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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大华审字[2016]020009号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理事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

中心”）财务报表，包括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5 年

度的业务活动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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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发展中心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

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

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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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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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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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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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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

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发展中心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5 年度的业务活动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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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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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沪民证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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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斌。 

(二) 发展中心的业务性质和经营范围 

发展中心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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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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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财务报表业经发展中心理事会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批准报出。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发展中心以持续经营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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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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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了报告期发展中心的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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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发展中心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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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将予以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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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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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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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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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凭据上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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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存货 

1、 存货的分类 

存货是指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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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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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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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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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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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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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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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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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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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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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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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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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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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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可能流入发展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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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发展中心为开展业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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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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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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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净资产 

1、 净资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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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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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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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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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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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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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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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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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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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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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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心主要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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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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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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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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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存款 1,018,242.43 934,8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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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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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22.19 100.00     

1-2 年（含 2 年）    25,398.00 100.00  

合计 173,122.19 100.00  25,398.00 100.0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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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70.00 100.00 2,700.00 100.00 

(四) 待摊费用 

项目 年末价值 年初价值 

办公室房租     6,841.00 

宽带费    4,000.00 

合计    10,841.00 

(五) 应付款项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6,610.30 2,691.51 

1-2 年（含 2 年） 285.00  

合计 6,895.30 2,691.51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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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132.47 1,988,005.42 2,104,826.63 687,311.26 

职工福利费  39,475.30 39,475.30  

社会保险费 15,569.90 206,570.60 204,432.40 17,708.10 

住房公积金 2,100.00 26,180.00 26,180.00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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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4,046.96 303,024.96 291,721.05 25,350.87 

其中：劳务费 14,046.96 303,024.96 291,721.05 25,350.87 

合计 835,849.33 2,563,256.28 2,666,635.38 732,470.23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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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6.06 175,883.53 163,219.09 22,240.50 

(八) 净资产 

项目 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合计 

本年年初余额 125,660.80  125,660.80 

加：本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332,567.79    332,567.79  

本年年末余额  458,228.59    458,228.59  

(九) 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收入 限定性收入 合计 

捐赠收入 4,204,039.93  4,204,039.93 

其他收入 -2,394.03  -2,394.03 

合计 4,201,645.90  4,201,64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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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935.01  3,020,935.01 

其他收入 -431.54  -431.54 

合计 3,020,503.47  3,020,503.47 

捐赠收入全部来自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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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663.54 1,939,829.82 

管理费用 1,652,414.57 735,598.74 

合计 3,869,078.11 2,675,428.56 

2、 业务活动成本明细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梦想中心建设 2,216,663.54 1,939,8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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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书屋   

合计 2,216,663.54 1,939,829.82 

 

3、 管理费用明细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职工薪酬 434,147.23 160,464.37 

交通差旅费 3,409.00 122,358.23 

社保及公积金 15,157.01 24,716.38 

劳务费 25187.43 42,556.66 

通讯费 49,522.19 22,228.30 

工作餐费 5,353.10 16,998.30 

办公费 859,662.47 336,213.90 

其他 259,976.14 10,062.60 

合计 1,652,414.57 735,598.74 

八、 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九、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无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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