451.38 

其中：电子设备 59,003.80   159,451.38 

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电子设备     

账面价值合计 59,003.80   159,451.38 

其中：电子设备 59,003.80   159,451.38 

全部为自用固定资产。 

2、年末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项目 金额 

年末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原值 151,0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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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无形资产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原价合计  2,000,000.00  2,000,000.00 

其中：软件  2,000,000.00  2,000,000.00 

累计摊销额合计  198,333.37  198,333.37 

其中：软件  198,333.37  198,333.37 

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其中：软件     

账面价值合计    1,801,666.63 

其中：软件    1,801,666.63 

(十) 应付款项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5,619,759.18       2,459,719.96  

(十一)应付工资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540,974.00 3,315,510.17 2,611,566.30 1,244,917.87 

职工福利费 16,000.00 76,541.30 27,541.30 65,000.00 

社会保险费 26,602.05 343,200.35 339,204.80 30,597.60 

住房公积金 3,640.00 46,200.00 46,060.00 3,780.00 

其他 13,480.00 60,100.00 54,900.00 18,680.00 

其中：劳务费 13,480.00 60,100.00 54,900.00 18,680.00 

合计 600,696.05 3,841,551.82 3,079,272.40 1,362,975.47 

(十二)应交税金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应交 本年已交 年末余额 

个人所得税 59,389.28 123,887.25 168,238.43 15,038.10 

(十三)净资产 

1、原始基金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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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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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并出具锦润会验字（2013）第 6085 号验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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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资产增减变动说明 

项目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合计 

本年年初余额 57,013,802.46 12,892,766.81 69,906,569.27 

加：本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23,184,411.02 1,128,984.94 24,313,395.96 

本年年末余额 80,198,213.48 14,021,751.75 94,219,965.23 

(十四)收入 

1、按收入类别划分 

项目 
本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收入 限定性收入 合计 

捐赠收入 2,078,960.42 72,674,565.09 74,753,525.51 

政府补助收入 140,000.00  140,000.00 

投资收益 5,058,669.07  5,058,669.07 

其他收入 16,296.66  16,296.66 

合计 7,293,926.15 72,674,565.09 79,968,491.24 

续： 

项目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收入 限定性收入 合计 

捐赠收入 5,702,177.48 51,822,454.46 57,524,631.94 

政府补助收入  455,000.00 455,000.00 

投资收益 2,352,572.58  2,352,572.58 

其他收入 -6,201.60  -6,201.60 

合计 8,048,548.46 52,277,454.46 60,326,002.92 

2、限定性捐赠收入明细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梦想中心 58,927,735.06 46,918,875.62 

梦想书屋 331,565.12 431,378.84 

梦想教练计划 1,390,000.00 900,600.00 

壹乐园项目 1,040,100.00 2,080,200.00 

透明化系统支持 2,257,831.38 200,000.00 

布鞋发放项目 3,968,880.00  

红蜡烛专项基金等其他项目 4,758,453.53 1,291,400.00 

合计 72,674,565.09 51,822,4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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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额捐赠收入明细 

项目 
本年发生额 

限定性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合计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4,166,880.00 130,000.00 4,296,880.00 

福建省兴业慈善基金会 4,000,000.00  4,000,000.00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3,696,286.88  3,696,286.88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3,244,416.03  3,244,416.03 

保亭银地投资有限公司 2,950,000.00  2,950,000.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2,400,000.00  2,400,000.00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2,320,000.00  2,320,000.00 

运城市盐湖区财政局 2,300,000.00  2,300,000.00 

陕西省神木县财政局 1,750,000.00  1,750,000.00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0  1,500,000.0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00  1,200,000.00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040,100.00  1,040,100.00 

续： 

项目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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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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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补助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规范化建设 5A 评估奖励 80,000.00  

中华慈善创先争优奖励 60,000.00  

民政局房租补贴  255,500.00 

民工子弟支持计划示范项目  199,500.00 

合计 140,000.00 455,000.00 

5、投资收益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封闭式基金处置收益 4,847,655.12 723,628.48 

开放式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11,439.05 1,520,808.93 

国债逆回购收益 114,626.90 99,735.16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分红收益 84,948.00  

对公受托理财收益  8,400.01 

合计 5,058,669.07 2,352,572.58 

(十五)费用 

1、按费用类别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业务活动成本 52,960,956.87 33,905,324.59 

管理费用 2,380,384.85 1,601,094.27 

筹资费用 313,753.56 819,238.69 

其他费用  23,649.88 

合计 55,655,095.28 36,349,307.43 

2、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梦想中心建设(注) 37,345,012.58 23,064,235.14 

梦想中心运营 10,742,950.19 6,709,841.02 

梦想书屋 62,339.00 761,041.03 

壹乐园项目 305,823.50 2,600,000.00 

其他 4,504,831.60 770,207.40 

合计 52,960,956.87 33,905,324.59 

注：其中支付给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成本支出为 3,020,935.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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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职工薪酬 1,757,166.00 1,120,670.12 

交通差旅费 146,634.40 73,113.12 

员工社保及公积金 163,648.48 137,391.56 

劳务费 60,100.00 83,340.40 

通讯费 33,719.28 22,699.68 

工作餐费 3,381.50 58,300.40 

办公费 189,772.90 13,107.20 

其他 25,962.29 92,471.79 

合计 2,380,384.85 1,601,094.27 

4、筹资费用 

类   别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交通差旅费 127,740.30 104,832.90 

制作费 14,667.40 555,936.01 

其他 171,345.86 158,469.78 

合计 313,753.56 819,238.69 

八、 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人数、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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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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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11.00 14,154.15 

吴  冲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奇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288,602.00 14,154.15 

王吉绯 北京资和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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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媒体人 无 无 

涂子沛 阿里巴巴集团 副总裁 无 无 

2、本届监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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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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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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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基金会职工总数(不含支付劳务费人数)、各部门职工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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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520,547.20 

市场部 5 196,095.00 

培训部 9 663,893.25 

运营管理部 12 934,974.72 

合计 34 3,315,510.17 

人均月工资   8,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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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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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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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27,735.06 37,182,723.47 2,334.00 118,241.00   41,714.11 162,289.11 37,345,012.58 

十一、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关联方关系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基金会的关系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同一创始人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出资成立的组织 

(二) 关联方交易 

其他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接受捐赠 3,696,286.88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接受劳务 3,020,9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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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347,000.00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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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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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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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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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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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洋摄像机 HD2000 购入 2011/3/1 台 1 2,120.00 2,120.00 办公自用 

电脑主机 购入 2011/4/1 台 4 2,080.00 8,320.00 办公自用 

宏基-18.5'液晶显示器 购入 2011/4/1 台 3 618.00 1,854.00 办公自用 

联想 购入 2011/5/1 台 1 6,700.00 6,700.00 办公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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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 购入 2011/7/5 台 2 2,080.00 4,160.00 办公自用 

服务器 购入 2011/9/7 台 1 6,898.00 6,898.00 办公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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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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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尔台式机 购入 2013/12/1 台 2 2,630.00 5,260.00 办公自用 

戴尔台式机 购入 2014/4/1 台 1 2,630.00 2,630.00 办公自用 

戴尔台式机 购入 2014/4/1 台 1 2,630.00 2,630.00 办公自用 

索尼 60 英寸 LED 电视 购入 2014/6/1 台 1 9,690.00 9,690.00 办公自用 

戴尔台式机 购入 2014/8/1 台 1 2,630.00 2,630.00 办公自用 

索尼 SVP11226SCB 购入 2014/10/1 台 1 6,599.00 6,599.00 办公自用 

DELL 服务器 购入 2013/10/1 台 1 30,000.00 30,000.00 办公自用 

DELL 服务器 购入 2013/10/1 台 1 19,000.00 19,000.00 办公自用 

MIS 服务器 购入 2014/3/1 台 1 137,220.00 137,220.00 办公自用 

MIS 服务器 购入 2014/7/2 台 1 8,250.00 8,250.00 办公自用 

合计     
  

  418,188.65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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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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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五、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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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 8 寸平板电脑 1,000 台，二手电脑 280 台、台历 130 本、图

书 500 本、水壶 8 箱、纸袋 300 个、电脑显示器和主机 36 个、Godiva 金装精选巧克力礼盒

100 个、电话机 100 部、B.Duck 彩绘鸭梨工艺品 300 个、玩偶 300 个、无印良品笔盒 1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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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爱筹款晚宴、基金会办公及福利。 

十七、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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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安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逸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自由设计（武

汉）设计公司、上海剪刀石头布家居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元城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耕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金饰联合装潢工程有限公司、荷兰欧拉设计 

梦想中心设计服务 

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深圳市云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锐克设计

有限公司、上海实在软件有限公司、鹰尚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山水堂

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山水堂品牌传媒、柏设计事务所 

年报发布会及筹款晚宴策划服务 

上海浦东图书馆、上海张江创新学院、WorkFcae、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四季酒店、财富公馆 
年报发布会及筹款晚宴场地赞助 

广东咏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李伟华、ERI、LAFIR 影视制作、何珮琪、

上海唐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年报发布会及慈善晚宴视频音像

制作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教育时报、中国教师报、南方都市报、和讯网、

凤凰网、文汇报、中国慈善家、基金会中心网、优家荟、周末画报 
媒体宣传支持 

上海肯耐珂萨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培训服务 

顺丰快递集团、北京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 仓储、快递及物流服务 

汕头市潮南区和兴印刷厂 宣传品印刷服务 

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 人力资源顾问服务 

上海爱康网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员工体检赞助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苏宁易购、上海泛微软件有限公司、上海悠悠理财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艾科创意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二维工坊、云来科技、北京迅鸥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平台管理及 IT 管理开发服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度审计服务 

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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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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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捐助方 免费提供服务或劳务 

麻清泉及上海悠悠理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紫博蓝网络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器免费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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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赛马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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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开发及试点服务 

青年艺术 100、艺邦美术活动中心 演艺支持 

(二) 本报告期内基金会共有 1,255 人次志愿者提供了 146,739 小时的志愿服务。 

捐赠方 提供服务 服务小时数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贵阳市花溪区华阳小学、湖

南省吉首市第八小学、上海财经大学、通用电气、阿克苏

诺贝尔太古漆油（上海）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等 172 家单

位 

梦想教练计划 140,918.50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法国兴业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KPMG 等 6 家单位及 468 位个人 
分享爱慈善晚会现场服务 4,211.00 

上海肯耐珂萨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联支付学

院、北京蓝坤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灵动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等 12 家单位及 15 位个人 

   项目运营、培训行政服务及

其他 
5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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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个人 

深圳慈展会等品牌活动 462.00 

92 位个人 年报发布会 375.00 

22 位个人 上海梦想课程支持项目 211.00 

合计  146,739.00 

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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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2015 年 1 月，基金会秘书长吴冲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秘书长一职，理事会已接受

辞呈，吴冲先生自 2015 年 1 月起不再自基金会领取薪酬；选举原胡斌副秘书长为秘书长并

增补为二届理事，上述事宜已经 2015 年 3 月 23 日理事会审议通过。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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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00 元，截至审计

报告日，尚未收到上述捐赠款项。 

 

单位负责人：潘江雪 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德强          编制人：赵德强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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