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应该帮助人——
实现内心的成长而不是追随外部的诱惑；
带来广阔的视野而不是蒙蔽于狭隘的格局；
坚持独立理性而非寻找标准答案；
理解多元差异而选择接纳与宽容。

深耕•公共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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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www.adream.org
电邮：service@adream.org
电话：021-68587100 / 68580739
热线/客服QQ：400-6805-893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572弄116号5幢A座
邮编：201203

官方微信

微信捐赠

支付宝捐赠

真爱梦想关注的问题
专注素养教育
教育不仅仅意味着上学—考试—毕业

素养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教育应该让孩子们拥有
独立思考和创造力

基于全人教育理念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展而

平衡人格与适应性

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理念一脉相承。其

多元价值和宽容精神

目标不在于彻底改变学习者的素质，而在于为
学习者创造与社会、与未知联结的场域，并提

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
教育还需要帮助孩子构建
看见未来、迎接未来的能力

供与情境互动探究的各种可能性。

分数不是教育成功的唯一衡量标准

为培养求真、有爱的追梦人，帮助孩子学习

求真、有爱、追梦的孩子

“处理人与未知的关系”，真爱梦想聚焦建构
各类核心素养的三方面必要过程：
求真：选择与思考；

关乎自信、从容、有尊严的中国未来
我们关注素养教育，帮助孩子看见未来
因为我们相信

教育能推动社会进步

有爱：感知与联结；
追梦：探索与行动。

真爱梦想的解决方案
核心公益产品“梦想中心”素养教育服务体系：
提供融合硬件学习空间、软件课程内容和培训服务的整体儿童素养教
育公益服务体系，具体包括五个纬度：
营造未来教室样貌：改建一间教室为“梦想中心”素养教育学习空
间；
提供素养教育课程：以“多元、宽容、创新”为核心，为基础教育阶
段孩子们创设“梦想课程”，纳入学校课程体系规范实施；
建立教师培训体系：建立以多元化、多场景、互动共创的教师“五星
成长体系”，持续地培训一线老师、校长，鼓励、陪伴教育者成为终
身学习者，成为孩子们的“梦想领路人”；
构建网络支持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教育者互动和资源支持平
台——“梦想盒子”；
走入社区家校联动：推出城市社区梦想中心，作为亲子、混龄、课余

为什么投资真爱梦想

的儿童素养教育服务延伸。

最透明的信息披露：

专注的目标：

真爱梦想是中国第一家参照上市公司标准披露年报的基金会，2011-2014

坚持以不断完善的“梦想中心”素养教育公益服务体系推动中国素养

年，连续四年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中国最透明慈善基金会”；

教育发展。我们相信：一个广泛分布又相互联结的网络系统是推动改

2019年以满分被《界面新闻》评为“中国最透明慈善公益基金会”。

变最有效的途径。

育公益服务体系服务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3710所学校，累计培训教师

高度专业化的项目管理：

持续的运营支持：

超过10万人次；2019年，新建501间学校梦想中心，全年有17067位

真爱梦想的创始人和管理层团队由来自商业机构资深管理人员、专业人士

真爱梦想为项目学校提供长达五年的运营支持和过程督导——“梦想

梦想老师为孩子们带来62万课时的梦想课程。

组成，在“梦想中心”素养教育公益服务体系的全流程中引入了成熟高效

中心”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您的捐助可以持续有效地推动改变、

的商业化管理工具。2017年真爱梦想获得ISO9001：2015认证，并成为

成就梦想。

真爱梦想的项目成果
2008年成立至今，累计募集9.42亿人民币善款；“梦想中心”素养教

中国第一家通过SGS全球全球社会组织对标审核的社会组织。

真爱梦想2020年战略目标
让孩子看见未来——受益师生和家长达到1000万人
让中国看见真爱——成为推动中国素养教育的行业标杆
让世界看见中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公益组织

可评估的效果：
高效率的团队：

真爱梦想为内部管理及“梦想中心”项目的建设、运营、课程培训、

真爱梦想从2008年成立至今12年，年度公益项目支出增长538倍。2019

课程实施等环节设定了数量化的评估指标。这个评估系统也使捐款人

年，全职雇员人均能效达155.5万元人民币。

可以了解到我们工作的绩效、策略、成绩和失误，并提出针对性的改
善建议。

可以用哪些方式支持真爱梦想

1 元 30 元

每天
每月
支持全国各地“真爱梦想教育进修院”建设
为老师和家长提供相互支持的学习空间
建立“教育者之家”

40 元

让一个孩子享受一整年的
素养教育梦想课程

500 元

为孩子们送去绘本课程或科创课程的一份材料包
带去充满爱与梦想的惊喜

支持公益发展
1. 100元/月，捐赠真爱梦想行政费用，充实我们的员工发展
基金，为专职公益人赋能。
2. 5万元，在真爱梦想的火堆公益平台冠名设立小型专属
“爱心池”，配捐支持优秀中小公益项目，打造专属公益品
牌形象。
3. 捐出每年3～6个月以上的高品质公益服务时间，参与真爱
梦想委派的核心项目管理工作。
4. 100万元及以上，设立DAF/专项基金。

支持品牌推广及募捐活动
1. 如果您有国内外的传播资源，请帮助我们推广素养教育的

15,000 元

为一所乡镇中心校提供真爱校园健康守护计划
给孩子们带去健康和关爱
支持一所学校的运动梦想课开展
发挥体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全面功能

30,000 元

冠名支持一支学生队伍实现“去远方”的旅行梦想
让更多孩子走出家乡看世界

150,000 元

支持一期教师或校长培训
激发教育者的学习热情与职业幸福感

理念和项目。
2. 如果您有募捐资源，请让更多伙伴知道真爱梦想的存在，
或协助我们开展筹款活动。

其他专业支持
1.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希望从事公益行业，欢迎加入成为我
们的一员。
2. 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教育局或学校工作，请告诉他们真爱
梦想的故事，尝试让他们成为推动教育改变的力量。
3.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希望成为志愿者，欢迎报名参与“梦
想教练计划”培训项目深入一线为教育者赋能，或者报名参
与“去远方研学活动”，成为孩子们旅途中的“梦想守护
者”。更多关于我们的志愿者活动，请关注真爱梦想的官方

200,000/100,000 元

全资冠名/与当地政府联合冠名一间“学校梦想中心”
支持一个学校的师生享受5年素养教育服务

微信及官网。
4. 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可以提供IT系统开发及运营、课程研
发及第三方测评、线上线下活动策划、平面设计或视频制作
等服务，请联系我们，助力中国儿童素养教育的改变。

350,000 元

冠名支持一间“社区梦想中心”建设及3年的运营服务
让素养教育触及更多社区家庭

500,000 元

您的每一分关注与支持
都将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
扫描二维码捐赠，成为梦想月捐人！

支持一门精品梦想课程研发填补更多素养课程板块
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

1,000,000 元

成为“真爱梦想教育进修院”荣誉董事
为一线教师提供系统化、可持续的进修课程体系
营造“教育者之家”

支付宝捐赠

微信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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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致辞
成为VUCA时代
逆风而行的真爱人

06 理事长致辞

理事长 潘江雪

09 基金会基本信息
14 2019年工作概要
15 2019年财务信息概要
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一直伴随着我们这家草根基金会的成长。

17 2019年筹款报告

2019年10月，基金会召开两天的战略务虚会上，五六十位基金会同事、捐赠人、志愿者代表、和几位教
育界的专家、热心教育公益的企业家们一起探讨如果有一天，真爱梦想不做“梦想中心”了，主营业务要
干什么？假如有一天，没有捐赠了，我们怎么要继续？之所以讨论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知道，想要成为
百年老店，就得有长线思维。

20 2019年业务报告

会上我们激烈地讨论着“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的战略。在那次战略务虚会上，我提出了“逆周期增
长策略”，是因为当所有人唱衰中国时，我们公益人必须站出来。由此形成未来3年的战略方向：
深耕教育公益生态，让孩子看见未来；

30 真爱梦想内部支持系统

撬动公益增章飞轮，让中国看见真爱；
助力国家发展战略，让世界看见中国。
2020年1月17日，来自全国的真爱家人们在上海开年会，发布2020年的战略和OKR，大家自编自演，又

31 2019年监事会报告

唱又跳，收官2019，开启2020。没有人知道，危机已在酝酿，世界即将脱轨。
彼时彼刻，我们有理由自豪：2019年，11岁的真爱梦想，赶上了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公益行业进
入强监管周期，扶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我们选择深耕教育公益生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合规地管理基

34 理事会评价及战略

金会，再次获评5A级社会组织，不断提升自身和伙伴的筹资能力，更好地满足全国各地孩子和老师对优
质素养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去年底和今年初的两次基金会理事会上，理事们对真爱梦想2019年的业绩以及高管团队过去一年的表现

35 2020年预算及策略概要

给出了满意的评价。好评在我们的理事会是难得一见的。理事们一向对秘书处的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理
事会非常欣慰地看到以宿彦慧为首的80后秘书长执行团队越来越成熟，管理越来越有章法。

37 附录

2019年，基金会总收入首次超过2亿元，公益支出达成率达99.62%。

37 真爱十问

通过“梦想教师沙龙+梦想督导+新乡贤”的在地化运营方式，提升学校的在地服务品质。胡斌理事身先

39 真爱梦想成长足迹

士卒带领团队与各合作区县政府加强合作，推动政策支持力度，来自政府的配资服务采购达3146万元，
较往年显著提升。

41 2019年捐赠明细
47 2019鸣谢服务支持机构及个人
49 2019审计报告

发挥真爱梦想多年的管理优势，赋能150多家公益合作伙伴，让真爱梦想成为教育公益伙伴可信赖的参与
平台，一起为孩子们提供更好、更多元的教育公益产品和服务。

VUCA*：
V=Volatile 不稳定

U=Uncertain 不确定

C=Complex 复杂 A=Ambiguous 模糊

然而我们来不及为取得的成绩庆祝。1月23日，武汉封城。新冠疫情让整个世界停摆了。虽然在年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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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还不能确定经济衰退是否已经开始，未来市场环境艰难已在我们的预期中，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会糟
到什么程度。但我们依然为自己设定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即目标与关
键成果）。这引领着我们的工作绩效进一步提升 。
在2月3日给全体员工的开工信里，我写到：
“1月23日、1月26日、1月30日秘书长召开了三次紧急办公会，商议我们是否参与物资捐赠和武汉地区的
捐赠救助工作。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引导捐赠机构直接向上海慈善会、武汉慈善会等官方机构捐赠物资，
以期达致更高效的第一时间救援。
同时我们要积极备战，迎接疫情中后期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更为长期的，是为“停课不停学”的孩子和
老师准备的。“真爱校园守护包”和“真爱之声”应运而生。
由谢鹏副秘书长牵头，梦想中心部同事迅速集结，筹措校园防疫物资，协助学校做好迎接学生返校的准
备。在短短2个月期间，完成600万物资的筹集，并向415所学校发放。而这些成果是在2月初同事们在线
办公期间完成的。
从1月27日开始，由陆宏勇牵头组织了十多位跨部门的同事，在2月1日正式推出了《真爱之声》日播音频
节目，每天我和陈数、胡斌、宿彦慧4位理事轮流播出，至今一直陪伴家长和孩子们在家学习。各媒体渠道
累计已有上千万的阅读播出量。
2月底，我给贵州遵义务川县浞水中学的邹校长打了1小时视频电话。邹校长告诉我：学校和教育局正在
积极筹措防疫物资，有些物资很难买到。有些住在山里的学生，家里没有信号，每天要跑到山顶上去上网
课，两个孩子用一部小手机听课；当地学校一位初中即将辍学的欧阳同学，去年上了一门《国际理解》的
梦想课程，学习了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后，没想到他竟然自己录制关于扶贫的视频，还参加了比
赛，并获得邀请来上海参加了“国际理解夏令营”。回来后他居然彻底改变，从原来门门不及格，到现在
今年升高中肯定没得问题了。校长由衷地说：给孩子一个梦想，真的太重要了。
于是我和胡斌理事共同发出倡议，开展更大范围的「梦想学校大调研」。邀请基金会每一位在家办公的同
事在大区经理的指导下，跟校长视频通话，开展一次完整的学校电话调研。了解学校的运营情况，并代表
真爱梦想基金会感谢和问候校长和老师的辛勤付出。在疫情期间针对721位校长进行电话访谈，在第二季
度内对运营期内2268所梦想中心学校开展调研，摸清下一步学校的需求，并及时调整我们运营策略。
作为有责任担当的成熟基金会，我们秉持“审慎乐观、进取深耕”的心态，进一步「重塑公共信任」、
「深耕素养教育」。因此我们2020年的策略是：
1、 紧紧围绕“以孩子全面发展第一”的价值观，迭代和重塑业务运营服务模式。“线上见梦想，线下现
良效，运营在地化、业务数据化”。
2、提倡全员营销，发展真爱会员，改善捐赠人体验，提高现金储备。
3、保证重点战略项目实施 ，严格控制成本，保留和优化团队实力、进一步提高工作绩效，充分共享员工
智慧，保持灵活的组织形态。
4、扩大与其他教育类公益机构的广泛合作，并通过输出管理能力和共享筹资能力等方式与伙伴共同成长，
拓展我们的服务人群，加快实现让中国儿童全面发展的这个战略目标。
5、构建信任和欣赏的政社关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各级政府把优质公平的教育追求，纳入到地方
教育政策中，是我们长时间的追求，也是我们影响力的体现。
2020，我们感受到VUCA时代降临的不适，没有谁能够掌控一切。我们唯有因时而变。罗曼罗兰说：
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
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抗击新冠病毒可能会重塑全球秩序，当下时代的英雄是逆风而行的普通人。
这动荡不安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时代，唯有尽全力，带着爱，做坚强的好人。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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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基本信息

理事会、监事会及名誉理事构成
理事会构成 （理事、监事、名誉理事及管理层简历请登录真爱梦想官网查询）

登记注册信息
名称：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310000501780738C

潘江雪（理事长）

宿彦慧 （秘书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理事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秘书长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席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党支部书记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香港）创始人、董事会主席

类型：慈善组织

上海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资质：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登记机关: 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行业主管单位：上海市民政局
注册资金：肆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江雪
成立时间： 2008年8月14日
有效期限： 2023年4月22日

吴冲（副理事长）

刘蔓 （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副理事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理事

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席

基金发展委员会主席

真爱梦想中国教育基金（香港）创始人、董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乡伴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

环球家族办公室负责人
家族业务战略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年报信息：2017、2018、2019年度的年报信息均已
在上海社会组织网公示

胡斌 （理事）

何进 （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课程评审与教师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
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等机

联络信息

构任职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572弄116号5幢A座
邮政编码：201203

陈数 （理事）

王全（理事）

联系电话：021-6858 7100或021-6858 0739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电子邮箱：service@adream.org

著名演员、梦想先锋

北京兆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网站：www.adream.org

爱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ECCO大中国区）

官方微信：真爱梦想（订阅号）

董事局主席
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
陈劲（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
曾任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联
席CEO

官方微信

现任众安保险执行董事
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新客站支行
户名：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账号：121907497910505

支付宝捐赠

微信捐赠

监事会构成
郑苏芬（监事长）

史俊明（监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监事长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监事

曾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福建省兴业

审计与合规委员会主席

证券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法学博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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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

监事会构成
申宇 （监事）

刘渊（监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监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监事

审计与合规委员会副主席

人力资源与薪酬发展委员会主席

战略发展
委员会

曾任怡安翰威特公司大中华区主席
基金发展
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理事会

监事会

党支部

名誉理事
审计与合规
委员会

朱匡宇（名誉理事）

崔允漷（名誉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名誉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名誉理事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梦想课程首席顾问、课程评审与教师发展委员会主席

曾任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

上海市人大十二届、十三届常委、市人大财经委

导师

理事长
办公室

人力资源与
薪酬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投资管理
委员会

麦广丽（名誉理事）

利青（名誉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名誉理事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名誉理事

基金发展委员会 副主席

基金发展委员会 副主席

深圳香舍会创始人

深圳韦玥投资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深圳乐领生活联合创始人

战略及
创新业务

课程评审及
教师发展
委员会

政府公共
事务发展部

组织架构
主要管理执行团队
主要关联机构负责人
潘江雪

理事长

胡斌

宿彦慧

秘书长、党支部书记

庞宗平

上海真爱梦想发展中心总干事

陈馨

副秘书长

张霞

上海真爱梦想发展中心副总干事

韦玲

副秘书长

牛晓

吉林省真爱梦想学校理事长

谢鹏

副秘书长

朱慧

吉林省真爱梦想学校总干事

朱秋霞

副秘书长

曹冠业

上海梦想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牛晓

副秘书长

夏腾飞

上海梦想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秘书处

上海真爱梦想发展中心理事长

不受薪核心志愿者

合作
发展部

尹后庆

基金会首席教育专家，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学

林嵘

深圳地区志愿者总监

吴刚平

课程评审与教师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凌云

深圳地区核心志愿者

杨东

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顾申

深圳地区核心志愿者

章飚

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胡明辉

理事长办公室顾问

李国威

品牌顾问

吴国平

教师发展学院顾问总监

伙伴
发展部

公募部

品牌部

梦想课程
研究院

学校
服务部

教师
发展学院

社区
发展部

去远方
事业部

梦想
中心部

组织
发展部

财务部

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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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工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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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外部经济、环境、政策及内部产品服

校长变革领导力-校长MEA班”三级的校长

务等综合思考与判断，我们明确了基金会近

成长培训体系。透过深耕举措，全年总开课

几年的战略方向——深耕·素养教育公益生

率70%，深耕区域开课率超过80%，区县教

教育和公益都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耐力的事

态。意味着三个维度：一是用素养教育唤醒

育局配资较往年显著提升达3146万。

业。十二年来梦想中心学校网络不断扩展，

每个人内心的力量，从而让孩子获得丰盈的

区域教育赋能。

然而近年来学校的普遍开课率一直在70%

内心和精神的富足，这是我们坚定不变的使

3、以社区梦想中心和去远方为代表的新生的

上下波动，还没有找到进一步提升开课率的

命；二是深耕，这是我们新时期选择的战

成长型业务增长显著。《去远方》从一门课

突破性方法。一方面，作为公益组织，我们

术；三是公益生态，这是我们的姿态，即以

程活动到初步形成跨省研学和本地研学的公

无法用行政资源来强令学校开课，这要求我

开放共创的心态联结有志于教育公益的伙伴

益产品。社区儿童素养教育产品，联动全国

们必须要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深度合作，以

一起行动。2019年，我们聚焦在“赋能教育

33家社会组织，以分享品牌、共享产品的共

政府配资和配政策的PPPS模式来推动长期

者”做深耕，整合跨界资源，通过系统化的

享共建模式，正式开启政府购买和社会组织

运营。另一方面，捐赠方投入在运营层面的

培训与陪伴系统，唤醒与激发老师内心的力

自筹等多方的筹资模式。社区梦想中心是素

公益资源还相当有限，公益人力资源长期短

量和意义感，吸纳并传递有爱的教育。

养教育理念从学校延展到社区家庭，“去远

缺，我们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资源杠杆，目前

方”项目是我们目前直接面向孩子提供的公

已经采取的各种深耕措施叠加后边际效应也

1、捐赠收入逆势增长，筹资结构进一步趋

益产品。2020将作为独立事业部运营，努力

在逐步递减。

向健康。得益于真爱梦想多年“专业高效、

催生出新的业务成长曲线 。

公开透明”所建立的公信力，以及社会公众

工作概要

/

/

62

但真爱梦想从未停止过思考与行动，通过

参与公益的意识提升，2019年，我们带着信

4、一如既往保持高水准的社会责信度。在

“泰山计划”对深耕区域开展深度调研，摸

念，依然实现了逆势增长，全年实现总收入

内部管理方面，基于业务数据整合和模块打

清客户需求的变迁和总结成功/失败模式；通

2.19亿，总捐赠人次达2600万。其中，特别

通，实现移动端办公，工作流的可见度有极

过“深耕小组”跨部门、跨体系，梳理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等

大提升。以数据赋能业务，进一步提高数据

运营举措、提高内部工作产能，克服瓶颈障

诸多互联网募捐平台，公众捐赠占比已经达

完整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上海市社会

碍，有效深化运营质量，进一步提高开课率

到三分之一，实现了基金会企业、公众、政

组织等级评估，再次荣获5A评级。继续荣登

和良效率。这是我们长期探索的课题。我们

府三足鼎立的目标，也意味着真爱梦想品牌

《界面新闻》“2019中国最透明慈善公益基

坚信，“对未来最大的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

进一步获得公众认可。联结150余家NGO及

金会排行榜”榜首。

现在。”2019年，我们以谦卑的内心，忘我

专项基金伙伴累计募集善款超过4000万，

地投入，脚踏实地，躬身入局，秉承真爱人

赋能公益行业，是真爱梦想在新时期的新使

5、深度参与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的事业中。

“求真、有爱、追梦”的价值观，是对捐赠

命，也是义无反顾承担的行业责任。

充分发挥基金会跨界联结的作用，在政府、

人、对那些信任我们的人、对那些可能质疑

高校、企业、新乡贤、社会公众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人，对那些我们爱的人和这个国家的

2、赋能教育者，深耕运营学校网络。进一

下，真爱梦想立足上海，帮扶全国。2019

最深沉的爱和最好的交待！ 感恩诸位梦想合

步构建和完善“沙龙+督导+新乡贤”的在地

年，在贫困县区捐建梦想中心263间，项目

伙人的信任！

化运营网络，通过激活在地督导、沙龙团队

投入资金及后续服务达4135万元。参与了上

和新乡贤等方式推动当地教育局政策、提升

海对口贵州遵义、青海果洛、新疆喀什、云

运营服务品质。同时，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

南各贫困县区扶贫行动。扶贫先扶智，通过

院，以校长为核心研发出“校长基础训练营-

硬件+软件+五年服务的公益项目持续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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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费用概要

2019年财务信息概要

2019年度行政费用总额约1037万元，占总支出的5.46%。

2019年度行政费用结构

真爱梦想薪酬最高的五名员工如下：
姓名

职务

年收入（RMB元）

潘江雪

理事长

427,982.48

日常行政费 10.85%

宿彦慧

秘书长

307,281.28

办公、租金、折旧及其他 6.75%

谢鹏

副秘书长

201,075.00

陈馨

副秘书长

171,290.00

韦玲

副秘书长

170,517.50

职工薪酬福利及劳务费 77.75%

员工培训与团建费 4.64％
IT系统摊销 0.01%

注释：员工薪资为扣除五险一金的税后工资，包括出差补贴

以下是2019年度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科目

金额（RMB元）

比例

职工薪酬福利及劳务费

8,060,140.35

77.75%

日常行政费（交通、住宿、餐费）

1,124,796.05

10.85%

员工培训与团建费

481,296.25

4.64%

IT系统摊销

1,269.80

0.01%

办公、租金、折旧及其他

699,880.22

6.75%

合计

10,367,382.67

注释：
基金会行政费用捐赠及非限定性捐赠长期以来都是筹资的难点，为了支持基金会长期可持续发
展，自2017年起我们推出的20万元版6.0梦想中心及五年运营服务中包含5%的行政管理费用。

100.00%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真爱梦想2019年度的财务核心状况，我们根据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2019年度已审计财务报告，制作了以下汇总简表。
2019年主要财务指标（单位：RMB元）
2018年度

2019年度

增长率

168,053,963.39

204,333,764.95

22%

9,718,304.03

14,719,101.90

51%

50,017.33

23,557.96

-53%

支出总额

137,234,180.53

189,732,806.90

38%

*投资产品主要分：银行理财类、证券投资类、有固

项目支出总额

125,220,809.25

177,140,598.23

41%

定年利率低风险产品由众安保险承保。投资收益使用

梦想中心建设

38,834,145.01

60,549,455.32

56%

梦想中心运营

19,426,371.28

17,887,215.65

-8%

梦想书屋建设

450.00

0.00

0%

14,792,422.71

16,244,447.32

10%

1,065,280.66

1,406,676.67

32%

51,102,139.59

81,052,803.27

59%

行政管理费用

7,418,147.92

10,367,382.67

40%

筹款费用

4,595,223.36

2,224,826.00

-52%

226,202,142.74

255,545,760.65

13%

筹款总额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专项基金***
社区梦想中心
其他限定性支出****

年末净资产余额

注释：

成本法进行核算，计算已处置部分的收益所得。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银行利息、手续费、汇兑损益。

***截至2019年底真爱梦想累计设立专项基金24个。

****其他限定性支出主要包括99公益项目拨款2155万
元、教育信息系统214万元，火堆项目836万元、梦
想大篷车332万元、学习共同体研究院403万元、看

90.12%

长期投资

1,000,000.00

0.37%

其他流动资产

15,343,084.38

5.65%

稳健。

无形资产*

51,246.28

0.02%

资产总计

271,592,101.65

*****营运资本比率=年末净资产余额/最近一年总支
出，即表示在没有外来捐款的状态下基金会可以维持
现状运作的年数，国际标准以不低于1表示财务状况

5.41%

5.46%

1%

******全职雇员人均能效=年度支出总额/年末全职人

-18%

员数，即表示平均每一全职工作人员完成的业务金

1,555,186.94

10%

比例

244,760,000.00

行政费用比例

1,414,785.37

金额（RMB元）

短期投资

2%

全职雇员人均能效******

科目

3.84%

93.36%

1.35

如下（RMB 元）：

10,437,770.99

91.25%

1.65

截止报告期末，基金会总资产合计人民币271,592,101.65元，其构成

货币资金

见未来研究院117万元以及实物捐赠发放3237万元。

项目支出比例

营运资本比率 *****

资产构成概要

100.00%

额。人均能效计算了2019年，真爱梦想全职员工122

* 无形资产指的是我基金会的内部信息化管理系统——MIS系统，该

名（含所有关联机构员工）。

系统于2014年6月上线运行。

短期投资的期末持有量如下：
基金简称

持有数量

市值

T+0理财

98,400,000.00

98,400,000.00

真爱梦想1号私募基金

46,360,000.00

57,540,000.00

小赢理财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合计：

244,760,000.00

255,9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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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来源

资金募集概要

私募 53%

2019年，真爱梦想所获捐赠善款及服务收入总额达到2.04亿元，依

政府 16%

公募 31%

然保持私募、公募、政府三个方向共同发展的平衡性与稳定性，相比
2018年增长了21%，捐赠方满意度调查结果为84分。同时，我们不断
探索新的捐赠机会，满足捐赠人的多元捐赠需求，增强捐赠人的公益
体验感，捐赠人复捐率达60%，更持续地助力基金会战略发展。

捐方性质

2019年前十大捐赠方
序号 捐赠方/合作方名称

捐赠金额(RMB元)

备注

企业 36%
个人及团队 41%

1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19,098,861.31

含实物

2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141,901.60

含实物

3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6,723,489.71

4

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5,464,130.00

实物

5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4,295,300.00

含实物

6

北京爱芙哲珠宝有限公司

3,200,000.00

7

龙先生

3,000,000.00

1. 自有公益项目多元化，满足更多捐赠需求。除标准化梦想中心项

8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教育科技局

2,800,000.00

目之外，梦想中心服务体系内各类项目也日趋成熟，教师培训、梦想

9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00,000.00

1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合计

教育局及政府 16%
拨款型基金会 15%

筹款总结与反思
课程、去远方学生活动、梦想大篷车获得了不同捐赠人的支持，而这
些支持也帮助真爱梦想丰富对受益人的服务内容，拓展我们的服务深

2,567,550.00

度。

捐赠项目

57891232.62
自有项目 62%

2019年公募筹款渠道分布

实物捐赠 16%

占比

联合劝募 13%

公募渠道

筹款金额(RMB元)

支付宝公益平台爱心网友

27,598,846.20

49.19%

企业定向合作 2%

腾讯公益平台爱心网友

24,953,347.81

44.47%

行政储备池 1%

火堆公益平台爱心网友

3,453,001.33

6.15%

其他捐款渠道

103,074.48

0.18%

总计

56,108,269.82

100.00%

专项基金 6%

2. 线上线下联动共赢。随着公益理念不断走入日常生活，“互联网+
公益”捐赠的不断发展，公众捐赠进一步突破，公众累计捐赠5610
万，捐赠人次达2600万。同时，更多零售消费类企业与真爱梦想携手
开启消费捐，在线下门店进行展示推广之外，还积极参与到腾讯99公
益日、阿里95公益周、淘宝“公益宝贝”等互联网公益活动，线上线
下齐发力，促使品牌传播和爱心捐赠共同提升。
3. 精准扶贫拉动筹资。扶贫必扶智，真爱梦想一直携手捐赠人努力将
素养教育带入更多贫困县。2019年，我们与多家信托、证券机构达成
合作，以教育扶智为捐赠人在精准扶贫工作添上了重要一笔，促使扶
贫工作更加全面而深远。
4. 政府配资显著提升。其中，70%来自过往合作区域愿意继续以资金
配比的方式合作，也反映出深耕运营所带来的效果，证明区县教育局
及学校对素养教育理念及真爱梦想项目的认可与支持。
5. 非限定行政费用的捐赠依然是我们未能逾越的困难。2019年，非限
定捐赠仅占总筹款额的1%。越是困难时期，非限定捐赠对一个公益组
织越是重要，能够助力在逆境中自我调节。我们热切呼吁诸位梦想合
伙人帮助奔走呼号捐赠支持机构长期发展的非限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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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业务报告
真爱梦想自主研发与执行项目
学校梦想中心项目

学校梦想中心数量增长图

“梦想中心”项目是真爱梦想素养教育公益服务体

4000

3802

系的核心产品，融合硬件“梦想中心”教室、软件
“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及五年的运营服务。

3500

梦想中心建设

3000

“梦想中心”教室一直致力于为孩子们创造有爱、

2500

3319
2973
2556

有温度的无边界学习空间。真爱梦想期待在梦想中
心教室里营造轻松愉悦的空间环境、温馨舒适的师

2108
2000

生互动、友好多维的合作分享，用科技智能探索广
阔世界，联网互动形成小小地球村。为了打造更符
合学生学习需要的梦想中心空间，我们在2019年
开展了“梦想中心”空间的调研，下一步将结合梦
想课程的开展需求和学校内实际使用体验做好梦想

1648
1500
1219
1000
779

中心的设计优化。
2019年，真爱梦想新建学校梦想中心501间（6.0

500

版），其中73间为非标准定制化。我们的供应链
进一步优化提效，优化补货策略，压缩交货期，
降低库存。目前，37种品类采购交付周期由原来
的85天缩减至71天，全年库存周转天数12.45天。

0

2 2

10 12

39 51

2007

2008

2009

年度新建数量

119

170

2010

228

381
398

2011

440

2012

2013

429

2014

460

448

2015

417

2016

346

2017

2018

501

2019

累计建设数量

在提升6.0版梦想中心硬件配置性价比的同时，我
们也积极响应国家护眼号召提升产品品质，将互动
投影机升级为激光投影机，屏幕更大，显色性能更
优。建设方面节省的成本，我们将全部投入到梦想
中心的运营中。
2019年初真爱梦想计划建设梦想中心教室350间，

业务报告

注释：

但实际建设梦想中心501间，增量主要来源于广大

我们和2019年Gartner 全球

学校对梦想中心项目的强烈需求，教育局配资建设

供应链25强的商业公司来对

的热情，部分学校五年到期后二次申请，以及捐赠

标，真爱梦想已经和第2名星

人对梦想中心项目的持续信赖。

巴克接近。

梦想中心硬件成本比例表

电器采购 34%
家具与配套物品采购 19％
图书采购 5%
运杂与其他费用 4%
工程人员薪酬与交通差旅 31%
工程采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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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发

2019年全国学校梦想中心数量区域分布图

2019年是梦想课程产品和服务深化的一年。

22

模块
有爱（感知与联结）

求真（思考与选择）

追梦（探索与行动）

年级

除了课程研发，我们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持续
研讨会，以及探索课程活动的不同形式。

内蒙古
173

青海
99

四川
309

湖北
151

重庆
139

云南
228

广西
21

五~六年级

《梦想与团队》
《全人教育2》

七~九年级

《共创成长路》

人生》《科技创客》《梦想舞台》推出了课
程专项进阶培训，开始搭建课程培训和讲师
体系。结合区域关注的课程主题，我们在河

《思维导图》
《多元实用才能1》

《思考与选择》△
《思维魔盒》
《理财》
《安全教育》
《多元实用才能2》
《玩转科学》
《反校园欺凌》
《规则与我》

南新密和江苏启东分别组织了“绘本教学研
江苏
179

安徽
92

江西
152

湖南
103

贵州
368

施了线下课程专项培训共12场，其中《职业

山东
96

河南
192

陕西
186
西藏
9

助老师更好地实施课程。2.0系列梦想课程实

北京
54 天津
21
河北
70

山西
126

宁夏
26

三~四年级

渐汇总一批优质的课堂实录和教学设计，帮

辽宁
59

甘肃
323

《梦想舞台》《家乡与社区》
《不一样的童话不一样的梦想》
《家乡特产》《全人教育1》
《生命教育》

我们启动了课例征集，希望能为每门课程逐

吉林
45

新疆
84

一~二年级

《爱与梦想1》《爱与梦想2》
《艺术生活》△
《身边的大自然》《野孩子》
《我和你》

丰富和完善课程资源，实施课程专项培训和

黑龙江
62

讨会”和 “中学生涯教育研讨会”，结合区
域特色，激活区域梦想课程教研的自主性。

上海
56

《国际理解》《财经意识》

同时为了丰富孩子的课程体验，在墨卡托基

注：△研发中

《去远方》
《爱绿小卫士》
《跟着Kodu学编程》
《计算机里的魔法师》
《梦想音乐课》
《梦想剧场》

《职业人生》《科技创客》
《缤纷课本剧 》
《“玫好未来”女生素养课程》

金会的支持下，基于《国际理解》课程开展

浙江
71

了“可持续发展”主题夏令营，全国9个区县

福建
171

29名学生参加。在美国高通公司的支持下，
开展了《科技创客》学生作品展示活动——

广东
147

南诸
海岛

海南
8

注释：

“第一届中原区中学科技创客节”，来自郑

1. 求真和追梦课程模块的三、四、五、六年级的课程通用

州市中原区的9所学校的百余名师生参加。未

2.《梦想舞台》完成上线，《家乡与社区》完成试点，《艺术生活》完成一轮研发期试点。《财经意识》《梦想舞台》《国际

来，将进一步加大学生主题活动，让孩子的

理解》完成课程评估。

改变被看到。

梦想中心运营服务
2019年，在5年运营服务期内的学校2608

投入。全国范围内梦想教师沙龙已经达到291

和培训等活动，推动多元、协作、创新的区域

个，分布于全国688个区、县，密度达到5.39

支，覆盖1771所梦想中心学校。为了助力梦

教育生态发展。

间，运营期内学校开课率为70%。我们开展

想沙龙的发展，我们在向梦想沙龙提供活动经

梦想中心运营服务的主要目标就是推动梦想课

费支持外，还开放真爱梦想内部OA系统支持

随着梦想中心项目学校数量的持续增加，必然

程在学校开课率的提升，让更多在校孩子享受

沙龙管理，开展沙龙赋能培训帮助梦想沙龙梳

促使我们要提升自身运营效率，提高本地化运

更优质的梦想课程。这一年，真爱梦想的伙伴

理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希望充分调动沙龙作为

营比例，这是我们未来要不断努力的方向，构

共走访了1000余所学校，参与听评课700多

自组织的活力，让沙龙通过在区域内开展交流

建协同网络，激活区域教育。

教师发展

节，招募了共31位在地教育专家成为“梦想

2019年，真爱梦想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包括教师培训、校长和局长工

督导”，支持了云南、福建、甘肃、四川、贵

作坊等各类线下培训，累计培训12901人次。

州、江西、陕西的运营工作。
进行教师培训的目标在于更好地帮助老师们上好梦想课，同时获得个
同时，我们开展了2019“梦想好课堂”全国

人成长。为了促进更多的梦想教师开课并成长为二星教师，2019年，

优质梦想课堂展评活动，累计有来自1673所

教练计划项目组推出了12周线上课程陪伴计划，解答新手梦想教师在

梦想中心学校的2483位梦想教师报名参与。

开课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共7630人次参与了线上学习，教练计划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75个区县分别举

参训老师开课率提升了12%。

办了301场区县级展评活动和12场区域展评活

类别

教师培训项目

培训人次

一星

省级一星梦想教师培训

1903

梦想教练计划

6628

二星

二星梦想教师

963

三星

三星梦想教师

294

三星课程专项培训

928

四星

四星梦想教师

218

校长

校长基础训练营

471

动，最终35名梦想教师进入全国展评。我们

新版五星梦想教师成长路径于2018年发布后，提出了每一个星级的梦

希望在积累梦想课程实施的优秀案例同时，为

想教师都要有学习任务与实践任务，这一设想在2019年得到了真正

梦想教师搭建自我展示和互相交流的平台，也

的落实。通过参与培训学习和课后实践作业，才能认证成为相应星级

校长进阶训练营

159

让优秀的梦想教师形成示范效应激励更多老师

的梦想教师。同时，在梦想盒子上配合推出了相应的线上教师成长系

校长精进训练营

94

参与。

统，全年有38005名教师完成了学习任务和实践任务，实现了在系统

局长

局长工作坊

350

中的星级认证。此举也有利于发掘出真正有意愿长期成长和奉献的优

其他

沙龙赋能培训

893

2019年，真爱梦想重点加大了对梦想沙龙的

秀老师，同时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

总计：

1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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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运营
梦想盒子一直以来是为梦想教师提供教育资源和交流的平台，上面汇

状态，看到自己还需要完成的任务。目前已经完善了一星-二星的学习

集了梦想中心项目相关的全部资源和信息。 2019年，梦想盒子网站历

与实践任务清单，三星-四星的内容将在2020年确定后陆续上线，满

年累计注册用户9.9万，2019年新增用户超过1.8万。

足梦想教师不断学习与成长的需要。

我们发现各类工具和课程使用的便捷性同样是影响老师们开展梦想课

目前梦想盒子在线资源，包括各类直播课程、教师阅读、教师声音等

程的重要因素。2019年基于梦想盒子上课程卡片和梦想文库，我们优

板块，2019年共计有10248人次登录并学习。未来线上学习将成为必

化更新了整理、更新了各门梦想课程的配套资源，以便于老师查看和

然的趋势，梦想盒子也将不断迭代成为陪伴教育者终身成长的平台。

使用。同时，在线上教师成长系统中梦想老师们可以查询自己目前的
2019年整体运营成本构成
项目明细
运营团队薪酬

2019年支出（RMB元）
2,873,740.91

占运营支出百分比

2018年支出（RMB元）

占运营支出百分比

16.06%

2,601,998.66

13.39%

梦想课程研发

2,790,280.30

15.60%

4,718,002.32

24.29%

梦想领路人教师培训

8,703,262.73

48.66%

6,137,524.33

31.59%

日常线上运营

399,376.47

2.23%

1,065,913.20

5.49%

运营专项活动

219,692.72

1.23%

712,204.87

3.67%

区域交流活动

92,444.00

0.52%

578,842.49

2.98%

运营主题活动

1,925,029.02

10.76%

2,078,924.83

10.70%

其他日常运营

883,389.50

4.94%

1,532,960.58

7.89%

合计

17,887,215.65

100.00%

19,426,371.28

100.00%

整体运营成本构成

运营团队薪酬 16.06%
梦想课程研发 15.60%
梦想领路人教师培训 48.66%
日常线上运营 2.23%
运营专项活动 1.23%
区域交流活动 0.52%
运营主题活动 10.76%
其他日常运营 4.94%

去远方研学旅行
“去远方”研学旅行活动是真爱梦想自主研发、运营的课程综合实践

学”，亲近家乡，探究民俗与文化。我们甚至还响应国家战略参与了

活动，帮助孩子们走出校门，自主探索广阔未知世界。它依托梦想课

“一带一路”，请蒙古国孩子来到上海，体验了国际版“去远方”。

程《去远方》，引导孩子们通过小组合作，制定旅行方案，掌握基本

在这一路上，孩子们学本领、看风景、读世界、爱家乡，看到了远方

出行技能，通过参加研学旅行方案的比赛赢得出行资格，实现去远方

之大，也欣赏了祖国之美。

的梦想。
“去远方”不是扶贫，不是竞赛，而是对未知的向往，自立的检验，
6年来，“去远方”研学旅行项目共筹集善款超过500万，帮助来自27

自信的释放。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远门，不是少部分孩子的练兵

个省份的171个学生小队近1000个孩子去到祖国的43个城市。

场，也不是哪家机构可以独自垄断的。未来三年，“去远方”将通过
合作共创，不断的迭代产品和优化服务，实现支持1000支队伍、实现

2019年，我们加大了“跨省研学”，帮助56个小队的孩子们“去

10000名孩子研学旅行的目标。直到所有心怀远方的孩子们都能自由

远方”，游历国内18座城市；还资助了187个小队，通过“本地研

地前往，这是我们坚定的心愿。

25

2019 年度报告

2019 年度报告

社区梦想中心项目

梦想大篷车

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

26

2019年，“梦想大篷车”途径吉林、辽宁、

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作为教育公益行业的年轻智库，以“儿童视角，看见未来”为使命，通过

真爱梦想于2016年推出以社区为服务单元的“社区梦想中心”，致

山东、重庆、四川、天津、河北、河南6省

看见儿童本身的权利、需求和智慧，来真正看见“未来”。2019年，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广

力于将“全人教育”理念延伸到社区，让更多城乡少年儿童及其家庭

2直辖市13站，不断开拓创新，除加入更为

泛联结国内儿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初步建立了专业社群，网罗350余人次的中青年学者和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素养教育课程和活动，促进社区与家庭融

丰富的专项基金课程、明星分享课等创新课

顶级专家，并与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建立了6个战略合作基地，共同开展形

合，提升社区居民、志愿者和家长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研学交流活动。每站

式多样的学术活动。

的《家乡与社区》展示课，弘扬传统文化，
2019年“社区梦想中心”产品入选南都好公益平台，正式踏上全国规

让孩子们在课程中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

2019年，我们先后在上海、珠海举办了2次“儿童友好学校”主题的专业学术论坛，均邀请儿

模化的征途。 全年新建43间社区梦想中心，累计在全国各地建设数量

同时尝试开放线上志愿者报名、社区和家长

童嘉宾加入讨论，从宏观学校管理到微观课堂观察，全方位探讨“儿童友好”理念可以在校园

达62间，初步建立与在地NGO伙伴联合推广运营公益产品的平台体

志愿者参与、主播直播等，让更多人支持公

生态中的实践，助力推动为儿童创建友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此外，我们还积极在线上发声，

系。持续为社区工作者、家长志愿者开展培训与工作坊，培育近1500

益，关注素养教育。

发布高质量原创教育观点文章53篇。同时，尝试每两周邀请学者开展一次儿童研究专题的线
上分享，2019年共成功举办了7期，总观看人次超过2000人次。

名社区志愿者老师，赋能50家社会组织，并深入社区一线进行梦想课
2015至2019年，“梦想大篷车”共走过了

程授课，为近6万社区儿童及家庭提供更优质的素养教育服务。

25省71个地区，触及190所学校，累计行驶

除代表真爱梦想积极发声之外，2019年看见未来教育研究院继续在敦和基金会的支持下，资

为了响应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号召，2019年我们以全资和配资的方

超过12万公里，为超过5万名偏远地区的学生

助儿童领域课题研究，其中不乏取得出色成绩的课题成果＊。

式支持三州三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关注当地困境儿童发展，培育在地

带去生动有趣的课程和探索未来的机会，近

社会组织，让当地的孩子们有可以随心阅读和接受素养教育活动的场

28万师生与大篷车有过亲密接触。

所，缓解当地留守儿童的孤独感。
五年来，真爱梦想和苏宁控股集团共同发起
项目不仅仅关注中国内陆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上海城市社区真爱梦想

的“梦想大篷车”项目，已不止是移动的

也逐步深耕家庭教育，成功申请了浦东新区“妇女之家”配送项目，

“梦想中心”，更是一个公益平台，联结在

为上海8个街镇提供近200课时的社区儿童素养课程以及家长课堂，以

地教育局，赋能教育工作者，助推素养教育

家庭教育为抓手，促成社区居民有效链接，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推

实施以及梦想课程体系落地，为教育工作者

动家风家训建设。

提供更多提升其专业发展的素养教育培训机
会，为参与的师生带去更多的素养教育理
念，用科技、创新的理念、课程及方法，帮
助更多的孩子实现有价值的成长。

学习共同体研究院
学习共同体研究院以“保障每个人的高品质
学习权”为愿景，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为战
略使命，推动教育整体结构性改革。
2019年，学习共同体研究院进一步以“基
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教育生态重构”为阶段目
标开展工作，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举
办线下培训及研讨会40余场次，主持8场全
国研讨会，服务7200余人次。我们与中国
教师报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学习共同体

社区梦想中心数量增长图

“课改中国行”教育发展公益活动6次，活

70

动以名师团队为核心，连接上海与全国教育

62

薄弱县市，就课堂与课程改革的痛点、难点

60

与趋势，学习共同体的落地与纠偏等热点议

50

43

题展开深度研讨和支持。学习共同体研究院

40

的省级研究团队执行省市级培训6次，跨部
门合作培训2次，家长培训活动2次，专题培

30
16

20
10
0

9

9

19

训4次。领航教师团队开通7次课例讲解与

7

分析专题直播，收看人次超过15000人次；

3
2016

年度新建数量

2017

累计建设数量

2018

核心团队发表论文20余篇，顺利主持“基
2019

让素养教育触及到每个社区家庭，
让每个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

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教育生态重构”全国教育
规划办十三五教育部重点课题（立项编号
DHA190381），立项教育部子课题3项。

注释：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李淼副教授2018年课题研究产出论文：“Shehui Re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Youths’Use of the Kuaishou Video-sharing App in Eastern China” 被社会学与传播学国际顶级期刊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信息、传播与社会》接受发表，该期刊为SSCI一区期刊，排名情况是：在147本社会学SSCI期
刊中排名第7；在84本传播学SSCI期刊中排名第5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魏戈博士，带着课题研究成果参加杭州师范大学“第一届儿童研究与教育学术年
会”，做主题为《儿童作为自然与社会的行动者：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历史比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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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梦想合作项目

专项基金

2020年，真爱梦想将专项基金部、火堆公益部和联合劝募部合并为伙

为促进专项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2019年专项基金服务聚焦于“提

伴发展部，致力于整和基金会与社会资源，为公益伙伴们提供更系统性

质”：以培养高质量的专项公益项目为核心，助力打造优质专项基金，

的服务，构建起“火堆公益（服务孵化）-联合劝募（成长赋能）-专项

树立真爱梦想专项公益基金优质的合作品牌形象。通过与“梦想大篷

基金（联合行动）”的行业赋能模式，将真爱梦想多年累积的管理和运

车”、体验营、区域培训等结合，激活专项基金伙伴能量，一同开展形

营经验分享给志同道合的公益伙伴。目前，累计超过209家教育公益伙

式多样的素养教育活动。

火堆公益

伴与真爱梦想开展合作。通过分享公募资质、配捐及非限定资金资助，
从筹资、品牌传播、项目管理、机构治理等多维度为合作伙伴提供支

真爱梦想的专项基金经过三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部

持，并进一步开放外部合作网络及内部OA管理系统，与优秀机构一道

分专项基金获得行业荣誉表彰、捐方持续资助以及政府服务采购。截

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产品和服务。

至2019年底，真爱梦想累计设立专项基金24个，三年累计募款6245万

赋能伙伴，协同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要承担的行业责任。

元，项目直接受益人数140万。

序号

28

公益领域

专项名称

成立时间

年度筹款额(RMB元)

1

素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芝麻信用专项基金

2015年11月

1.00

277,018.00

2

素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一扇窗专项基金

2016年8月

371,155.65

183,877.55

3

素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玫琳凯玫好未来专项基金

2017年2月

0.00

70,720.00

4

素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随迁子女成长关爱计划专项基金

2017年2月

0.00

231,261.21

5

素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葡萄科技教育专项基金

2017年5月

62.83

6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第一反应专项基金

2015年11月

1,527,683.37

7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义乌合众融益专项基金

2016年12月

0.00

8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SEED种子伙伴专项基金

2017年3月

771,314.64

866,489.99

9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甘肃创新人才教育专项基金

2017年8月

425,353.65

1,114,966.00

10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流利说专项基金

2018年6月

103,744.57

30,000.00

11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启格慧专项基金

2018年9月

1,389.00

12

教育培训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VIPKID专项基金

2018年10月

1,079,326.78

693,641.83

13

体育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青少年足球成长专项基金

2016年8月

211,684.75

320,631.50

14

体育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20KM徒步禅素养教育专项基金

2016年9月

15,885.46

70,000.00

15

体育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安踏茁壮成长专项基金

2017年6月

1,173,750.00

1,041,216.10

16

体育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康师傅专项基金

2018年3月

1,000,000.00

193,010.95

17

资助助学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苦志育才专项基金

2018年2月

1,199,127.30

1,258,970.95

18

阅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甘霖课外悦读专项基金

2016年9月

0.00

19

阅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担当者专项基金

2018年8月

20

阅读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幕天公益专项基金

21

艺术素养类

22

2019年，火堆公益平台继续打磨升级。在信息安全方面，通过了“信
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进一步加强平台的安全性能。在产
品方面，开发的小程序功能已投入测试使用，为伙伴们提供更便捷高
效的服务。未来火堆公益平台将作为真爱梦想伙伴发展的平台更多着
眼于公益合作伙伴以及捐赠人的定制化需求。
截至2019年，火堆公益平台累计注册用户332,698人，累计上线项目
921个，共获得298,529人次捐赠。2019年累计上线项目247个，总筹
款3,453,001.33元，累计捐赠人次55,185人次。

年度支出额(RMB元)

0.00
1,545,000.00
158,231.80

0.00

联合劝募
2019年，联合劝募总募款逾2137万，其中，1962万来自腾讯平台，
其余来自支付宝公益平台。
共享公募资质，借助活动联合筹资
借力“99公益日”整合资源联动，联合92家社会组织共141个公益项
目面向公众进行互联网筹款，带动教育公益伙伴的联合劝募项目筹款
1646.5万。
议题倡导、共同发声

90,519.50

首次由真爱梦想发起阅读公益专题——“今天你读了吗？”。在心和

4,275,092.28

3,321,428.57

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与50家阅读公益机构共同倡导公众关注阅

2019年4月

0.00

3,409,834.00

读公益。其中，联合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平台共筹集善款238万，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艺启梦想艾东艺术教育专项基金

2017年6月

225,710.52

0.00

微博话题#今天，你读了吗#阅读1200万。这是我们开展专题倡导的首

艺术素养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乐活猫专项基金

2017年7月

0.00

8,373.00

次尝试，未来也将继续联合伙伴推出阅读、科技、扶贫等多元的议题

23

艺术素养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音乐素养专项基金

2019年4月

54,311.05

24

特殊教育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爱碍爱就业支持专项基金

2018年11月

945,905.67

459,436.24

25

资助助学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惠捐赠·普善行专项基金

设立中

319,000.00

32,254.57

26

资助助学类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信美相互青少年成长专项基金

设立中

240,000.00

0.00

注释：
2019年部分专项基金支出额高于筹款额原因:
1、3、4、6、7、9、13、14、17、18、19、20、22:2018年捐赠的资金，部分用于2019年支出
2019年部分专项基金未发生支出原因:
5、11、21：2019年因项目方向变动，经管委会决议，暂缓项目执行，计划于2020年开展项目
23:2019年后期设立，计划于2020年开展项目
26:2019年捐赠资金到账但尚未完成专项设立流程，计划于2020年开展项目

0.00

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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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梦想内部支持系统
人力资源
2019年，真爱梦想共有全职员工122名（含所有关联机构员工），
总人数147人（包含试用期和兼职员工、顾问总监、合作伙伴捐赠人
力），2019年全职人均能效为155.5万元。
2019年我们通过调整薪资结构、增强员工福利可选性、构建内训师体
系及增加外训机会等组合拳方式，有效地降低了离职率、提高了新人
留任率。2019年共招聘35名新员工，新人留任率为91%，较上年的
83%有较大提高。全年有18人主动离职，全年离职率为16%，为近四
年最低。
2019年，真爱梦想的深耕战略对组织发展提出了迫切的需求，我们在
部门和业务的匹配调整、创新价值观考核方式、促进培训实施、后备
梯队人才培养、推动政委机制的有效开展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创

党支部建设

新和尝试，同时鼓励在内部开展自组织、多频次的员工活动，以各种
形式促进人的发展和组织的变革。

真爱梦想在创建之初即高度关注党建工作，在理事会层面由第一
任监事作为党建联络人，定期组织党群活动、学习党的精神。

内部管理

2016年成立上海市第一家民间基金会的独立党支部。在党支部
书记的带领下，党员同志积极发挥骨干力量，推动社会组织特色

2019年，真爱梦想基于ISO质量体系以及政策法规的要求，稳步提升

的党支部建设。从2009年的3位党员到今天30位遍布在各个职能

内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基于业务的变化和需要，我们上线了新版

岗位上的党员同志，真爱梦想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指导基金

在线办公系统泛微OA。在不断优化员工日常办公系统使用体验的同

会各部门开展工作。

时，积极推动内部业务流程的持续改善，向科技要效率。2019年底，
员工线上学习平台完成开发投入使用，其中财务制度、项目管理、人

2019年9月，真爱梦想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建活

力资源、各部门工作手册等与员工息息相关的学习内容不断完善，在

动，回顾过去十年真爱梦想追随国家前进的步伐，紧跟党和国家

推进组织知识沉淀的同时，帮助新员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大幅度提

精准扶贫战略，发挥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升组织效率。

要力量。9年来，基金会助力上海市社区、郊区和上海对口支援
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扶贫工作，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为三州

“数据”是2019-2020年内部管理工作的关键词，为更好地解决系统

三区累计捐赠现金与实物达到3331.7万元,在省级贫困县累计建

和数据间彼此孤立的问题，我们启动了首期“数据中心”项目，旨在

设梦想中心超过277间。真爱梦想参与支持上海定点扶贫地区包

提高跨部门数据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让数据能更好地协助基

括：贵州遵义、西藏日喀则、云南全省、新疆喀什、果洛州等，

金会决策。

改善当地教育设施，提升教育理念。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部长蔡
藜、上海市民政局和浚嘉、张江园区行业协会党总支书记朱龙明

2019年3月，真爱梦想再次顺利通过劳氏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

与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工会主席刘毅等人出席。

系监督审核，并在2019年底通过了上海市民政局组织的社会组织规范

真爱梦想孵化机构

化等级评估，再次荣获5A级社会组织。

真爱梦想党支部作为民间基金会党支部的代表，争做新时代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标杆。2019年6月，真爱梦想党支部4位优秀

筹设“真爱学院“——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修学院
基于十多年来在教育一线的持续耕耘和实践，我们深感真正影响孩子

元化、多情景、跨界共创”的互动学习支持，将国内外优质的教育和

健康成长的是教育者，包括专业教育工作者——老师、校长、教育局

企业培训资源，通过公益方式引入教育体系，激发终身学习的热情。

局长，也包括孩子身边的家长。为了更加系统和专业地为来自于全国
各地的教育者提供教育相关的培训和专业支持，真爱梦想于2019年8

截至2019年底，学院的场地已完成装修和布置，在积极推进办学许可

月参与发起并资助真爱学院（拟定全称“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教育进

证的办理，预计将于2020年上半年完成注册。目前，真爱学院的第一

修学院”）的注册设立。

批课程进入设计和试点阶段，分别是校长变革领导力实战班和校长教
育领导力MEA提升班，分别以助力校长实施学校的变革，提升校长自

真爱学院以“做素养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者，用教育推动社会进步，

身领导力为目标，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并通过行动学习、引

陪伴支持教育者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为宗旨，强调以仁爱为

导技术、管理能力等先进工具的学习与实践，助力校长的成长与学校

基石，以课程为载体，以教研为纽带，以跨界社群为带动，给予“多

的发展，让成长落到实处。

党员同志获得2019年度“奉献张江科学城党员示范岗”荣誉称
号。9月，真爱梦想党支部作为上海优秀社会组织代表参与中华
艺术宫《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录制，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为一家在深耕教育公益生态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公益组织，真
爱梦想需要定力坚守，更需要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爱
护，感恩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真爱梦想愿与社会各界一道，发
展素养教育，推动教育均衡，为给孩子一个自信、从容、有尊严
的未来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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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届三次理事会议2019年1月19日

2019年监事会报告

届次

会议主题

决策情况

三届三次

关于理事会工作汇报&讨论理事如何更好参与基金会工作

讨论

理事/管理人员关联交易：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审议申宇、涂子沛辞去理事一职的议案

决议

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列席了3次理事会议，对基金会规范运作、财务

重大诉讼、仲裁：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审议提名王全、陈劲为三届理事的议案

决议

管理及理事会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审议《章程10.0》修改的议案

决议

重大关联交易：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讨论2018年工作汇报的议案

讨论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专业机构聘用或解聘记录：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审议2019年预算和目标的议案

决议

监事会于2019年1月召开三届二次监事会议。陈劲先生辞去监事一

理事、管理人员接受监督部门处罚的情况：无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讨论创新项目“循环经济”的议案

决议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讨论基金会高管薪酬方案的议案

决议

三届三次

关于建议讨论收回网银付款执行权限的议案

决议

2019年度，真爱梦想监事会严格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章程》的

职，申宇女士加入监事会，并审议真爱梦想2018年的审计报告，出具
2018年监事会报告。会议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慈善法》、《基金

四、理事会建议及风险提示

会章程》的规定。

1、2020年开年受疫情影响，对全国经济带来持续影响，审慎考虑今
年的筹款收入。“大灾”年份的捐款往往有透支特征，需要为明后年

二、监事会履行监督理事会开展情况

做好战略储备。

1、理事会开展情况

三届四次2019年4月13日
届次

会议主题

决策情况

三届四次

收集2019年年报发布会的反馈，邀请理事参与真爱梦想全年重大事项

讨论

三届四次

关于建议审议注册上海真爱进修学院的议案

决议

三届四次

关于建议审议真爱梦想全资入股上海梦想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议

治形势，基金会在主办或参与涉外活动时应保持谨慎，明确立场与原

三届四次

关于建议审议聘任各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的议案

决议

理事会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积极履职，充分发挥作用。战略发展委员

则，及时报备，及时披露，及时说明，防止外界对基金会产生不必要

三届四次

关于建议审议聘任荣誉理事的议案

决议

会进行“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的战略探讨，并在理事会上进行

的误解与负面评价。

三届四次

关于建议审议2019年保值增值方案的议案

决议

真爱梦想理事会在2019年召开三次会议，共通过15个决议项，进行8

2、对基金会参与设立的组织、机构及投资成立的公司加强合规治理，

项议题讨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三次理事会，我们认为真爱梦想理事

明确各主体之间的独立地位与关联协作，保障基金会治理合法合规。

会会议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慈善法》、《基金会章程》的规定。
3、结合当今全球疫情的实际情况及中国与外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的政
2、监事会对理事会工作情况评价

多次讨论，形成2020-2023年的战略目标和深耕路径。基金发展委员
会发动社会资源，充分调动理事们积极参与，超额完成“分享爱”晚

五、全体监事认真履职

宴目标。投资管理委员会秉承一贯审慎的原则，委托专业投资机构，

2019年，真爱梦想监事会在4位监事的共同努力下，认真按照《慈善

合理配置投资理财产品，圆满达成2019年投资绩效。在理事会议和

法》、《基金会章程》的相关规定，紧密围绕真爱梦想工作认真履

理事述职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各位理事积极参与基金会工作，代表真

职，通过以下多种形式发挥监事会的职能，加强日常履职监督工作。

爱梦想参与启动仪式，参加公益夏令营，年报发布会、重大筹款活动

1、参与真爱梦想工作会议。监事成员定期参与真爱梦想秘书长会议、

等，深入一线了解指导业务。在品牌传播、法务合规等专业领域，为

总监会议，了解真爱梦想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并提供咨询和建议，促

真爱梦想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我们认为真爱梦想理事会是一个积极

进日常监督工作，有效发挥监事会职能作用。

有贡献的理事会。
2、深入一线，了解核心公益项目开展的情况。代表真爱梦想参与厦门

三届五次理事会2019年11月10日
届次

会议主题

决策情况

三届五次

关于2019年真爱梦想1-10月的工作汇报

讨论

三届五次

关于战略讨论：看十年，干一年

讨论

三届五次

2020年重大战略业务汇报

讨论

三届五次

关于建议讨论真爱梦想组织架构调整议案

讨论

三届五次

关于基金会投资收益的阶段性汇报

讨论

关于建议审议《专项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决议

关于建议审议理事会授权书的议案

决议

三、财务会计资料检查情况

梦想学校、国际版去远方活动、梦想中心启动仪式等活动。进一步从

三届五次

监事会通过审阅基金会提供的季度财务报告和工作报告，以及年终听

不同维度了解真爱梦想工作的开展情况，收集用户反馈，了解核心项

三届五次

取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财务状况的检查情况，对基金会的财务和会

目的有效性。

计资料作出检查和分析。我们认为基金会财务制度健全、内控制度较

补充决议

完善，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基金会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地

3、发挥监事专业能力，为真爱梦想引入资源。2019年监事成员分别

反映了基金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基金

参与：

届次

会议主题

决策情况

会2019年年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审计报

1）真爱梦想劳氏ISO认证工作，提供专业支持。

补充决议

2018年度审计报告

决议

告公允反映了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对该报告无异议。

2）提供法务专业咨询和建议。

补充决议

关于建议审议上海至正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合同的议案

决议

3）参与梦想中心供应商招投标工作。
4）参与年报、分享爱晚宴、99公益日等重大活动，并引荐潜在合作

前五大采购供应商披露
百分比

资源。

供应商

摘要

金额 (RMB元)

上海至正科技有限公司

平板电脑

12,170,925.00

43%

2020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章程》的要

上海美稷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桌椅

5,724,492.68

20%

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责，督促基金会规范运作。在强化监督管理职能

上海茶恬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机票代理

3,793,733.00

14%

上海达迅电脑有限公司

电脑

3,622,160.00

13%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图书

2,810,147.10

10%

据监事会所知，以上供应商与真爱梦想管理人员及采购业务人员无任何关
联关系。

5）参与协调政府关系。

的同时，加强与理事会、高管团队的沟通，扎实做好监事会的各项工
作，同时充分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共同促进基金会的规范运行、持续
健康发展。为孩子们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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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评价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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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实物捐赠数量增加的情况，请秘书处做好实物捐赠策略，带动相
关资源投入的规划。按照慈善法规定，公募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
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

一、对标国际标准，真爱梦想理事会治理评价
真爱梦想自2017年通过SGS全球社会组织对标审核之后，一直以来参
照对标审核标准进行内部审核。《全球社会组织对标审核标准》涵盖
了全球社会组织最佳实践的12大维度99项指标，包括治理框架、治理
主体、战略规划、诚信管理、人力资源、传播、倡导与公众形象、资
源筹措及配置、财务控制、项目策划、项目实施、监测评估以及持续
改进。真爱梦想也在每年的内审中全面参照上述框架，根据内部已经
搭建的管理制度对各项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经过审核，
2019年度真爱梦想的管理和治理运作情况良好。理事长、秘书长和
一名理事为全职执行理事，直接参与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监督战略
的执行落地。基金会恪守诚信管理，重视团队赋能成长和组织文化建
设，在传播和倡导方面引导了公开透明、专业理性的基金会形象。基
金会资源筹措能力强，财务控制严谨。在项目的PDCA* 循环管理方
面，针对项目效果的验证及持续改进的能力需不断提升。同时，我们
也基于Charity Navigator的评估指标＊对机构的财务健康状况和透明
问责水准进行自我评估，除少数不适用内容之外，真爱梦想的财务健
康评级和透明问责评级均达到四星满级，综合评分为97.23分。

额的百分之七十。如实物捐赠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考虑后续三年支
出的比例控制。
5、2019年梦想中心建设数量大幅增加，给未来为相应数量的学校提
供运营服务带来挑战。如何配置资源保证为学校提供深耕运营服务的
质量，是基金会未来几年应重点关注的。
三、审议未来三年的战略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2030年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
局，国家冶理现代化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2019年10月底，战略发
展委员会组织基金会核心团队、捐方代表、教育局局长、老师校长说
等跨界代表进行为期3天的战略工作坊。研判基金会中长期战略，对不
确定的未来局势进行了沙盘推演。明确未来3年的战略方向为：
深耕教育公益生态，让孩子看见未来；
撬动公益增长飞轮，让中国看见真爱；
助力国家发展战略，让世界看见中国。
我们看到疫情导致2020年的开局颇为意外。理事会此判断疫情冲击来

二、理事会对执行理事及高管团队的评价
2020年3月5日，在真爱梦想三届六次理事会议上，基金会理事长、秘
书长和全额拨款机构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进行工作述职，全体理事对
基金会2019年整体工作进行评价。收集问卷显示： 30%认为圆满达
成2019年工作目标，70%认为超越预期达成2019年工作目标。
在理事长带领下，秘书处团队圆满完成2019年年度工作目标。在财务
指标上，克服困难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筹款目标；在内部流程管理指
标上，健全内部管理机制，确保ISO体系有效运行，通过年度监督审
核。组织人才梯队建设日臻成熟，价值观塑造和文化培养对团队成长

带的消极影响，对于捐款总量上不会显著体现在2020年。反而是“大
灾”年份的捐款往往有“透支” 特征。不仅要做好当年的工作，要
为明后年做好战略储备。因此虽有疫情影响，但今年工作总基调采取
“审慎进取”，保持士气和乐观态度。
真爱梦想作为「教育人」，我们要“以孩子全面发展为第一”，坚定
地选择做共同建设者，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来中，赋能“素养
教育生态”。真爱梦想作为「公益人」，我们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进程中，积极开启PPPS模式*，跨界链接，彼此赋能，携手开展政策
倡导，建立信任和欣赏的政社关系。

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保持高水准的社会责信度，基金会通过5A级社会

注释：

组织评定，界面透明度排名第一。

*PDCA：Plan 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Act处理
*Charity Navigator：有关评分标准及方法论阐述参阅www.charitynavigator.com

理事会听取工作汇报，通过实地走访，项目考察和充分讨论后，对

理事会
评价及战略

2019年秘书处的工作给与以下评价：
做得较好的方面：圆满完成筹款目标，尤其在公募筹款方面有大幅度
提升；治理机制日臻完善，特别是制定了有效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在
不明确的市场环境中，高管团队展现出坚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展现
出良好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理事会认为在2020年需要加强的工作和领域：
1、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要拓宽筹款来源，
另一方面要保住优秀人才，维持团队士气。建议秘书处可适当调低筹
资预期，
2、开发新的公益产品，特别是提高小额筹资产品的设计能力。争取更
多的政府配套资金和公众的个人捐款。
3、加强与同行开展项目执行、联合筹资、政策倡导等方面的合作。

*PPPS模式：Philanthropy 公益、Private企业、 Public政府、School学校跨界联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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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预算及策略概要
2020年预算

注释：

本预算为真爱梦想根据业务需要制定的管理报表

社区梦想中心数量之和

新建梦想中心数量为学校梦想中心数量与

2019年度

2020年度

增长率

新建梦想中心

544*

450

-17.28

筹款总额

204,333,765

190,000,000

-7.01%

投资收益

14,719,102

10,000,000

-32.06%

支出总额

189,732,807

172,839,967

-8.90%

项目支出总额

177,140,598

156,985,623

-11.38%

2020年策略概要
2020年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

其次，线上见梦想，线下现良效。疫情期间

优质的教育资源。公益是一个脆弱的行业，

们感受到社会的恐慌与焦虑、歌颂与指责、

我们将过去十余年打磨的素养教育——梦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承担行业发展的责

批评和行动……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需要

想课程迭代升级为线上课程，通过“真爱之

任，贡献过往的经验与智慧，是我们义不容

冷静的思考，需要爱的力量。而公益机构毫

声”等各种轻量级的形式帮助更多家长和师

辞的责任。

无疑问需要承担这份责任，如何专业理性

生接受素养教育的优质内容。同时，启动

的参与社会救援？如何弥合社会信任的鸿

“梦想力指数”区域测评，从质性和量性上

而我们深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重要的

沟？……任何机构都需要在危难之中快速迭

看到梦想课程对孩子的影响和改变，从价值

是人。我们的团队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探索和

代、创造机会，而真爱梦想坚定地相信真正

理性和工具理性让我们的服务效果更加显性

成长，在“艰难时刻”韬光养晦，发现内在

的组织变革恰是在面对真实的挑战中催生

化，这是未来三年核心的破局点。

的力量，构建更加扁平的组织结构，去赋能

其中：梦想中心建设

43,049,455

42,681,605

-0.85%

梦想中心运营

35,387,216

32,432,253

-8.35%

取”的心态，紧紧围绕“以孩子全面发展第

第三，运营在地化、业务数据化。巩固并探

有创业热情的赋能型组织。在逆境中，我们

专项基金

16,244,447

12,286,909

-24.36%

一”的价值观，一如既往深耕素养教育，以

索新型在地化运营模式，提升区域运营网络

看到了人类善良的提升，包括利他主义，同

工具理性的头脑和爱，凝聚公共善意，重塑

的品质，提高学校普遍开课率和良效率，以

情心和慷慨的精神和行动。这是我们善良社

公共信任。

期让更多孩子上更好的梦想课程。基于2019

会的底色，也是我们重构公共信任的土壤。

社区梦想中心

的。我们迅速迭代优化战略，怀抱“乐观进

与激活人本身，打造一个以公益为志业、具

1,406,677

1,725,684

22.68%

其他限定性支出

81,052,803

67,859,172

-16.28%

年已经建设完毕的强大的内部IT系统，2020

无论外界风云变幻，因为有诸位梦想合伙人

行政管理费用

10,367,383

11,794,344

13.76%

首先，募人募心，发展真爱会员。疫情对经

年业务数据将全面上线，实现基于数据的决

的陪伴与呵护，真爱梦想用过去十二年脚踏

82.49%

济的影响将间接反映在善款的捐赠上，通过

策，让数据赋能业务成为可能。

实地的积淀，也将用刚毅韧性、格局与勇气

筹款费用

2,224,826

4,060,000

年末净资产余额

255,545,761

282,705,794

10.63%

项目支出比例

93.36%

91%

-2.54%

公益支出占上年总收入比例

99.62%

71.66%

行政费用比例

5.46%

6.82%

营运资本比率

1.35

1.64

21.44%

全职雇员人均能效

1,555,187

1,502,956

-3.36%

-27.96%
1.36%

社会善意营销、捐赠人入梦、让孩子的改变

去拥抱它。当梦想被传播，当火花被点燃，

被看到等一系列方式，增进捐赠方体验，

最后，真爱发声音，扩大真爱统一战线。将

请你相信，我们每个行走的当下，都通向那

努力与各大互联网平台协同，募集人心，我

过往十二年的教育公益行动与实践沉淀凝结

个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来！

们真诚地期待多年陪伴与信任我们的朋友成

成书，分享所思所行，以期为行业提供有益

为真爱梦想的公益月捐伙伴，以这份爱的传

的借鉴。构建信任和欣赏的政社关系，逐步

承，支持机构的长期发展，以应对未来的不

探索省级教育公益的合作模式。同时，进一

确定性。因为我们心中怀揣着的是上亿孩子

步联动NPO伙伴，构建协作网络，营造良好

的梦想和未来。

的教育公益生态，力争为孩子提供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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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真爱十问
1、我们为什么选择教育？

讲，学生背，而是主题学习、问题探究、团队合作，分享展示。学习内容

带动，以互联网+教育为机制，给予全国8万余名一线教师多元化、多情

社会的失衡与问题背后其实都有教育的原因。而社会发展由人的认知观念

包含：

景、多共创的互动学习支持，并倡导教育者的终身学习。通过推动“全国

我是谁——让孩子们认识和了解自己；

校长变革者研修”和“梦想视野·局长研修工作坊”等陪伴赋能方式，真正

我要去哪里——开启孩子们的想象力；

推动了区域以“素养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生态的转变。

慈善的核心是给予，公益的核心是参与；

7、我们的教育公益理念是什么？

慈善是基于个人道德的财富再分配行为，公益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社会变革

的升级来推动；人的认知观念的升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教育是人类学习
的主要方式。因此，改善提升教育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而真爱梦想的使命
就是：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
真爱梦想所倡导的素养教育，是基于全人教育理念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
展而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我们的目标在于唤醒孩子们“向学的生命”，为学习者创造与自身、与他
人、与社会、与自然、与未知联结的认知场域，并且提供与情境和现实生
活互动的机会，探究各种可能性，培养“求真、有爱的追梦人”。

2、我们解决教育的什么痛点？
很多人批评中国教育是“有教无育”。在我们看来是“普遍知识点获取+

我要如何去——实现梦想的方法和技能。
我们鼓励老师通过梦想中心，每周为孩子们开设一节梦想课程，希望开启
他们的心智与视野——成为“求真、有爱的追梦人”。每一门课程是从孩

校图书馆——是学校里最漂亮的教室，是孩子们可以做梦的地方，引发自
主学习兴趣，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视野和格局。希望能帮助被大山阻

行为；

在教育公益行业的探索，走过这样几个阶段：

慈善是个人或者个人主导的组织行为，公益必须是机制化的组织行为。

梦想课程三个理念是：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信任比帮

公益1.0——提供物质和金钱资助，帮助贫困孩子“上起学”。

因此，公益具有明显的公共性：

公益2.0——为教师提供培训，帮助孩子“上好学”。

1) 实现公共目的：不是公司或者个人/家族目的；

公益3.0——跨界赋能，帮助孩子“学得好”。

2) 公共所有权：实际控制人不是公司或者个人/家族；

助更重要。在遍布全国的梦想中心里，孩子们已经上了超过300万节梦想
课程。在这样的课堂中，孩子们会用家乡特产编写奇异的故事，排演属于
自己的戏剧；他们被鼓励用演讲和辩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争取大家
对一套行动方案的支持；有时，他们甚至会走出教室，老师会带着孩子们
走进大自然，用一个听诊器倾听大树的心跳。他们还会在梦想中心里学习
理财的知识，体会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和双赢的谈判技术......

3) 具有公共动员能力：向公众说话，向公众募集，促进公众参与；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与全国204个县的配资合作模式。累计获得企业、个

4) 接受公众问责的价值取向：向公众披露，接受公共监督；

人和政府的捐赠达9.42亿元，为全国超过360万的孩子提供着素养教育的

5) 推动公共议程：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为存在目的

可持续服务。

8、如何用商业思维做公益？

3、我们是如何做的？

最初的想法，就是想为孩子们开拓视野，建一间像“诚品”书店一样的学

慈善的目的是救助，公益的目的是赋能

子的好奇心出发，无论他身处何处成绩好坏，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切指向应试选拔机制的功利性教育。

件及软件一体化的素养教育公益产品原型——“梦想中心”。

慈善是个人事务，公益是公共事务；

公益和教育一样，不仅仅是某些人的事，而是每个人的事。我们这十多年

高度竞争性的学习氛围＋个人好奇心和健全人格缺失”的教育。成因是一

11年前，真爱梦想开始尝试面对应试教育的痛点，建立起一套可迭代的硬

9、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有何不同？

10、我们如何做到“公开透明”？
2009年，真爱梦想第一次编写了基金会年报，和当时的大多数公益机构

2007年当我们刚刚进入慈善公益行业的时候，明确提出了要将“商业化

一样习惯以“做好事，讲悲情故事”的方式向捐赠人汇报。这样对捐赠数

思维与运作模式引入到公益领域”。商业解决了有限资源面对无限需求的

据的公开和活动事迹的讲述，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最简单的公益透明1.0。

资源配置问题，但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爱心捐赠和受助人无限的需求之间
我们有《理财》课程的3分钟视频，请看看梦想课程是怎样上的

5、如何建设全国3820家梦想中心？

的矛盾？真爱梦想首先在资源配置上面做了战略定位，孩子们的学习内容

2010年的年报除了依然有数据和报表的公开披露，也有我们对工作的反

和未来生活需要的“素养”之间的差距是真爱梦想找到的痛点。我们做了

思。我们对基金会的信息进行了结构化披露，无论是做错了还是发生问题

资产配置，设置了硬件的梦想中心加上5年课程与师资培训体系共同支持

了，年报中每一部分内容都会常年公开。此外，监管机构还要求披露资产

的打包服务，解决我们面对的素养教育痛点问题。

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可以看到基金会资产和营运的整个活
动情况。但真爱梦想是为数不多的公布财务附注的基金会，大额捐赠明

公益组织一般都欣赏“小而美”，在真爱梦想进入教育公益领域，研究了
连锁店的经营模式后，我们设计出标准化的梦想中心建设模式以便规模化

建立梦想中心需要对质量进行把控。我们借鉴了麦当劳与星巴克连锁模

细、投资收益、关联交易、项目活动费用明细、管理费、理事的工资、员

复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产品迭代。这次迭代让我们今天有能力每1-2年

式，将建设每一个环节不断做分解，提供标准施工方案，由学校进行施工

工薪酬，资产构成一目了然。

就升级梦想中心配置，如今梦想中心已经迭代到6.0版。由于我们的建设

监管。这套标准化的建设流程，实现了远程设计、采购招标、仓储物流和

流程标准化，只要4名员工一年即可完成400多家梦想中心的建设。

施工安装等各环节的标准化。

第二，学习的方法是以主题学习和项目学习为主的。

6、如何运营“梦想的连锁店”？

建立连锁模式需要一套运营管理体制，每一个梦想中心都是真爱梦想的

第三，学习的环境是探究的、互助的、团队的。

首先，梦想中心里的核心产品是——梦想课程。

“知识连锁店”，而它最重要的管理人员是老师，因此我们开辟了多层次

真爱梦想的年报有详细的分析，每年我们都会分析我们的筹款是怎么来

第四，教师的角色是辅助的，引导式的。

我们研发设计了30多门适合1-9年级孩子的素养教育课程——梦想课程，

的教育工作者培训体系，并建立线下的教师社群，共同形成了梦想中心运

的，筹款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原因是持续的、哪些原因是新增的。

营体系，连接每一个单点的学校，发挥连锁店的集群效应。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就能发现自己的成长，也让我们的捐赠人、同行看到

隔的孩子们，透过图书和电脑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重燃对学校生活和学
习的向往。
我们按照对未来教室的想象来设计、建设并运营梦想中心：
第一，在梦想中心里的学习的內容是跨学科的、整合的。

而“公开反思，过程透明”是公益透明的3.0。

列入了学校的正常课表，成为校本课程。
从1.0到6.0，梦想中心始终是以孩子为中心，为孩子赋权和赋能的场域。
通过安排在梦想中心里每周一节的37门梦想课程，逐步开启孩子们的心智

其次，我们培训连锁店的“店长”——学校的校长。同时也培训“店

与视野：成长为一个求真，有爱的追梦人：

员”—老师。为此我们建立了多层次的教师培训和学习体系。从一线教师

求真，学会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真诚正直，有强健理性的大

培训项目－到校长引导力学习计划－到梦想局长工作坊，真爱梦想一直在

脑；有爱，学会感知和联结，感受爱、相信爱、传递爱；有温暖有爱的

帮助教育工作者在升学考试的压力下，构建课堂内外的学习机会，寻找教

心；追梦，敢于梦想，保持童心，始终保持孩子般的好奇心。

育的意义，做孩子们的梦想领路人。

4、我们说的“梦想课程”是什么？

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线上的教师社交服务网络——梦想盒子，有8万多

我们说的素养教育是让孩子看见未来的教育。它的载体是一间学校的教
室，它的内容是37门，从1到9年级的梦想课程，授课方式不再是老师

如果透明1.0是讲故事，透明2.0就是用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方式来讲故事，

名实名认证的老师可以在线上进行交流。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以爱为基石，以课程为载体，以教研为支持，以社群为

真爱梦想是如何快速成长的。除了对筹款的分析，我们还有对机构运营的
真爱梦想发展了一套项目风险管理和项目评估体系，涉及选点风控、供应

反思，邀请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项目效果评估。只有直面问题，才能

商评估与选择、课程评测、项目运营监督、效果评估等过程。例如，在学

持续发展。

校的评估与甄选方式上，模仿信用卡发卡审核机制，经过书面评定、电话
访谈、实地走访三轮交叉审核后，评审委员会最终综合评定学校能否通过

公开是真爱梦想的工作价值观，透明是价值观的呈现方式。它不仅体现在

甄选。真爱梦想帮助自助者，不仅只是简单的接受捐助，而是这个学校愿

我们的网站和年报，而是融入每一个真爱小伙伴每一天的工作细节中。没

不愿意用行动改变当地教育落后的问题。

有过程的透明，就不可能有结果的透明。有品质的公开透明，不仅需要勇
气，更是每个需要对外募款的公益组织自身生存结构的必然选择。

2017年，真爱梦想建立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了ISO9001：2015认
证，是中国公益行业第一家获此认证的基金会；通过了瑞士SGS的全球

真爱梦想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素养教育，促进教育均衡。欢迎

NGO 基准审核，跻身于全球前5%具备顶尖治理与管理水平的 NGO 组织

大家与真爱梦想一起，为中国教育赋能，共同开创可持续的公益事业。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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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梦想成长足迹
2007

2010

2013

潘江雪与吴冲在香港创办真爱梦想中国教育

作为国内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每年一次披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政府和真爱梦想正式签

基金，开始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的教育

露年度财务状况的公益基金会，首次召开年

约共同筹建100家“梦想中心“项目，这被

资助项目，并尝试建立“梦想中心”多媒体

报发布会，向政府、捐赠方、媒体、志愿者

视为政府与民间公益机构合作全面推进全区

图书馆。

代表全面披露财务报告、项目数据、未来规

教育改革试点的里程碑。

第一间“梦想中心”在四川省马尔康县第二

划。

经上海市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评估委员会审

中学落成。

2018
“指向公平和质量的“真爱梦想”教育公益服务九年实践”荣获上海基础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真爱梦想作为发起单位联合52家上海社会组织发布《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

议，真爱梦想被评定为5A级基金会。

2016
首个“社区梦想中心”在深圳揭牌，将全人
教育理念和素养教育服务延伸到社区。
举办“看见未来”国际教育论坛暨“看见未
来教育研究院”成立。
成为《慈善法》颁布后上海市首批慈善组
织。

2011
“2011梦想教练计划”项目获得青年影响社

2019
理事长潘江雪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会——上海十大公益项目“最具影响力公益

“梦想领路人计划”入围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奖项，也是2019 年度15个入围项目中唯一

项目”。

的中国项目。

《福布斯》首次发布“中国慈善基金榜”，

“社区梦想中心”项目入选南都中国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

真爱梦想荣登榜首。

学习共同体研究院院长陈静静博士主持的《基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教育生态重构》入选全国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教育部重点课题立项。

2008

2014

获得上海市民政局批准，于8月14日正式成

开启首届梦想课程活动——“去远方”，6

蒙古国的孩子们成功来到上海出行，实现项目国际化的第一次试水。

立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支优胜队伍实现了“课堂走进现实，载梦去

推出《真爱第一课——真爱A 我们的组织哲学》，并进行全员推广。

远方”的旅行梦想。

通过上海市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再次荣获5A评级。

获得公募基金会登记证书，成为上海市首家

以满分的成绩荣登《界面新闻》评选的中国最透明慈善公益基金会排行榜榜首。

“去远方研学旅行”项目在上海市民政和外办的推荐和支持下参与“一带一路”计划，邀请

转制公募的民间基金会。
《福布斯》发布“2014中国慈善基金榜”，

2011

真爱梦想连续四年荣登榜首。

中国慈善基金榜

真爱梦想
荣登榜首

2017
成立“学习共同体研究院”，开始推动基于

2009

2012

与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推出基于

推出“梦想盒子”教师互动平台，扩大老师

全人教育理念的综合素质课程——“梦想课

在线交流体验，进而实现去中心化的自我生

程”，这也是“梦想中心”素质教育体系的

态发展。

核心公益产品。

“梦想中心”素质教育公益服务体系获得中

课堂改革、课程转型、教师在职教育和学校
发展等教育系统整体性改革的实践。
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通过SGS
的全球NGO基准审核的公益机构。
通过劳氏ISO9001：2015认证。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的第七届“中华慈

2015

善奖——最具影响力公益项目奖项“。

“梦想大篷车”启程，历时三个多月，开启
了移动“梦想中心”的新模式。
国内首个教育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公益服务平
台——火堆公益正式上线。
成立“梦想课程研究院”和“教师发展学
院”，组建专业团队，优化梦想课程和教师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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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捐赠明细
政府教育局及学校配资明细

政府教育局及学校配资明细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教育科技局

2,800,000.00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120,509.86

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天洁小学

589.30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弥城镇第一初级中学

380.32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教育局

2,337,78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八小学

113,000.00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蚂蚁堆乡新塘房学区

516.52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南坑镇中心学校

272.64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教育局

2,061,8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四小学

113,000.00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东方小学校

380.5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教育体育局

201.1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教育局

1,600,000.00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 109,544.11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教育局

1,237,080.0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基金会

103,090.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教育局

1,122,650.10

广东省佛山市西樵镇民乐小学

103,090.00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教育局

1,000,000.00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石云中学

103,090.00

企业捐赠明细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900,000.00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中心小学

103,090.00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教育局

880,170.00

河南省平阳县昆阳镇实验小学

103,090.00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教体局

800,000.00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西悦城第一小学

103,090.00

重庆市奉节县教育委员会

650,500.00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岭东区中山小学校

103,090.00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19,098,861.31

上海国际货币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618,540.00

上海市嘉定区娄塘学校

103,090.00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141,901.60

上海和绚室内装饰有限公司

291,250.00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教育局

600,000.00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初级中学校

103,090.00

连我（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5,464,130.00

上海银行慈善金融解决方案

281,328.05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教育局

6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一中

100,587.39

北京爱芙哲珠宝有限公司

3,200,000.00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00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教育科技局

600,000.0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教育局

100,000.0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00,000.00

深圳市侨城天域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00

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教育局

575,000.00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教育局

100,000.00

爱步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000,000.00

泰洋川禾文化传媒徐州有限公司

250,000.00

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教育体育局

515,450.00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教育局

100,000.00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集团

2,000,000.00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

240,000.00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教育局

503,090.00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执信中学附小

100,000.00

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苏宁公益平台）

1,759,341.0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236,600.00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教育局

500,000.00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中坝镇众塘小学

100,000.00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1,580,000.00

飞亚达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教育局

500,000.00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教育局

100,000.00

苏宁控股集团

1,500,000.00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教育局

444,400.00

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后旗教育局

100,000.00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1,282,261.88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教育体育局

404,162.89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第一小学

100,000.00

安徽高梵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73,957.56

深圳市西湖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教育局

400,000.00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马克唐镇第二完全小学

100,000.00

上海博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0,000.00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教育和体育局

400,000.00

深圳银监局

100,0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山东省诸城市教育局

359,270.00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局

100,000.00

深圳市一方汇德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教育局

300,000.0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教育局

100,000.00

VIPKID-北京大米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中国银行

200,000.00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教育局

300,000.00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80,000.00

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教育局

300,000.00

辽宁省大连市第三十八中学

80,000.00

兰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0.0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0,000.00

陕西省延长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300,000.00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教育局

75,000.00

聚量集团

1,000,000.00

泓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97,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社区基金会

70,000.00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深圳市手造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

280,201.32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70,000.00

博世集团

90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89,945.00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

251,319.34

上海市奉贤区汇贤中学

55,000.0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9,375.00

深圳市金骐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0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教育体育局

209,630.00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春蕾学校

51,545.00

英伟达

600,000.00

丹纳赫集团

173,734.00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教育体育局

206,180.0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湖洋中心小学

50,000.00

郑树芬室内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600,000.00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0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206,180.0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通贤中心小学

50,0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500,000.00

深圳市正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00.00

福建省龙岩市紫金山公园教育基金会

206,000.00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教育局

50,000.00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6,564.31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教育体育局

202,056.40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午井镇中心小学

50,000.00

深圳市枫叶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0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17,276.00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教育局

200,000.00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杏林镇中心小学

50,000.00

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258.00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教育局

200,000.00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办事处同乐社区居民委员会

50,000.00

美乐家（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472,518.33

深圳市康视佳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教育局

200,000.00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教育局

48,000.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8,891.00

深圳市天谷技术有限公司（含赵术开）

100,000.00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教育局

200,000.00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教育和科技局

35,000.00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457,335.99

幻多奇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100,000.00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教育科技局

200,000.00

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体局

33,210.00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6,965.00

布雷博（南京）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100,000.00

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200,000.0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教育科学出版社培训部）

27,000.00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429,682.00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教育局

200,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20,000.00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

412,000.00

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0

山西省运城市明远小学

200,000.00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教育局

19,671.00

暴雪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

上海惟楚有材经济文化促进中心

100,000.00

陕西省宝鸡市凤县教育体育局

2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第一中学

1,699.6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上海广为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100,000.0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教育局

200,00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职业中学

1,679.02

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343,101.00

上海厚柯计算机信息服务中心

100,000.00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173,316.60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街道凤翔中学

1,468.68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8,838.24

深圳市华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160,000.00

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午城镇午城中心学校

799.17

广东派迪茵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300,941.80

深圳市递四方速递有限公司

90,000.00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教育局

150,000.0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南阳中心小学

739.00

哈尔滨市浩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0

默克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89,763.30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

150,000.00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龙凤小学

719.44

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成都娄外科技有限公司

88,813.00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人民政府

146,938.30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送表矿区中心小学

591.71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75,000.00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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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捐赠明细
捐赠方名称

44

个人捐赠明细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颇尔过滤器（北京）有限公司

55,119.00

上海应确应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

支付宝公益平台爱心网友

27,598,846.20

何芳

20,000.00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50,000.00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4,193.93

腾讯公益平台爱心网友

24,953,347.81

张田田

15,000.00

无锡妙音电子有限公司

50,000.00

北京细活里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11,666.00

火堆公益爱心网友

3,453,001.33

王婷

15,000.00

中山市易路美道路养护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江苏路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1,200.00

龙先生

3,000,000.00

沈素瑶

15,000.00

上海源德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0

武汉鲨鱼网络直播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0,385.48

邓锋

1,000,000.00

毛夏平

15,000.00

上海擅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

常州市星空医疗美容门诊有限公司

10,000.00

乐建明

500,000.00

马菲菲

15,000.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

44,000.00

厦门市亨爽美容有限公司

10,000.00

董承非

350,000.00

邓威莲

15,000.00

弄潮儿（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1,600.00

佛山市陶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0,000.00

爱心客户

316,509.24

零售捐赠

13,331.14

上海艳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李光煜

260,000.00

陈佩云

12,600.00

上海正勤电子有限公司

40,000.00

上海实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蔡云晔

250,000.00

赵越

11,800.00

上海彼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000.00

北京科莱美特信息咨询中心

10,000.00

王衍鑫

220,000.00

阴斌斌

11,565.00

北京吉元科创有限公司

31,399.00

中山市中扬电子销售部

10,000.00

赵轩艺

200,000.00

李依明

10,000.00

高迪地产开发（青岛）有限公司

30,000.00

丹纳赫（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600.00

赵岗

200,000.00

宋苗

10,000.00

唐山天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梦想旋律

5,800.00

马兰

200,000.00

吴丹

7,500.00

北京默契破冰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5,060.00

李伟

200,000.00

王开琳

7,200.00

上海荣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中山市扬端电子科技销售部

5,000.00

金虹

200,000.00

京东公益爱心网友

5413.36

广州信芸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000.00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4,854.00

陈小英

200,000.00

辛欣

5,000.00

深圳市国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0

上海爱博才思分析仪器贸易有限公司

4,854.00

李弘

150,000.00

申强

5,000.00

科麦(上海)烘培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24,050.00

上海明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200.00

党开宇

100,000.00

何柄秀

5,000.00

北京恩吉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805.00

深圳市红荔村餐饮有限公司

2,062.00

蔡颖

100,000.00

郑丹妮

4,000.00

深圳市幸福双翼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上海晨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25.00

薛兆丰

100,000.00

姚如惠

4,000.00

小风暴（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广州雷猴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730.00

牟頔

100,000.00

王博

4,000.00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东莞中心支公司

20,000.00

上海久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01

Eva YI

100,000.00

刘伊文

4,000.00

上海晋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00.00

陈锐

100,000.00

刘亚娟

4,000.00

京东公益爱心东东爱心网友

97661.12

李凌云

4,000.00

柯幼配

60,000.00

何蓉花

4,000.00

武梦如

60,000.00

单为如

4,000.00

陈远雁

55,000.00

陈雅璠

4,000.00

牛晓

53,800.00

张安超

3,964.99

肖阳

50,000.00

心泉计划（何天舒）

3,553.00

基金会捐赠明细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6,723,489.71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

30,000.00

王春艳

50,000.00

雷献云

2,000.00

Little Blue Bridge Foundation

4,452,500.00

上海浦东新区浦兴社区基金会

30,000.00

李其康

50,000.00

金育

2,000.00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4,295,300.00

南都公益基金会

30,000.00

陈豪

50,000.00

魏宇

1,599.00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2,567,550.00

北京市美疆助学基金会

16,759.00

叶骏达&赵小蕙夫妇

30,000.00

聂牡丹

1,599.00

深圳市澳康达慈善基金会

1,830,000.00

浙江省小泰公益基金会

10,000.00

真爱梦想江口小组

30,000.00

李宜倩

1,599.00

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

1,605,000.00

关玉婵

30,000.00

白莉

1,599.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

1,500,000.00

爱心人士

25,000.00

盛景

1,500.00

心和公益基金会

1,131,888.14

王宏光

24,000.00

徐洁

680.00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1,000,000.00

陶晶

20,000.00

傅春颖

300.00

闻一多基金会

1,000,000.00

墨卡托基金会

833,592.76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700,000.00

北京方源公益基金会

568,000.00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420,000.00

中金亲子公益夏令营

923,759.97

扬州市天和德勤教育发展基金会

405,000.00

长江商学院

518,000.00

华润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北京香港马会会所

400,000.00

北京德恒公益基金会

200,000.00

空军西安飞行学院

200,000.00

北京弘毅慈善基金会

200,000.00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15级深圳1班

200,000.00

中国扶贫基金会

140,200.00

十堂

200,000.00

上海耕夫公益基金会

100,000.00

金额(RMB)

团体捐赠明细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海外捐赠明细
捐赠方名称

金额
HKD809590.00

捐赠方名称

金额

长江商学院接力长江社群

91,651.90

Credit Suisse

中华海运慈善联合会

USD57459.85

美好未来专项基金

50,000.00

深圳国际家长联盟

30,000.00

MR MA LEI

HKD18538.00

朱松涛

USD40000.00

福建省陈章辉福信慈善基金会

50,000.00

蛇口科爱赛国际学校

19,141.00

MISS WANG YINAN

HKD14950.00

FutureX 天际资本

USD29744.07

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

40,000.00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苏庙阳光蒲公英服务站

15,000.00

美国微软公司

USD74993.00

ASML Foundation

USD24963.00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40,000.00

福州市信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2,500.00

美国高通公司

USD69950.66

UBS AG

USD14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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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追梦无界 深耕未来”分享 · 爱慈善义拍晚宴门票捐赠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捐赠方名称

FutureX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46

2019年“追梦无界 深耕未来”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主拍品捐赠
金额(RMB)

竞拍人

主拍品名称

拍品捐赠人

成交价(万元)

USD14141.07

李璐希

5000

深圳市侨城天域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5000

爱基金

50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

接力长江校友社群

40000

罗文英

5000

深圳市尚承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王春艳

5000

爱心人士

25000

王翼

5000

北京弘毅慈善基金会

党开宇

10500

新嘉源成长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5000

哈尔滨市浩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玉婵

10000

殷丽华

5000

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爱基金

何进春

10000

庄少鸿

5000

柯幼配

6

李靓蕾 布面丙烯 《小飞象梦境》

李靓蕾

25

云南弥渡县30间梦想中心

真爱梦想

300

上海博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宫匠黄金 金饰《凤凰来仪》

陈数

70

深圳韦玥创意投资集团、邓锋

曹俊 布面油画 《流金岁月》

齐笑

300

翁狄森 戒指 YEWN锦上添花系列《一尺盈》

翁狄森

20

翡翠摆件《苍龙教子》

利青

30
1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龙先生

30

高东亮

5000

关玉婵

3

龚玲

5000

深圳国际家长联盟

3

郭颖

5000

广州信芸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何立

5000

李依明

1

黄保黔

5000

何立

黄峻敏

5000

乐建明

扬州市天和德勤教育发展基金会

5000

李津慧

5000

2019年“追梦无界 深耕未来”分享·爱
慈善义拍晚宴义卖品捐赠
捐赠方名称

金额(RMB)

分享爱义卖

19400

3
去远方

真爱梦想

陈数

9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30

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

Eva Yi

2019年“追梦无界 深耕未来”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主拍品捐赠
竞拍人

主拍品名称

拍品捐赠人

成交价(万元)

10

高迪地产开发（青岛）有限公司

3

深圳市国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3

赵剑英

3

深圳市尚承投资有限公司

6

叶骏达
龙先生

150

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胡郁

10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市枫叶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50

上海彤程公益基金会
金虹

100
儿童表演《心中梦想》

曾同心、黄可芯

深圳市华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50

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骐集团有限公司

2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

杜恒

3
30
刘白雪 布面油画《九天》

石娜莎

20

鲍雯君 紫尊提梁壶

鲍雯君

20

MASRIERA 珠宝 《仙子》

FutureX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18

爱新觉罗 · 文嘉 书画 《四君子图》

深圳岭南文博食荟

30

缅甸光面马眼红宝花形别针

许小倩

20

100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丙屯 油画《岁月静好之江南韵》

张巍、许丙屯

20

党开宇

1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掐丝珐琅 腕表 《自由女神》

孔氏珐琅

20

王春艳

5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左晋 布面油画 《美荷-幻影》

左晋

40

王少帅 雕塑 《我们》

林小淇、王少帅

10

李光增 和田玉山水摆件《江南》

乌鲁木齐玉润一品有限公司

20

秦铃森 综合绘画 《ME》

桃花源文化、秦铃森

15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儿童画《勇往直前Keep Moving》

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

150

上海博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民国潮绣《云纹龙》

郑晓星

42

深圳市慈善会·歌力思艺术公益基金

7542青饼 普洱茶

利青

80

李弘

沐杨时计 腕表 《轩辕剑》

沐杨时计、中金公司环球家族办公室(CICC GFO)

13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儿童画 布面丙烯《山海的诗歌》

小燕画院

6

1989年 玛歌酒庄 葡萄酒

杨建恒

23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 拉菲 (CHATEAU LAFITE)葡萄酒、30年麦卡伦 威士忌

利青

30

陈祥达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识珠宝有限公司
陈祥达
李伟
深圳市西湖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方汇德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盈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陈祥达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吕俊杰 平盖西施壶

叶骏达

30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武青饼《九九归易》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厂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0

珠宝 The Rose 系列《金丝雀黄》

ASTER MA高级珠宝定制

20

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艺术智能陈设 星际熊

张素勇

20

爱新觉罗·恒锦 楷书 《心经》

爱新觉罗·恒锦

20

深圳市正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亚历山大•特卡琴科 油画 《乡村情调》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

翡翠摆件 《龙行天下》

利青

100

程大钜 布面丙烯 《五彩梦》

程大钜

22

他们 + 布面油画 《像梦一样自由》

徐女士

20

北京盖娅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 La mission Haut Briton 红葡萄酒

翁祖鸿夫妇

30

李承九 雕塑 《DDINGGU爱心》

桃花源文化、李承九

40

FutureX Capital (Hong Kong) Limited

靳尚谊 复制画 《女子肖像》

莫小奇

11

《雨林108棵树》61号 普洱茶

云南猛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2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朱文立 汝瓷 《三牺尊》

朱文立、朱宇华

25

黄君实 行书 《晚晴》

黄君实

30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

儿童画《车轮滚滚 Wheels Are Rolling》

深圳市艺邦美术活动中心

100

刘锋 布面油画 《随风而至》

刘锋

20

李光煜

1954年麦卡伦 威士忌

胡女士

26

陈祥达

STENZHORN 珠宝 《WILD LIFF DIVA》

曹颖

50

祖莪 国画《南天旭日》

杜书明

22

周大福 尊王珍宝之蕴颐系列 《数尽铅华》

蔡明

80

1978年 中茶牌简体字 普洱茶

杨建恒

25

罗中立 丝网版画 《灯光》（49/99）

刘军

28

ALESSIO BOSCHI 戒指

"SENSE ART CENTER（尚艺廊）

3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当红齐天国际文化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手造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陈祥达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王衍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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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梦想中心建设
上海莉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知渔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江阴市顾山鑫怡电脑店常州市利登家私有限公司、江阴市嘉澳商贸有限公司、上
海优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常州欧德隆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南京极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菱华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达迅电脑有限公司、上海至正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美稷家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彧荣企业营销策划中心、佳美斯特江苏木业有限公司、
境洁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资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潜果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彧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图书有限公
司、漳州建晟家具有限公司、江苏凯莱木业有限公司、上海汇晨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大学、同济大学、西安英
检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想（上海）有限公司、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陈诺、王欣、summer曹臻、陈剑、居舒怡
课程及培训合作与支持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北京义德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即兴光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叁友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施孟甫、上海绎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考拉教育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江苏亲近母语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深圳市途梦教育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赋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和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青驼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区戏剧工作
者协会、江苏博鑫盛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教育家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佰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洪志忠、雷浩、杨涤、苏州工业园区绿色光年科普
服务中心、上海虔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刘欣、袁晓峰、曹盛宏、郭凌曼、二七区教育体育局、张翔、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山西省运
城市盐湖区解放路二小、贵阳市花溪实验中学、合肥市肥东县东城实验小学、江苏省启东市百杏中学、甘肃省会宁县桃林中学、陈璐璞、洪志
忠、张永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附小、复旦大学-东芬儿童保护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
教育研究中心、曹蕾、丁道勇、高振宇、郭栋、刘晓东、李振村、刘秀丽、孟素琴、宁本涛、潘兆良、魏戈、王秀江、王捷、王友缘、王浩、熊
佑平、于伟、俞秀红、郑敏希、崔允漷、赵海涛、洪志忠、刘振洁、战建、田峥、金庆军、王新丽、沈蓓、刘娜、穆潇潇、蒋竹青、蒋新萍、刘
健、安勇、邵爽、王作鑫、赵强、林忠玲、徐明、杨晶
专项基金合作与支持
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反应志愿服务中心、上海晋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吴怀香、朱成
志、董益宏、刘成、樊海东、刘婳、刘瑞芳、玫琳凯(中国)有限公司、义乌联合村镇银行、益加益公益事业社区服务中心、华天、张雪珊、上海葡
萄纬度科技有限公司、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隋建国艺术基金会、龚阿玲、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康
师傅）、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慧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大米未来科技有限公司（VIPKID）、
钱晓忆、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商道纵横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幕天青少年教育发展服务中心、郎园Park良阅书房、信美人

云端青少年发展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龙祥社工服务中心、大悟县巾帼志愿者协会、爱树（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正心社区服务中心、叶
湘辉、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袁小良、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政策研究室 国卉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王捷、成都棣渼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杭州智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救要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反应）
场地及现场合作与支持
上海豫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博雅酒店、普华永道中国、中信银行信用卡爱·信·汇、南
方精英传媒、曹冠业、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明尚摄影、新时代健康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武门健康生活馆、远达至圣文化创意（北京）有限责任公司、ASML CHINA、深圳韦玥创意投资集团、上海赫德双语
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上海葡萄纬度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英伟达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众安在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唛（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当
红齐天国际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小蜜蜂青少年职业体验中心、NBA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珠海
市唐国安纪念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复旦大学、河南省遂平县第六小学、江西省萍乡芦溪
外国语学校、甘肃省武威新城第一小学、山西省临汾市南关第四中学、陕西省宝鸡市 岐山县城关小学、吉林省孤儿学校、河北省唐山市唐山师范
学院附属学校、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第八十中学、福建省武夷山市武夷山实验小学、肥东县教育体育局、自贡市自流井区教育和体育局、北京师
范大学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教育局、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教育局、湖北省松滋市教育
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教育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教育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局、河南省新密市教育体育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教
育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教育科技体育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教育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教育局、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教育体育局、厦门
市海沧区教育局、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
媒体及传播渠道
凤凰网、澎湃新闻、梨视频、新华社、头条新闻、人民网、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公益文化部、中国日报、新产经、经济时报、中国慈善家、腾
讯社交广告、腾讯公益、腾讯视频、支付宝公益、趣头条、中华工商网、京东公益、美团公益、百度公益、苏宁公益、善源公益、暖东公益、
新浪微公益、晨报、优酷公益视频、今日头条、搜狐、中青网、决胜网、腾讯大申网、教育在线、中国经济导报、中国慈善网、中国报道、中
国企业报、中国产经新闻报、未来网、中国发展网、中国青年报、善达网、人民日报、环球网、人民政协报、东方网、光明网、公益时报、中
国网、中国企业家、上海热线、文汇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青年报、一点资讯、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社会新闻网、消费导报、羊城晚
报、广电集团城市发现、深圳商报、南都、羊城地铁报、晶报、深圳都市报、深圳特区报、南方日报、东莞时报、界面、北京青年周刊、我要
WhatYouNeed、北方网、路途传媒（纳斯达克）、K+全媒体公益平台、第一教育、创先泰克教育云直播平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教智
库传媒、教育新闻网、能量中国、张德芬幸福研习社、优信集团、同程网、携程网、第一财经、科技汇、芯师爷、路铁传媒、虎妈牛娃、阅读第

寿相保险社、沙有威

一、为了孩子杂志、上海赫德、产经在线、爱奇艺

实物捐赠机构

技术平台管理及IT管理开发服务

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广东派迪茵体育股份有限公、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金陵体育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康师傅）、NBA体育文化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保利国际影城、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浙江大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橙全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旗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天津君之瑞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体育发展基金会、苏宁公益、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广州翀泰贸易有限公司、故宫
角楼咖啡、高晓松、赵胤胤、美贺庄园、黑龙江润之源泉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朴诚乳业有限公司、香港新星茶庄、中信银行信用卡爱·信·汇
社区梦想中心合作与支持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美国高通公司、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
东新区金桥镇妇女联合会、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妇女联合会、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妇女联合会、上海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
东新区周浦镇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妇女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妇女联合会、上海浦东新区浦兴街道社区基金会、上海浦
东新区潍坊街道社区基金会、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街道办事处、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街道社区基金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人民政府、上海市浦东新
区塘桥街道塘东居民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妇联、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程林东路社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
阳街道、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晋阳社区居民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同乐社区居民委员会、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唯亭街道
湖滨社区、江苏省无锡市钱桥街道苏庙社区居民委员会、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苏庙阳光蒲公英服务站、北京浦爱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君心善
行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上海永丞公益促进中心、成都市武侯区彩虹岛青少年关爱中心、天台县家庭教育研究会、无锡市惠山区四叶草儿童青少年
成长中心、成都市锦江区快乐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苏州市乐仁乐助公益发展与评估中心、珠海市蓝海社会服务中心、昆山市启元公益服务中
心、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襄阳市襄亲襄爱扶贫志愿者服务中心、南阳益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
务中心、长沙市暖心社工综合服务中心、淮北一家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绵竹市爱之援义工协会、淄博市民生社会发展中心、厦门市集美区志合
社工服务中心、泉州市洛江区北斗星自闭症儿童培训中心-星福公益书屋、武汉市江汉区友谊青少年空间社工中心、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南京韩博士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中心、陇县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中心、长沙县幸福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山丹县焉支星火爱心公益协会、武汉市爱梦
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珠海市香洲区梅华同华社会组织服务社、长春市沁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湖北省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武汉市武昌
区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天津市西青区乐益社区服务中心、陕西尚善公益发展中心、铜仁市源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南京雨花爱在

48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泛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上海够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ambition、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网新恒天软件有限公司、北京优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众安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益善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德勤企业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联劝网、概
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SAP中国、广州全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劝募志愿者
苏州九龙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顾申、周翼境、李小龙、何湘、吴杰、赵越、李嵘函
设计策划、摄影摄像及会展服务
上海锐克广告有限公司、李渊俊、北京平衡视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1088广场、上海紫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志洁、赵
腾飞、钟孟佳、北京一段时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齐超、罗绮琪、晨雪、上海步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黄垒鑫、Emily、Eric、深圳市明尚视图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远达至圣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橙色万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昊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空境轻摄影沙龙、北京观通
互动品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贾壮、张雪冬、杨帆、芹子、玛丽叔
会计服务：上海锦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服务：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顾问服务：大成律师事务所、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高明月律师
物料制作服务：上海茨威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尚印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BCG波士顿咨询公司、劳氏质量认证(上海)有限公司、周旭峰、周文、何嘉裕、MetaThink根元咨询
员工体检及培训赞助：上海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昊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富兰克林科维公司、上海清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顺丰快递集团、京东物流
其他合作支持：蜗牛文化传媒工作室、杨铭、金晨、张晓龙、熊达达、孙伟、罗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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