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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心简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系经上海市民政局沪民执发[2012] 3号文批准，

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颁发沪民证字第 0470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为：59814129-6。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10万元，法定代表人：吴冲。 

发展中心的业务范围：建设梦想中心项目；开发和推广梦想素质教育课程；对梦想中心项目志愿

者开展就业辅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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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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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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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本发展中心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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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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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外币业务核算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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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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接受捐赠资产的确认 

对于发展中心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对于发展中心接受捐赠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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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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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账根据发展中心的管理权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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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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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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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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是指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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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心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 

 

(2) 发展中心在确认收入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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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 

4) 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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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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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并为其所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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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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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2012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4 

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期末，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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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是指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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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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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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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 

 

14、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报告期内，发展中心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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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存款        210,36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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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摊费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办公室房租 3,179.05 - 

宽带费 4,800.00 - 

合计 7,97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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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付款项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余额 16,594.50 -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应付款项余额:0 - - 

 

4、应付工资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 693,909.48 625,851.05 68,058.43 

职工福利费 - 12,026.50 12,026.50 - 

社会保险费 - 75,970.10 62,507.00 13,463.10 

住房公积金 - 12,880.00 10,920.00 1,960.00 

其他 - 29,231.21 27,071.21 2,160.00 

其中：劳务费 - 29,231.21 27,071.21 2,160.00 

合计 - 824,017.29 738,375.76 85,641.53 

 

 

5、应交税金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交个人所得税 16,433.35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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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数 - - - 

加：2012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99,673.28 - 99,673.28 

期末数 99,673.28 - 99,673.2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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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546.62 - 990,546.62 - - - 

 

捐赠收入全部来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其中：100,000 元作为原始基金投入。经上海锦润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锦润会验字（2012）第 5029号验资报告验证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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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业务活动成本 651,689.78 - 

管理费用 238,505.27 -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合计 890,195.05 - 

 

(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梦想中心建设 584,763.30 - 

梦想书屋 66,926.48 - 

合计 651,689.78 - 

 

(2) 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职工薪酬 156,329.76 - 

交通差旅费 5,387.00 - 

员工社保及公积金 18,046.25 - 

劳务费 1,514.00 - 

通讯费 4,558.80 - 

工作餐费 1,529.50 - 

办公费 49,726.96 - 

其他 1,413.00 - 

合计 238,505.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