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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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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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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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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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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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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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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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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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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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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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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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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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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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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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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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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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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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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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报告期内，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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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币种列示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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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148.84   5,745,002.09 

美元 125,372.06 6.2855 788,026.09   - 

小计   2,782,174.93   5,745,002.09 

其他货币资金       

人民币   3,267,251.30   7,910,983.99 

合计   6,049,426.23   13,655,9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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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货币资金 

类别 期末数 期初数 

证券账户资金 3,267,251.30 7,910,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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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数 

银行理财产品 岁月流金 0070 号 2,500,000.00 - 

货币型基金 兴业货币 32,783,214.57 - 

合计  35,283,214.57 - 

 

3、应收款项 

账龄 期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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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账龄 期初数 

 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净额 

1 年以内 72,163.00 100.00% - 72,163.00 

 

4、预付账款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1 年以内 128,254.60 95,677.22 

 

5、存货 

类别 期末数 期初数 

接受捐赠物资 - 19,980.00 

 

6、待摊费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办公室装修费 33,550.00 51,850.00 

办公室房租 21,700.00 24,879.05 

服务器托管费 23,999.99 23,999.99 

域名使用费 10,196.57 13,786.61 

宽带费 - 4,586.66 

合计 89,446.56 119,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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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长期投资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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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8,860.84 - 7,328,860.84 14,968,291.33 - 14,968,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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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38 基金通乾 3,082,348 2,545,232.97 - 2,545,232.97 成本法 

184701 基金景福 2,253,001 1,647,705.84 - 1,647,705.84 成本法 

150069 双力 A 2,883,619 3,049,738.15 - 3,049,738.15 成本法 

150098 同庆 800A 83,300 86,183.88 - 86,183.88 成本法 

合计   7,328,860.84 - 7,328,860.84  

 

(续上表) 

证券代码 基金简称 期末市值 浮动盈亏 

500038 基金通乾 2,629,242.84 84,009.87 

184701 基金景福 1,831,689.81 183,983.97 

150069 双力 A 3,068,170.62 18,432.47 

150098 同庆 800A 89,380.90 3,197.02 

合计  7,618,484.17 289,623.33 

 

8、固定资产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原值     

电子设备 207,724.65 8,983.00 17,029.00 199,678.65 

累计折旧     

电子设备 81,600.39 69,351.64 17,029.00 133,923.03 

净值     

电子设备 126,124.26 - - 65,755.62 

公司固定资产全部为自用固定资产。 

 

9、应付款项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余额 2,773,428.31 771,258.49 

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应付款项余额: -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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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45.30 1,988,834.38 1,885,237.64 262,242.04 

职工福利费 - 26,913.51 26,913.51 - 

社会保险费 - 267,360.66 248,326.10 19,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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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住房公积金 - 36,540.00 34,020.00 2,520.00 

其他 2,460.00 167,893.98 163,201.71 7,152.27 

其中：劳务费 2,460.00 167,893.98 163,201.71 7,152.27 

合计 161,105.30 2,487,542.53 2,357,698.96 290,948.87 

 

11、应交税金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应交个人所得税 25,893.26            28,649.59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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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8,499.65 4,277,811.17 28,096,310.82 

加：2012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17,691,763.61 141,799.35 17,833,562.96 

期末数 41,510,263.26 4,419,610.52 45,929,873.78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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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155,703.31 39,460,710.24 45,616,413.55 3,061,215.14 27,850,241.47 30,911,456.61 

提供服务收入 - - - - 92,800.00 9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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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收益 1,414,675.64 - 1,414,675.64 -97,415.70 - -97,415.70 

其他收入 8,581.62 - 8,581.62 9,922.57 - 9,922.57 

合计 7,578,960.57 39,716,210.24 47,295,170.81 2,973,722.01 28,198,541.47 31,172,263.48 

注：其中收到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的捐赠款 788,019.80元。 

 

(2) 限定性捐赠收入明细 

项目 本期数 

梦想中心 36,335,199.83 

梦想书屋 962,901.91 

梦想教练计划 910,000.00 

教师奖励及教师沙龙 612,193.00 

员工奖励计划 100,000.00 

梦想银行等其他项目 540,415.50 

合计 39,460,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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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额捐赠收入明细 

捐赠人 本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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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8,514,733.00 1,975,475.91 20,490,208.91 

 

(续上表) 

捐赠人 上期数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2,641,890.10 - 2,641,8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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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 1,882,922.44 - 1,882,922.44 

合计 6,524,812.54 - 6,524,812.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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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封闭式基金股息收益 - 1,453,557.06 

封闭式基金处置收益 1,354,198.09 -1,567,917.97 

开放式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33,214.57 - 

对公受托理财收益 27,262.98 16,945.21 

合计 1,414,675.64 -97,415.70 

 

14、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业务活动成本 27,409,421.72 17,898,395.49 

管理费用 1,874,100.71 932,475.81 

筹资费用 178,085.42 94,228.64 

其他费用 - - 

合计 29,461,607.85 18,925,0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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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梦想中心建设(注) 21,262,225.23 13,533,012.83 

梦想中心运营 5,324,400.14 2,598,203.42 

梦想书屋 490,563.75 1,434,213.38 

其他 332,232.60 332,965.86 

合计 27,409,421.72 17,898,395.49 

注：其中支付给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成本支出为 990,546.62元。 

 

(2) 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职工薪酬 1,248,424.77 333,433.58 

交通差旅费 57,751.30 190,309.83 

员工社保及公积金 164,887.94 78,277.63 

劳务费 76,795.70 54,458.27 

通讯费 28,397.20 50,050.04 

工作餐费 22,370.31 48,877.90 

办公费 24,791.89 47,322.03 

其他 250,681.60 129,746.53 

合计 1,874,100.71 932,475.81 

 

(3) 筹资费用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交通差旅费 63,977.70 14,596.50 

制作费 69,024.00 64,772.24 

其他 45,083.72 14,859.90 

合计 178,085.42 94,2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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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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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05.00 12,929.85 

吴  冲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秘书长 237,205.00 12,9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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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威  无 无 

史俊明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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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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35,766.12 

市场部 5 338,828.75 

建设部 5 136,450.00 

业务发展部 4 101,734.00 

运营管理部 8 576,055.51 

合计 30 1,988,834.38 

人均月工资：  5,5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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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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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7,750.48 18,453,732.57 440,933.80 139,972.88 -  -  2,227,585.98 2,808,492.66 21,262,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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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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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收到捐赠款项 788,019.80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支付成本支出 990,5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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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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基-14'笔记本电脑 购入 2010/5/14 台 1 5,399.00 5,399.00 办公自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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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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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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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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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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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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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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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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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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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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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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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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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99,6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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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等捐赠约 72万余册，电脑 94台，显示器 14台，打印机 2台，

传真机 1 台、电话机 27 台，服装 2,040 件，办公椅 10 把，文具用品等若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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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领路人”、“梦想书屋”、“教师奖励”项目及基金会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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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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 仓储服务 

Steven Zheng Design 设计工作室 网站设计制作服务 

广东咏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鹰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张达利设计

有限公司、上海乾耀图文设计有限公司、上海锐克设计有限公司、海阔生活、

别吃朋友团队、深圳市布果广告有限公司、上海爱维码青年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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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年度审计服务 

人本集团公司 画册印刷服务 

汕头市潮南区和兴印刷厂 年报印刷服务 

上海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仓库管理系统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苏宁易购  梦想银行维护及功能开发 

SAP 中国-恩爱普(北京)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企业内部信息管理、咨询和 IT服务 

上海洛西亚动漫有限公司 梦想课程手册设计服务 

融艺网、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 艺术咨询 

翰威特咨询公司 人事管理咨询服务 

东方艺术中心、上海张江博雅酒店 场地支持服务 

 

2、本报告期内基金会共有 886人次志愿者提供了 41,597小时的志愿服务。 

捐赠方 提供服务 服务小时数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复旦大学、上海通用电气公司、 

中信信用卡中心等 68 家单位 

教练计划下乡支教 32,400 

深圳市鹰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信信用卡中心、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明善公益网 

分享爱慈善晚会现场服务 2,541 

GE 金融、佰草集汉方 SPA、法国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上海大众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9 家单位 

上海拍卖现场服务 376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 20 家单位 

   项目运营、行政服务及其他 4,885 

深职院义工队、渣打银行、招商地产“绿丝带”公益小组、

上海留美高中学生公益志愿者联盟等 49 家单位 

图书分拣 1,395 

合计  4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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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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5,000 元，截至审计报告日，

收到捐赠款 2,715,000 元已计入了 2013 年度的捐赠收入，收回捐赠收据 140,000 元，尚余 190,000

元未收到捐赠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