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信息 经办意见

上海市基金会年度检查报告书

（2015年度）

社 团 名 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501780738C 

报 告 日 期 2016年03月14日

上海市民政局印制

说明

一、本报告按2015年度终止时的实际情况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准确。

二、本报告书在网上填写完毕后，须经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加盖电子签章，依据《电子签名法》电子签章

与传统单位印章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年检报告书一经盖上电子签章，将视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看过并

同意年检报告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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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年3月31日前，各社会组织完成《2015年年度检查报告书》的网上填报工作，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加盖电子签章后，由系统自动提交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基金会还应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递

交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四、年检服务热线： 962200、23111483，技术咨询电话：962200、23111508，电子签章受理点咨询电

话：。

法定代表人承诺 

谨此确认，本报告书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可予以信
息公开（私人信息除外）。

2016年03月14日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501780738C

*如未换领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新证书的，请前往各级民政部门办理。

管理类别： 直接登记
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登记日期：   2008年08月14日
证书有效期：   2018年06月07日
*凡证书有效期已过期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举办者情况：
原始基金数额：  400.00万元人民币
原始基金来源： 个人出资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社会服务
“行业分类”根据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业务范围填写。如公益活动业务范围涉及多个行业的，应填写主
要行业。

住所地址：
碧波路572弄115号3幢2层（邮编：201203 

所在地街道、镇：浦东新区张江镇）
联系地址： 碧波路572弄116号10号楼5A座（邮编：201203  

所在地街道、镇：浦东新区张江镇）
*未办理住所变更手续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住所用房情况：租赁
联系人：王翠瑶 职务：财务助理 手机： 13636602919
电子邮件： wangcuiyao@adream.org
联系电话： 021-68587100 单位传真： 021-60470338
是否举办网站：是 网站地址： www.adream.org

二、人员情况

（一）从业人员情况（从业人员中不含理事）
           1、从业人员总数  35人；

其中，专职人员（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35人， 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 0人；
企事业单位在职 0人，离退休返聘 0人，其他 0人。

            2、年龄结构：35岁以下  25人， 36-50岁  10人， 51-60岁 0人， 60岁以上  0人。

            3、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  0人， 大学本科及专科  26人
硕士及以上  9人， 留下半年以上归国人员  0人。

            4、工作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  0人，
从事岗位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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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工作人员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0人，人大代表  0人，政协委员 0人。

            6、专、兼职人员中具有行政级别：省部级及以上  0人， 厅局级  0人， 处级 0人。

            7、志愿者数  901， 志愿劳动时间  133614小时。

 “专职工作人员”是指以基金会工作为主要职业，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或直接从基金会领取报酬的人员，包括：在原单位保留人事关系，
被委派或者受聘到基金会工作的人员；离退休返聘或者再就业的人员；社会招聘人员等。

            “志愿者”是指本年度曾在基金会志愿劳动，不领取薪酬的人员。
           “志愿劳动时间”是指本年度志愿者为基金会志愿 劳动的累计时间。
*（二）理事监事信息
1.负责人总数2 ，其中女性数1 
*负责人总数指在基金会中担任副秘书长以上职务的人数
理事数7 监事数 3 
2.参政议政情况
理事监事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0人、人大代表0人、政协委员0人；
理事监事中具有行政级别：省部级0人、厅局级0人、处级0人
（三）法定代表人（理事长）情况

姓名：潘江雪 政治面貌：群众 性别：女
文化程度：硕士 身份证件：身份证 证号： 110106197102155128
离退休否：否 电话： 021-68587100 专职/兼职：专职
工作单位：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
其他职务：无

（四）秘书长情况

姓名：胡斌 政治面貌：群众 性别：男
文化程度：本科 身份证件：身份证 证号： 110105196611081517
离退休否：否 电话： 021-68587100 手机： 13564641532
专职/兼职：专职 工作单位：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其他职务：无
（五）明细情况
1、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

务
任职时间

本年度出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
领取的报酬(人
民币元)

其他工作单位及
职务

1 潘江雪 女 1971-02-15 理事长 2008-08-14 2 474718.00 无

2 吴冲 男 1969-12-28 副理事长 2008-08-14 2 17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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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胡斌 男 1966-11-08 秘书长 2008-08-14 2 315330.00 无

4 刘蔓 女 1964-04-15 理事 2008-08-14 2 0.00 
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销售交易
部董事总经理

5 史俊明 男 1975-06-22 理事 2008-08-14 2 0.00 大成律师事务所
上海分所合伙人

6 涂子沛 男 1973-05-30 理事 2013-12-17 2 0.00 阿里巴巴集团副
总裁

7 崔允漷 男 1963-01-05 理事 2015-10-13 2 0.00 

华东师范大学课
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

说明：上表按照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顺序填写，如有兼任情况，
如副理事长兼任秘书长，填写兼任职务。
2、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任职时间
本年度出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本年度在基金会领
取的津贴(人民币元)

其他工作单位及职
务

1 沈至诚 女 1951-12-09 2008-08-14 2 0.00
上海色织七厂原厂
长，监事长、党建

联络员

2 陈劲 男 1968-06-21 2013-12-17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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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信用卡中
心总裁

3 刘渊 男 1970-01-17 2013-12-17 2 0.00
上海怡安翰威特咨
询有限公司大中华

区总裁

3、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潘江雪 群众 1971-02-15 硕士 基金会理事长

胡斌 群众 1966-11-01 本科 秘书长

吴冲 群众 1969-12-28 硕士 副理事长

朱秋霞 群众 1979-10-14 本科 管理部总监

韦玲 群众 1988-03-10 本科
管理部副总监财务

经理

伍世燕 群众 1985-11-09 本科
合作发展部副总经

理

夏腾飞 群众 1990-11-09 本科 火堆总经理

陈松 群众 1984-10-06 本科
课程运营部高级项

目经理

谢鹏 群众 1984-11-23 本科 课程运营部副总监

巩海霞 群众 1974-05-09 本科
课程运营部高级项

目经理

徐冲 群众 1986-08-08 本科 深圳办公室副总监

张霞 中共党员 1988-11-15 本科
课程运营部项目主

管

陈溯悦 中共党员 1991-06-05 硕士
课程运营部项目主

管

周丹菁 群众 1978-09-15 本科 人力资源部主管

温育灵 群众 1982-01-13 本科
梦想课程研究院部
门助理总经理

吴玥 中共党员 1980-03-01 硕士 课程服务部经理

蒋俊 群众 1980-09-30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总经

理

王翠瑶 群众 1990-05-29 本科 管理部财务专员

潘晨煜 群众 1992-12-06 本科 管理部专员

肖茜 中共党员 1988-01-25 硕士 理事长办公室专员

阮善骏 群众 1990-03-27 硕士 理事长办公室专员

郑渠 中共党员 1988-12-08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项目

主管

赵佳韵 中共党员 1993-06-21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项目

专员

张婷 中共党员 1991-03-29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项目

专员

郎筠 群众 1983-09-19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项目

专员

俞丽佳 群众 1981-06-07 本科
管理部部门助理总

经理

朱珠 群众 1986-05-13 硕士 品牌传播部总经理

谢芳 群众 1973-01-27 本科
北京办公室项目主

管

葛明 群众 1991-09-18 本科 信息技术部IT专员

张晖 群众 1968-11-18 本科 信息技术部副总监

王洪琦颉 共青团员 1990-01-23 本科
梦想课程研究院项

目主管

钟晨 群众 1989-09-28 硕士 火堆高级项目专员

任姣姣 中共党员 1986-01-14 硕士
课程服务部项目主

管

陆静雯 群众 1985-08-30 本科
教师发展学院副总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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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记录)

欧阳嘉力 中共党员 1990-07-12 本科 北京办公室项目专
员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68835.72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三、党建情况

（一）*从业人员中党员总数 7，其中，专职工作人员中党员数 7人。
党组织关系在本社会组织的党员数 0，本年度发展发展新党员 0人。

（二）党组织情况：

       1、党建形式：党的工作小组

      2、党组织隶属关系：属地党组织

      3、党组织负责人：其他人员

（三）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否

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否

基金会建立多层党组织的，“党建情况”中填写最高层党组织。

四、 涉外活动情况（下列具体情况请在总结中予以说明）

“涉外”指外国国家或者地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1、涉外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单位
所属国家
或地区

项目经费人民币元
合作项目内容简介

境内 境外

1 长期战略合作
真爱梦想中国
教育基金有限
公司

中国香港 0.00 0.00 
达成长期合作，捐赠款
项包括福特评估和梦想
中心

      2、参加国际会议情况   (无记录)

      3、参加国际组织情况   (无记录)

五、 信息公开情况

（一）是否举办刊物是 否

基金会既有公开发行刊物，又有内部发行刊物的，填写“举办刊物情况”时，选取公开发行刊物。

（二）上年度年检工作报告摘要是否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是 否

刊登报刊名称：中国社会报社会组织周刊？ 刊登日期：2015-11-01 

（四）2015年度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五）2015年度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2015-07-01 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十大女性公益
推动者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2015-12-01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六）公布募捐公告

（公募基金会填写）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真爱梦想官方网站www.adream.org 2015-01-01
（七）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填写制度名称）

1 真爱梦想官方网站
www.adream.org 2015-01-01 <<真爱梦想财务内部管理制度>>《真爱梦想专

项基金管理办法》

（八）公布收入和支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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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真爱梦想官方网站www.adream.org 2016-05-14
（九）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年报 2016-05-14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和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发展中心为关联方

刊载媒体包含网络媒体，媒体名称写网站名称和网址

六、内部制度建设

机构管理 分支 ( 代表 ) 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行政专员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行政专员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33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30 养老保险  30 医疗保险  33
工伤保险  33 生育保险  30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制度有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公益救济性捐赠票据 社会团体单位统一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电话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王美华 出纳 021-68752433 有 无

赵德强 CFO 021-68752433 有 无

俞丽佳 会计 021-68587100 有 无

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

定
包含在什么制度中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
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财务管

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财务管

理制度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真爱梦想项目计划及管理程序/财务管

理制度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保值

增值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保值

增值制度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
例标准

有 无 真爱梦想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保值
增值制度

七、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1、本年度变更登记情况

变更事项 是否发生变更 是否办理变更登记

名称 否 否

业务范围 否 否

住所 否 否

法定代表人 否 否

基金会类型 否 否

原始基金数额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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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否 否

2、本年度章程修改情况 条款修改，已登记

3、本年度会务情况
章程规定应当每年召开理事会（ 2）次，

本年度实际召开（2 ）次。

八、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机构、办事机构、经营性实体基本情况

*分支机构指基金会按业务领域划分的分会，专业委员会等等，代表机构指基金会按照地域划分的分会、代表处、办事处等。“专
项基金”是指捐赠单位或捐赠人以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为目的，在基金会的基本账户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按照捐赠方的意
愿，专款专用，并遵守本办法管理的专项资金。实体机构指基金会投资占股的经营性实体机构。

分支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

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
手续的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

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
手续的

0 个

专项基金管理机
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

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
手续的

0 个

办事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

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
手续的

0 个

实体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其中已办理成立

登记手续的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其中已办理注销
手续的

0 个

1、分支机构情况（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无记录)
2、代表机构情况（已办理成立登记手续的）

   (无记录)
3、专项基金情况

序号 名称 设立时间

是否开立
基本账户
或一般账
户

开户银行、开户名
称、账号

基金简介

1 芝麻信用专项基
金

2015-07-23 无

招商银行上海新客
站支行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
121907497910505

芝麻信用公益基金的宗旨是开
展信用教育，推广信用理念。

2 公益伙伴专项基
金

2015-10-23 无

招商银行上海新客
站支行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
121907497910505

“公益伙伴基金”的设立旨在汇
集更多社会资源，加强政府、
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之间的
互动，推动公益组织健康良性
发展，展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的公益形象。

3 第一反应专项基
金

2015-09-16 无

招商银行上海新客
站支行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基金会
121907497910505

第一反应以普及应急急救知识
领域未来5年让更多中国人完成
应急救援培训，未来10年让
10%的中国人成为合格的第一
反应人为目标。并为真爱梦想
等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提供急救
应急的公益课程培训。

4、办事机构情况（已办理备案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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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5、实体机构情况

   (无记录)

九、财务情况

（一）资产及收支情况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94219965.23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14021751.75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80198213.48元。

本年度收入合计：100405263.79元

其中，1、捐赠收入：92296249.51元

                2、提供服务收入：0.00元

                3、商品销售输入：0.00元

                4、政府补助（资助）收入：298200.00元

                5、投资收益：7740909.72元

                6、会费收入：0.00元

                7、其他收入：69904.56元

本年度费用合计：62127510.13元

其中，1、业务活动成本：57567538.89元，其中公益事业支出：57567538.89元
                2、管理费用：2715670.58元 （其中工资福利：2307557.24元，办公开支：390525.62元，
其他：17587.72元）

                3、筹资费用：1844300.66元

                4、其他费用：0.00元
本年度净资产合计：132497718.89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19354750.50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113142968.39元。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本年度收入合计-本年度费用合计=本年度净资产合计）

（二）记账情况

1.人民币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帐号：121907497910505 

2.外币币种：美元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帐号：121907497932601 
3.记账情况：专职财务人员记账

（三）财务报表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22579789.39 17641369.10 短期借款 61 5619759.18 4830204.18 

短期投资 2 72493027.30 115656174.78 应付款项 62 1362975.47 1197255.85 

应收款项 3 75900.40 154731.78 应付工资 63 15038.10 30348.42

预付账款 4 236928.00 190663.98 应交税金 65 0.00 0.00

存货 8 3856431.45 2250153.78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14543.43 925594.99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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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债权

投资

其他流动资

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99256619.97 136818688.41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

计
80 6997772.75 6057808.45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

资
21 0.00 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

资
24 0.00 0.00 长期借款 81 0.00 0.00

长期投资合

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00 0.00

其他长期负

债
88 0.00 0.0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

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

价
31 418188.65 549108.65

减：累计折

旧
32 258737.27 342112.94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

值
33 159451.38 206995.71

受托代理负

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

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6997772.75 6057808.45

固定资产清

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59451.38 206995.71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1801666.63 1529843.22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

资产
101 80198213.48 113142968.39

受托代理资

产：

限定性净资

产
105 14021751.75 19354750.50

受托代理资

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94219965.23 1324977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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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60 101217737.98 138555527.34
负债和净资产

合计
120 101217737.98 138555527.34

业 务 活 动 表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上年累计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078960.42 72674565.09 74753525.51 19102418.37 73193831.14 92296249.51

会费收入 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3.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140000.00 0.00 140000.00 0.00 298200.00 298200.00

投资收益 6 5058669.07 0.00 5058669.07 7740909.72 0.00 7740909.72

其他收入 9 16296.66 0.00 16296.66 69904.56 0.00 69904.56

收 入 合 计 11 7293926.15 72674565.09 79968491.24 26913232.65 73492031.14 100405263.79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2960956.87 0.00 52960956.87 57567538.89 0.00 57567538.89

其他:  梦想中心 13 48087962.77 0.00 48087962.77 50665296.43 0.00 50665296.43

梦想书屋 14 62339.00 0.00 62339.00 600.00 0.00 600.00

壹乐园 15 305823.50 0.00 305823.50 99205.20 0.00 99205.20

其他 16 4504831.60 0.00 4504831.60 6802437.26 0.00 6802437.26

（二）管理费用 21 2380384.85 0.00 2380384.85 2715670.58 0.00 2715670.58

（三）筹资费用 24 313753.56 0.00 313753.56 1844300.66 0.00 1844300.66

（四）其他费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 用 合 计 35 55655095.28 0.00 55655095.28 62127510.13 0.00 62127510.13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71545580.15 -71545580.15 0.00 68159032.39 0.00 68159032.39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列）

45 23184411.02 1128984.94 24313395.96 32944754.91 73492031.14 106436786.05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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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92594449.51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0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69904.56

现金流入小计 13 92664354.07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53913771.54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4708579.63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497264.77

现金流出小计 23 60119615.9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32544738.1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276510047.13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29395.71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0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00

现金流入小计 34 276539442.84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21662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311961680.6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312178300.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5638857.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0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债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0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1844300.66

现金流出小计 58 1844300.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1844300.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4938420.29

十、公益活动情况

（一）捐赠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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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捐赠收入  92594449.51  0.00  92594449.51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88367923.73  0.00  88367923.73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2163575.40  0.00  32163575.4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55755146.53  0.00  55755146.53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4226525.78  0.00  4226525.78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4226525.78  0.00  4226525.78

来自境外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
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0.00 0.00 0.00

三、本年度受助人数共计（2300000）人

“境外”指外国国家或者地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来自境外的捐赠”是指来自下列捐赠人的捐赠：境外人员，境外法人或
其他组织及其在内地设立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在内地登记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捐赠作为“来自境内的捐赠”。
（二）公益支出情况 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79968491.24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79968491.24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7567538.89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4474060.01
行政办公支出 466266.37
其他支出 -380355.14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71.99%（综合两年79.89%，
综合三年0.00%）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7.95%（综合两年7.77%，
综合三年7.81%）

说明：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上年收入中时间限定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

财务报表附注（如对财务报表中的相关问题需进行阐述或说明，请填写此栏）：

1.根据《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对公益支出的规定，2015年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
公益事业支出中，有2249814元的项目人员薪酬支出，这部分支出同时计入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
出，成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因此在（二）
公益支出情况表中，“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重复计算了2249814
元。我基金会的“其他支出”应为1869458.86元，现为使得总支出总数与业务活动表中总数一致，因
此在“其他收入”中做了重复项抵扣，1869458.86-2249814=-380355.14元。 2.由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于2014年1月份刚刚转制为公募基金会，因此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综合近
两年比例有数据，而综合近三年比例则无数据。 3.我基金会章程中规定，理事中领薪理事的人数不
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015年期间，原领薪的理事吴冲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秘书长一职，
辞职申请提出后基金会即停止给他发放薪酬，只为他缴纳了期间的社保公积金，直至辞职申请正式
生效。后胡斌先生代替吴冲先生担任秘书长一职并正式领薪。因此我基金会领薪的理事人数实质上
为2个人，皆因人选更换导致重复计数，符合章程规定。特此说明

（三）一个或两个指标比例未达标的原因说明

基金会公益支出比例如因上年度总收入中限定性收入的影响而未达到条例的要求，
可在公益支出情况中加以说明。如公益支出比例已达到条例的要求，可不填写。

1.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00（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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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
请说明具体情况: 

2.其他原因：

（四）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本表列示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张小雷 20000000.00 0.00
1910616.05元冠名梦想
中心，18089383.95元为
非限定储备池捐赠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5222004.73 0.00

200000为品牌宣传捐
赠，40471.47元火堆平
台搭建，388924元火堆
项目实施，1013010元
为第一反应专项基金，
3579599.26元为梦想中
心项目捐赠

说明：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五）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共开展了（6）项公益活动，年度受助人数（2300000）人，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本年度收入 项目本年度支出 项目介绍

梦想中心 59340692.18 50665296.43

梦想中心，是一个设计独特、分布在各
个偏远地区学校中的标准化多媒体教
室。基本配置为：图书1300册、彩色可
移动桌椅若干、联网Pad若干、投影仪一
台、500G移动硬盘。孩子们在充满现代
感和活跃气氛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开阔视
野，更可以产生对知识的尊重，享受学
习的乐趣。

梦想大篷车 2004149.60 1916849.15
梦想大篷车是便捷版的梦想中心，以移
动的方式，帮助偏远地区的孩子学习有
价值的课程，推动素质教育的均衡化。

梦想教练计划 1028523.30 871069.46 梦想教练计划是为一线教师量身定制的
公益教师培训项目

火堆 1509592.63 145641.20

火堆公益是一个为公益变π提供专业服务
的平台，帮助初创期NGO，有公益梦想
的个人或团体公益梦想连接资源，提供
公益咨询服务，帮助公众众筹，促进公
益人的发展，火堆公益由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内部孵化的独立团队创建并运
营。

去远方 314195.25 358786.07

《去远方》是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推出的一门素养教育课程，通过引导学
生的团队合作制定一份旅行计划，初步
掌握外出旅行的基本技能，包括确定目
的地，制定旅行线路，控制风险等。去
远方活动面向全国梦想中心学校并开设
梦想课程《去远方》的班级，学生运用
在课程中学到的方法和知识，制作并提
交一份预算上限为1.5万元时间为7天的
旅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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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鞋发放项目 4204914.00 4089378.50 用于梦想中心学校孩子们的物资发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
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六）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用于
受助人的
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执
行、监督
和评估费
用

人员
报酬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固
定资产费
用

宣传推广
费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梦想中心
项目

59340692.1838163405.594774.01 91087.80 0.00 0.00 53724.46 149586.2738312991.86

合计 59340692.1838163405.594774.01 91087.80 0.00 0.00 53724.46 149586.2738312991.86
说明：
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包括2年）。
二、“项目直接运行费用”按照《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列支。

（七）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占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梦想中心项目
上海达迅电脑有限
公司

3242800.00 5.63 用于购买梦想中心
电脑投影仪等。

梦想中心项目
上海至正科技有限
公司

8263000.00 14.35 购买梦想中心的平
板电脑

梦想中心项目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有限公司

4297083.25 7.46 购买梦想中心图
书。

合计 15802883.25 27.44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5%以上的，
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八）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无记录)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人民币元）
上年发生额

（人民币元）

封闭式基金处置收益 5365576.33 4847655.12
货币基金处置收益 1555288.20 11439.05
国债逆回购收益 0.00 114626.90
券商集合资管计划分红收益 0.00 84948.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处置收
益

7740909.72 0.00

合计 14661774.25 5058669.07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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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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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
发展中心

0.00 0.00 4204039.93 0.00

关联方占用基金会资金

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金额 坏账准备 百分比 金额 坏账准备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00 0.00 3906.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收
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预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
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预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00 0.00 0.00 147731.78 0.00 0.00
1-2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147731.78 0.00 0.00
2、应收款项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上海真爱梦
想公益发展
中心

0.00 3906.00 0.27 2015-12-01 提前支付
2015年款项

员工出差备
用金

0.00 143825.78 0.73 2015-12-01 员工出差备
用金

合计 0.00 0.00 147731.78 1.00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人民币元）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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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内 236928.00 0.00 0.00 190035.98 0.00 0.00
1-2年 0.00 0.00 0.00 628.00 0.00 0.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36928.00 0.00 0.00 190663.98 0.00 0.00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年末账面余额
（人民币元）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上海新张江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0.00 3800.00 1.99 2015-12-01 发票未到

深圳圳阳仓
储有限公司

0.00 548.00 0.29 2015-12-01 发票未到

上海诺为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0.00 80.00 0.04 2015-12-01 发票未到

深圳市易诚
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0.00 45.00 0.02 2015-12-01 发票未到

上海顺行天
下票务代理
有限公司

0.00 17693.18 9.28 2015-12-01 发票未到

上海易上文
化传播有限
公司

0.00 5000.00 2.62 2015-12-01 发票未到

深圳市港湾
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

0.00 10000.00 5.24 2015-12-01 发票未到

内江市东兴
区西雅博凯
酒店

0.00 10000.00 5.24 2015-12-01 发票未到

四川师范大
学

0.00 9160.00 4.81 2015-12-01 发票未到

四川师范大
学后勤集团

0.00 1500.00 0.79 2015-12-01 发票未到

青岛黄海饭
店

0.00 10007.00 5.25 2015-12-01 发票未到

上海博伦教
育科技有限
公司

0.00 2970.00 1.56 2015-12-01 发票未到

中华慈善总
会

0.00 20000.00 10.49 2015-12-01 发票未到

河南豫纺宾
馆

0.00 10000.00 5.24 2015-12-01 发票未到

员工报销 0.00 89860.80 47.14 2015-12-01 发票未到

合计 0.00 0.00 190663.98 100.00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梦想中心项目 4898259.18 0.00 370546.48 4527712.70
壹乐园项目 721500.00 0.00 591500.00 130000.00
员工报销以及奖金 0.00 0.00 0.00 172491.48

合计 5619759.18 0.00 962046.48 302491.48

十一、年度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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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描述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5年，真爱梦想开启了一个“开源”的素养教育平台，与公益共创者、业余教育家共建多姿多彩的教育生态。
     2015年，我们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完成了460间梦想中心的建设，普及更多的梦想课程，让更多的小朋友到梦
想中心上课，走向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2015年，教师发展学院完成3场局长工作坊的培训，参与局长达178人次，计划为100人；完成了种子教师培训5场，
总计534人次，计划为300人次；对老师和局长们的培训，更好的宣传了基金会素养教育的理念。
     2015年，真爱梦想设立的第一反应专项基金、芝麻信用专项基金、公益伙伴三个专项基金，不仅为基金会开拓了新
的筹款渠道，扩大了筹款来源，提供了1250万的捐赠收入。而且在为梦想中心提供增值服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提升基金会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增加了新的途径和支持。
     2015年，课程服务部全年培训7249名新学校老师；高效的传播了基金会的理念。
     2015年真爱梦想更好的使用了媒体资源。在年报发布会、99公益日、梦想好课堂、智慧教育展、分享爱等项目中，
都使用了媒体传播资源，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使用了调研机构对比传播效果。在99公益日中，真爱梦想第一次针对
品牌传播效果进行了调研。99公益日传播。利用了地铁传媒和微信自媒体，曝光人次4.9亿以上。
     2015年，真爱梦想品牌部成功举办了年报发布会和深圳分享爱晚宴，在这两场标志性的大会里，真爱梦想筹款总额
再创新高也标志着社会各界的认可，最重要的是这些认可可以给更多的孩子带去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十二、下年度工作计划（200－500字）

    2016年，素养教育服务体系的运营将大幅进化，我们提高了38%的运营经费，试图在素养教育这个全社会关注的领
域继续发力。原先的课程发展中心进化为
    2016年，我们希望通过改进和分享自身的工作标准与模式，为公益圈的生态发展提供一个进化的启示：“入梦”
——我们希望捐赠人可以更多的走进梦想中心，促成他们与受益人的直接联结，并形成紧密的互动；“成真”——我们
希望更多的志愿者、捐赠人和合作方可以走进真爱梦想，成为公益共创者；“看我”——我们希望真爱梦想最关切的群
体——孩子们，能够更多地被看见，给予他们更广阔的舞台，展现其最真最自信的一面。
    2016年，我们期望在公益领域继续发挥影响力。近十年，中国公民前所未有的参与到中国社会的治理中，深刻地改
变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之中，青年群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已经智慧地行动起来，通过自身的努力承担
起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责任。面对迅速变化的陌生的未来，真爱梦想始终不忘初心，以不惧失败、积极调整、进化迭
代的方式向未知的远方前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旅程，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尝试。

十三、审计报告结论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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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单位： 大华会计律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 袁莉朱晓菁

审计日期：  2016-03-26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216323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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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监事意见

姓名 日期 意见

沈至诚 2016-03-26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陈劲 2016-03-26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刘渊 2016-03-26 同意审计报告意见

“监事意见”栏目填写监事对基金会在报告期内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章程开展公益活动、
接受和使用捐赠、财务状况、信息公布等情况的意见，需监事本人签字。
监事有不同意见的，需单独注明并签字。

十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年检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年检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或新成立）未参加”、“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按规定
申报”）
（二）评估情况：

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AAAAA，有效期自2008年至2018年。

（三）税收优惠资格取得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取得过税收优惠资格？ 是 否

取得的优惠资格的类型（可多选）：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财税【2010】45号
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浦税35-15（2014）1406045610
上一年度应缴税总额（元）0.00 （其中应缴营业税0.00元， 应缴所得税0.00元、

缴其它税费0.00元）

*2013年未缴税的可填0

（四）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无记录)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上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改进建议书？ 是 否

十六、审批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

年检合格

经办人：上海市社团管理局

2016年06月28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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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已上传附件

53310000501780738CSJBG.pdf 查看 下载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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