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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大华审字[2015]0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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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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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

括：（1）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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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

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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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基金会 2015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57,567,538.89 元，2014 年度收

入总额 79,968,491.24 元，2015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 2014 年度总收入

的比例为 71.99%；2015 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4,474,060.01 元，

行政办公支出 466,266.37 元，合计 4,940,326.38 元，占 2015 年度总

支出 62,127,510.13 元的比例为 7.95%。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5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1 页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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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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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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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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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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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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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3,021.54   22,579,788.39 

其中：人民币   15,750,604.60   21,811,865.03 

美元 200,569.32 6.4936 1,302,416.94 125,498.18 6.1190 767,923.36 

其他货币资金   588,347.56   1.00 

其中：人民币   588,347.56   1.00 

合计   17,641,369.10   22,579,7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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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6,174.78  

开放式基金 8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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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56,174.78 72,493,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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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005 兴业货币 成本法 25,707,933.95 25,061,500.00 25,707,933.95 

166015 中欧货币 B 成本法 10,659,869.15 10,594,674.78 10,659,869.15 

001221 国联安鑫富 A 成本法 77,820,038.91 80,000,000.00 80,932,840.47 

 合计   115,656,174.78 117,300,6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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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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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31.78 95.48  20,747.40 27.34  

1-2 年（含 2 年）       

2-3 年（含 3 年）    55,153.00 72.66  

3 年以上 7,000.00 4.52     

合计 154,731.78 100.00  75,900.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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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35.98 99.67 236,928.00 100.00 

1-2 年(含 2 年) 628.00 0.33   

合计 190,663.98 100.00 236,928.00 100.00 

(五) 存货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库存商品 2,250,153.78  2,250,153.78 

合计 2,250,153.78  2,250,153.78 

续： 

项目 
年初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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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待摊费用 

项目 年末价值 年初价值 

大篷车项目车辆租赁费 861,993.09  

服务器托管费 49,333.32 6,666.70 

域名使用费 14,268.58 7,876.73 

合计 925,594.99 14,5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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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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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188.65 130,920.00  549,108.65 

其中：电子设备 418,188.65 130,920.00  549,108.65 

累计折旧合计 258,737.27 83,375.67  342,112.94 

其中：电子设备 258,737.27 83,375.67  342,112.94 

账面净值合计 159,451.38   206,995.71 

其中：电子设备 159,451.38   206,995.71 

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电子设备     

账面价值合计 159,451.38   206,995.71 

其中：电子设备 159,451.38   206,9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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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79.65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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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 245,700.00 160,000.00 2,085,700.00 

其中：软件 2,000,000.00 245,700.00 160,000.00 2,085,700.00 

累计摊销额合计 198,333.37 357,523.41  555,856.78 

其中：软件 198,333.37 357,523.41  555,856.78 

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其中：软件     

账面价值合计 1,801,666.63   1,529,843.22 

其中：软件 1,801,666.63   1,529,843.22 

(九) 应付款项 

账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1 年以内（含 1 年） 4,830,204.18 5,619,759.18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2015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第 11 页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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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4,917.87 3,992,471.46 4,110,360.17 1,127,029.16 

职工福利费 65,000.00 8,577.00 65,984.00 7,593.00 

社会保险费 30,597.60 420,791.55 402,235.46 49,153.69 

住房公积金 3,780.00 52,220.00 50,400.00 5,600.00 

其他 18,680.00 68,800.00 79,600.00 7,880.00 

其中：劳务费 18,680.00 68,800.00 79,600.00 7,880.00 

合计 1,362,975.47 4,542,860.01 4,708,579.63 1,197,255.85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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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8.10 329,002.77 313,692.45 30,348.42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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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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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8,213.48 14,021,751.75 94,219,965.23 

加：本年度净资产变动额 32,944,754.91 5,332,998.75 38,277,753.66 

本年年末余额 113,142,968.39 19,354,750.50 132,497,718.89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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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2,418.37 73,193,831.14 92,296,249.51 

政府补助收入  298,200.00 298,200.00 

投资收益 7,740,909.72  7,740,909.72 

其他收入 69,904.56  69,904.56 

合计 26,913,232.65 73,492,031.14 100,405,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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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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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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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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40,692.18 58,927,735.06 

布鞋发放项目 4,204,914.00 3,968,880.00 

专项基金 3,514,050.90  

梦想大篷车 2,004,149.60  

火堆 1,509,592.63  

梦想教练计划 1,028,523.30 1,390,000.00 

壹乐园项目 156,083.60 1,040,100.00 

透明化系统支持  2,257,831.38 

其他 1,435,824.93 5,090,018.65 

合计 73,193,831.14 72,674,5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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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雷 1,910,616.05 18,638,054.12 20,548,670.17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5,222,004.73  5,222,004.73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4,089,150.00  4,089,150.00 

荣耀 honor-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 4,050,000.00  4,050,000.00 

陕西榆林市神木县教育局 3,150,000.00  3,150,000.00 

苏宁控股集团 2,000,000.00  2,000,000.00 

山西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局 1,700,000.00  1,700,000.00 

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 1,600,000.00  1,600,000.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1,500,000.00  1,500,000.00 

龙先生 1,200,000.00  1,200,000.00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1,159,969.73  1,159,969.7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00  1,050,000.00 

第一反应专项公益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芝麻信用专项信用公益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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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 
上年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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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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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00.00  

民工子弟支持计划示范项目   

合计 298,200.00 1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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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576.33 4,847,655.12 

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1,555,288.20 11,439.05 

国债逆回购收益  114,626.90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分红收益  84,948.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处置收益 820,045.19  

合计 7,740,909.72 5,058,669.07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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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67,538.89 52,960,956.87 

管理费用 2,715,670.58 2,380,384.85 

筹资费用 1,844,300.66 313,753.56 

合计 62,127,510.13 55,655,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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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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2,991.86 37,345,012.58 

梦想中心运营 12,352,304.57 10,742,950.19 

梦想书屋 600.00 62,339.00 

壹乐园项目 99,205.20 305,823.50 

其他 6,802,437.26 4,504,831.60 

合计 57,567,538.89 52,960,956.87 

注：其中支付给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的成本支出为 4,204,039.93 元。 

3、 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职工薪酬 2,008,923.28 1,757,166.00 

交通差旅费 190,668.71 146,634.40 

员工社保及公积金 225,722.54 163,648.48 

劳务费 57,800.00 60,100.00 

通讯费 22,830.46 33,719.28 

工作餐费 2,967.00 3,381.50 

办公费 143,951.29 189,772.90 

商业保险 15,111.42 

25,962.29 培训费 24,708.16 

其他 22,987.72 

合计 2,715,670.58 2,380,384.85 

4、 筹资费用 

类别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筹款活动 274,059.60 100,827.68 

日常筹款 78,678.83 38,300.98 

品牌宣传 1,096,521.63 177,397.00 

汇兑损益  -2,772.10 

公募推广 245,040.60  

网站推广 150,000.00  

合计 1,844,300.66 313,7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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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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718.00 15,156.88 

吴冲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 

奇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792.50 3,593.10 

胡斌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315,330.00 15,1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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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子沛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无 无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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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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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长办公室 6 877,149.14 

管理部 15 631,477.00 

公募部 1 116,392.00 

品牌部 10 383,954.97 

教师发展学院 6 365,677.02 

课程研究院 3 219,629.61 

课程运营部 17 1,398,191.72 

合计 58 3,992,471.46 

人均月工资   5,7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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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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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收入 

费用 

梦想中心建设

硬件采购、物流

及人工费用 

交通差旅费 
平板电脑检

测费 
盘盈盘亏 其他费用 总计 

梦想 

中心 
59,340,692.18 38,163,405.59 91,087.80 18,700.00 19,494.42 20,304.05 38,312,991.86 

*梦想中心项目收入与费用之间的差额，为后续 5 年的培训运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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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969.73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 接受劳务 4,204,0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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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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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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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名称 来源 时间 单位 数量 单价 账面原值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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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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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MIS） 购入 2014/3/1 台 1 137,220.00 137,220.00 办公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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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 购入 2015/11/9 台 1 130,920.00 130,920.00 
 

合计     
  

  549,1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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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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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视 79 台、Seewo 互动大屏 1 台、联想 pad36 台、联想台

式电脑 6 台、先临 3D 桌面打印机 4 台、先临 3D 桌面扫描仪 1 台、罗技摄像头 1 个、pvc

地板 135 平米、定制课桌椅 24 套、移动书写板各 1 套、办公桌椅 69 套、办公装饰玻璃贴及

软木板 1 套、衣服 20 件、联想书包 30 个、笔记本 300 本、分享爱矿泉水 300 瓶、分享爱葡

萄酒 210 瓶、中兴手机 1 部、话剧票、音乐剧入场券、《小王子》《火星救援》电影票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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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奖励”项目、分享爱

筹款晚宴、基金会办公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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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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兹贝格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大朴室内设计有限

公司、高觅（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等 4 家单位及 72 位个人 

梦想中心设计服务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中国银联、四季酒店、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

中心、深圳韦玥创意投资有限公司、中信爱信汇、荣耀 honor、深圳

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珠江在线、深圳关爱行动、浙江敦和慈

善基金会、飞亚达、北京百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艺邦美术

活动中心、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鹰尚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

单位 

年报发布会及筹款晚宴策划服

务 

WorkFcae,四季酒店，东方艺术中心 年报发布及公益活动场地赞助 

上海承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办公场地赞助 

深圳市明尚视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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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教育展望、当代教育家、当代教育科学、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东方教育时报、中国教师报、南方都市报凤凰网、文汇报、中国慈

善家、基金会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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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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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恒天公司、蓝凌科技有限

公司、UMU 创新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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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 

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会计服务 

灵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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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平和国际双语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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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小朋友表演·小小爵士乐，曾同心儿童表演《心中梦想》 演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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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报告期内基金会共有 901 人次志愿者提供了 1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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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通用电气、伊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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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6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中国银联、四季酒店、深圳韦玥

创意投资有限公司、中信爱信汇、荣耀 honor、深圳市

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珠江在线、深圳关爱行动、浙

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飞亚达、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北京保利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等 24 家单位及 330 位个人 

分享爱慈善晚会现场服务 65,733 

上海承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肯耐珂萨人才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单位及 15 个个人 
项目运营、培训行政服务及其他 1,790 

伍兹贝格建筑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大朴室

内设计有限公司、高觅（上海）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等 4 家单位及 72 位个人 

梦想教室设计 2,379 

113 位个人 年报发布会 904 

10 位个人 上海梦想课程支持项目 1,752 

合计  1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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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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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586.42 元，截至审

计报告日，收到捐赠款 3,700,586.42 元，尚余 605,000.00 元未收到捐赠款。 

 

单位负责人：潘江雪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德强 编制人：赵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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