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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本报告按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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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7年3月31日前，各社会组织完成《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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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四、年检服务热线： 23111481，2111482，23111483，法人一证通受理点咨询电话：9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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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3月22日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50178259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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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09日

证书有效期：   2019年08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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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人民币400.00

原始基金来源：  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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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沈家弄路891号 200135
                          所在地街道、镇：浦东新区洋

）泾街道

联系地址：
 

  （邮编：   上海浦东新区沈家弄路891号 200135
                          所在地街道、镇：浦东新区洋

）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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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提供

联系人： 任艳萍 职务： 秘书长 手机： 13564466062

电子邮件： renyanping@yjcf.org

联系电话： 50934254 单位传真： 50934248

是否举办网站：是 网站地址： www.yjcf.org

是否建立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制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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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5
            其中，专职人员（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人， 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  人； 3 0
            企事业单位在职  人， 离退休返聘  人， 其他  人。0 1 1

            2、年龄结构：35岁以下   人， 36-50岁   人， 51-60岁  人， 60岁以上   人。2 2 1 0

            3、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   人， 大学本科及专科   人 0 5
                                      硕士及以上   人， 留学半年以上归国人0
员   人。0
            4、工作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   人， 1
                  从事岗位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人。1

            5、工作人员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人， 人大代表   人， 政协委员  人。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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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志愿者数   ， 志愿劳动时间   小时。1356 1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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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女性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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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数 9 3

负责人中具有行政级别：

在职：省部级  人     厅局级  人     处级  人     科级  人0 0 0 0

离退休：省部级  人     厅局级  人     处级  人     科级  人0 0 0 0

   (负责人中不具有行政级别)

2.参政议政情况
理事监事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人、人大代表 人、政协委员 人； 0 2 0
理事监事中具有行政级别：省部级 人、厅局级 人、处级 人0 0 2

（三）法定代表人（理事长）情况

      姓名： 张必昌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性别： 男

      文化程度： 本科  身份证件： 身份证  证号： 310228196210025431

      离退休否： 否  电话： 50934241  专职/兼职： 兼职

      工作单位： 上海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

   其他职务： 中国狮子会东方阳光服务队

（四）秘书长情况

      姓名： 任艳萍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性别： 女

      文化程度： 本科 身份证件： 身份证  证号： 310101198507010023

      离退休否： 否 电话： 50934254  手机： 13564466062

      专职/兼职： 兼职 工作单位：上海浦东新区洋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其他职务： 上海浦东新区洋泾诚信工作室理事、上海浦东新区洋泾志愿者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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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必昌 男 1962-10-02 理事长 2013-08-09 2 0.00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2 任艳萍 女 1985-07-01 秘书长 2013-08-09 2 41700.00
上海浦东新区洋泾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主任

3 金昭敏 女 1951-08-01 理事 2013-08-09 2 0.00
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

中心顾问

4 国云丹 女 1978-10-28 理事 2013-08-09 2 0.00
上海浦东新区社工协会

秘书长

5 李国君 女 1966-02-21 理事 2013-08-09 2 0.00
上海浦东国君排球具乐
部青少年排球学校校长

6 杨振峰 男 1970-10-26 理事 2013-08-09 2 0.00 建平中学校长

7 秦晋克 男 1970-06-01 理事 2013-08-09 2 0.00 中化国际财务总监

8 傅 红 女 1958-06-16 理事 2013-08-09 2 0.00
洋泾街道办事处副调研

员

9 吴仲春 男 1975-03-22 理事 2014-12-29 2 0.00 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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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群 女 1974-05-02 2013-08-09 2 0.00
洋泾街道维多利居委会主

任

2 倪杰 男 1979-10-15 2013-08-09 2 0.00 社区晨报主编助理

3 蒋建红 女 1973-10-23 2013-08-09 2 0.00
上海沪巷金茂会计师事务

所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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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艳萍 中共党员 1985-07-01 本科 基金会秘书长

崔菊娣 中共党员 1959-01-06 本科 基金会行财顾问

卫丽 群众 1981-08-23 本科 基金会行财主管

陈运婕 群众 1993-02-08 本科 基金会项目助理

金芸 中共党员 1976-07-10 本科 基金会行财助理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3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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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专职工作人员中党员数 人。 * 3 1
             党组织关系在本社会组织的党员数 ， 本年度发展发展新党员 人。2 0

（二）党组织情况：

       1、党建形式：党支部

党建全称： ， 成立时间： ， 党员人数：洋泾街道社会组织第二党支部 2016年11月16日 10

党组织负责人姓名： ， 党组织负责人电话： ， 上级部门全称：袁建民 50934283 洋泾街道社区党委

      2、党组织隶属关系：属地党组织

      3、党组织负责人：同时担任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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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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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日期 ：上海社会组织网 2016-06-30

（四）2016年度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是否收费

 少年志-洋泾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  收取报名费

（五）2016年度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2016-06-03 2016年度洋泾社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社区志愿者

协会

2017-03-06 2016年度浦东新区十佳志愿服务项目
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浦东

新区志愿者协会

2016-06-30
2016年度第八届浦东新区公益活动月-最具

创意社区公益项目
上海浦东新区公益活动月组委会

2017-03-08 2015-2016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上海市妇联

2017-03-22 2016-2017年度ME社会创新项资助基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民生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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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公众微信号 20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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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网站 2014-12-01 章程、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

（八）公布收入和支出明细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网站 2016-01-27

（九）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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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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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1 养老保险  1 医疗保险  1
工伤保险  1 生育保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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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菊娣 会计 50934261 有  无 助理会计师

卫丽 会计 50934261 有  无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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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章程

审批程序 有  无  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列支原则 有  无  章程

审批程序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章程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审批程序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财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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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否 否

2、本年度章程修改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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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欣和-传家宝 2015-03-25 一般账户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大道
支行，上海洋泾社区公益
基金会-长者关爱基
金-452068621847

关爱社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及其家属

2
建平-青年教师关爱
专项

2016-06-15 一般账户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大道
支行，上海洋泾社区公益
基金会-建平关爱专项基
金-435168623327

提升建平校本特色课程建设水平，促进建
平特色发展

4、办事机构情况（已办理备案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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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元， 非限定性净资产： 元。4926696.20 779600.03 4147096.17

    本年度收入合计： 元1869145.97

    其中，1、捐赠收入： 元1618510.83

                2、提供服务收入： 元82209.77

                3、商品销售输入： 元0.00

                4、政府补助（资助）收入： 元0.00

                5、投资收益： 元164004.38

                6、会费收入： 元0.00

                7、其他收入： 元4420.99

    本年度费用合计： 元1761192.15

    其中，1、业务活动成本： 元， 其中公益事业支出： 元1630099.88 1630099.88

                2、管理费用： 元 （其中工资福利： 元 ，办公开支： 元 ，其他：114092.27 60098.50 53993.77
元）0.00

                3、筹资费用： 元17000.00

                4、其他费用： 元0.00

    本年度净资产合计： 元， 其中限定性净资产： 元， 非限定性净资产： 元。5034650.02 294794.33 47398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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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号：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大道支行 439064862364

2.外币币种： 开户银行：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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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48.33 444130.67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4600000.00 4600000.00 应付款项 62 794.70 3200.00

应收款项 3 100.00 80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16721.18 1023.25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51780.91 18623.84

待摊费用 9 0.00 0.00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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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748.33 5044930.67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69296.79 228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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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7.00 19917.00      

减：累计折旧 32 4802.34 7350.56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3244.66 125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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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96.79 22847.09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3244.66 12566.44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4147096.17 4739855.69

受托代理资

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779600.03 294794.33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4926696.20 5034650.02

   　 　  　  　  　 　  　

资产总计 60 4995992.99 5057497.11
负债和净资产

合计
120 4995992.99 50574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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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2.65 896600.60 918533.25 918510.83 700000.00 16185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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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616.41 372616.41 82209.77 0.00 822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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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142193.54 0.00 142193.54 164004.38 0.00 164004.38

其他收入 9 1777.69 0.00 1777.69 4420.99 0.00 4420.99

收 入 合 计 11 165903.88 1269217.01 1435120.89 1169145.97 700000.00 1869145.97

二、费 用              

（一）业 务 活 动 成 本 12 1133638.27 0.00 1133638.27 1630099.88 0.00 1630099.88

其他:  捐赠项目成本 13 1133638.27 0.00 1133638.27 1630099.88 0.00 1630099.88

无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 理 费 用 21 128090.66 0.00 128090.66 114092.27 0.00 114092.27

（三）筹 资 费 用 24 26060.00 0.00 26060.00 17000.00 0.00 17000.00

（四）其 他 费 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 用 合 计 35 1287788.93 0.00 1287788.93 1761192.15 0.00 1761192.1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1575912.29 -1575912.29 0.00 1184805.70 -1184805.7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454027.24 -306695.28 147331.96 592759.52 -484805.70 1079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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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1618510.83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499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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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40.17

现金流入小计 13 1684234.7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020672.99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64502.45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652427.91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30283.40

现金流出小计 23 1767886.7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83652.0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81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164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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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4004.38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187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8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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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187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52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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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17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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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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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年捐赠收入  1618510.83  0.00  1618510.83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458281.83  0.00  458281.83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1160229.00  0.00  1160229.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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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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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120.89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1435120.89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630099.8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60098.50

行政办公支出 53993.77

其他支出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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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9%（综合两年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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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综合两年8.22%， 
              综合三年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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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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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单位：人民币元），0.00
请说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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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0.00 500000.00 资助建平中学

中国扶贫基金会 0.00 200000.00 资助少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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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项公益活动，年度受助人数（118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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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洋泾失智友好化社区项目 0.00 19730.00 “走进洋泾—社区失智友好社区”项目为洋泾社区老年人进行失智症相关知识的宣讲，帮助社区居民建立正确的失智认知，筛查社区失智老人，同时建立失智症老人家庭档案，并培养一批社区志愿者为社区失智老人服务，打造社区失智友好社区。

提升生活质量共享晚年幸福 0.00 19182.00 项目以提升洋泾街道老人生活质量提供服务。在广大志愿者帮助下，组织老人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各种生活技能培训及活动，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老人生活的乐趣，感觉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使老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从而使其精神生活更有保障，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共享晚年幸福生活。

为生命加分生命教育公益课堂 0.00 17302.00 为生命加分”项目为洋泾街道中小学了的学生、三阳基地的残疾人以及社区孩童举办生命教育课程，帮助服务对象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和美好品格，改善服务对象在家庭、学校及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培育社区生命教育志愿者，推进社区生命教育活动的持续性

社区老人百日益行心理关爱服务 0.00 32200.00 百日益行”项目由居委会牵线联系社区老年居民，邀请老年居民座谈，罗列老年居民关心的问题，对症准备宣讲主题材料，有序开展活动。项目通过社区宣讲、心理咨询、个案跟进的方式为社区老年居民提供了亲子、人际等心理疏导，在心理危机方面给予了相应知识和方法，为社区居民了解自身及周围人的心理状况提供了方法，同时项目通过热线的宣传，使得居民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有了可以求助的渠道。项目与社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社区遇到心理问题时有相应的资源可以运用，有利于提升社区对居民心理健康的重视。

老年人心灵互助关爱 0.00 36871.85 本项目遵循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组织社区内的志愿者，以21个居委谈心室的小组活动和咨询室的个别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及时、就近的精神慰藉和心理援助。逐步实现老年人心理问题在社区内的一级预防。

乐成长海防社区新市民城市探索 0.00 31851.00 为洋泾街道 8-15 岁的新市民，提供以城市探索为主的服务，提升其对城市生活和所居住社区的了解和适应。招募组建“沪”籍青少年和新市民结对开展“城市模拟”体验活动，加强“沪”籍青少年和新市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拉近新市民与城市的距离。组建新市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经过志愿培训、社区情况了解等环节，启发他们为社区做贡献，加强他们对社区和城市的融入感和存在感。

乐者长者生命关爱 0.00 19965.00 长者生命教育项目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对于老年人们面对死亡感到愤怒、害怕等负面情绪起到预防的作用。希望通过生命体验工作坊、社区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减少老人们消极应对死亡和病痛的现象，让他们在较为健康时就提前考虑生病、死亡时所要面临的问题，调整心理状态，珍视生命、积极老化。

绿色食物银行 0.00 36811.46 此项目针对洋泾社区因各种变故，造成经济困难且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家庭， 以及其他政府保障体系覆盖的低保、纳保、残障等弱势群体，提供目从农场、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个人那里募集即将被浪费的食物， 并采用专业的运输、分类和存储，通过社区和其它慈善组织把食物和物资捐赠到服务对象手中，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和食物浪费，又帮助这些家庭走出困境，体会到温暖， 鼓起走出贫困的勇气和希望。

小小志愿军 10000.00 4572.30 小小志愿军”洋泾儿童社区公益行动是由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为儿童提供参与社区公益服务机会的平台。项目主要针对6-12岁小学阶段的儿童，由儿童组队完成社区公益服务，在对社区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培养儿童的公益意识，提升团队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

洋泾社区公益市集 50000.00 49202.70 承袭“公益就是一种生活态度”的理念，开放公益机构、亲子家庭、学校社团和企业四类摊位申请，一起以义卖的形式为洋泾的公益项目筹款，并在活动中吸引公众参与、体验和了解公益。

闵行古美海皮--態雄计划小学生行为改变 56534.10 56534.10 针对三方面典型的熊孩子的行为，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理论，采用个案和团体辅导并行实践的方式，分成三个小组，设计策划有不同针对性的专项活动，每3个月为一个周期，一年分3个周期，对孩子实施以任务为导向的实践引领，籍以改变孩子的熊行为，成为身心健康的被人们认同和欣赏的雄孩子。

曼陀罗儿童发展--走进来自月球的你 69554.80 69554.80 通过此项目让社区的居民掌握精神卫生知识，更好的了解精神疾病患者，从而消除家属和患者的病耻感，让居民多一份了解，多一份理解，营造一个社区共融的氛围。通过心理咨询师设计的活动以艺术表达的手法对精神疾病患者开展不同形式、不同类别的心理康复活动，增强其自我认知度和社会融合性。

联洋健康--安全小药箱过期药回收 64324.40 64324.40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储存一些常用药品的习惯，尤其是慢性病患病率高的老年人，长期储备的药品容易出现过期情况，倘若没有及时处理，或者处理方式不恰当，都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本项目旨在提高居民对用药安全，尤其是过期药品危害的认识，并建立起规范的过期药品回收通道，使居民养成定期清理过期药品的良好习惯，明了如何处理过期药品。

闵行乐心--乐成长洋泾新市民催化化剂 59739.40 59739.40 “乐成长”项目主要以泾南中学为项目实施地，针对12-16岁的新市民，为回应他们成长过程中社会性发展的需求，通过遇挫不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身体力行等几方面协助新市民、积极面对挫折和逆境，建立目标和希望，并为之身体力行。

越读越精彩--阅妈阅爸的阅家庭成长计 64836.38 64836.38 总目标：支持洋泾社区300名0-12岁孩子的家长成为有亲子阅读习惯的“阅妈阅爸”，实现每天每个家庭亲子阅读1本书的行动，使得他们的孩子及家庭终身受益。

新区乐耆社工--耆乐晚年长者生命教育 63656.60 63656.60 ”长者生命教育”项目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对于老年人们面对死亡感到愤怒、害怕等负面情绪起到预防的作用。希望通过生命体验工作坊、社区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减少老人们消极应对死亡和病痛的现象，让他们在较为健康时就提前考虑生病、死亡时所要面临的问题，调整心理状态，珍视生命、积极老化

绿洲公益发展--洋泾最美食物包行动 62580.00 62580.00 2016年，我们计划在洋泾定期帮助50个特困家庭，特别是有未成年需要抚养的家庭，提供食品包，帮助他们走出或缓解困境。我们把即将被浪费的食物收集起来，辅以较难募集到的大米食用油等生活品，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和食物浪费，又帮助这些家庭走出困境，体会到温暖， 鼓起走出贫困的勇气和希望。

新区慈爱公益--发现美丽洋泾社区慈爱工坊 69748.00 69748.00 为洋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人士提供社工服务和职业技术指导，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服务对象在社区的指导下合作完成手作产品，并将他们的作品作为商品进行售卖，帮助他们获得经济来源，满足发展型需求。

佳华歇浦敬老院修缮 0.00 20000.00 歇浦敬老院，建筑面积1266.80平方米，床位64张，为上下二层独立式建筑。其前身为洋泾街道敬老院，始建于1985年6月，当时只有一层仅8张床位，1994年6月扩建后，加盖了第二层，达到现在的64张床位，2008年重新装修至今。

工作经费-十三届,十四届 0.00 77691.74 用于项目执行、项目监测、项目评估等项目管理费用

云南鲁甸地震 0.00 7700.00 通过公益组织为灾区儿童提供衣物、图书、玩具等服务。

桃源居基金会定向资助 0.00 16612.60 为洋泾社区基金会自身团队和洋泾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

社区调研奖学金 0.00 3200.00 用于奖励洋泾优秀青少年基金。

万欣和传家宝生命故事 85218.98 79100.67 该项目希望通过生命故事采集和摄影记录社区老人的生命故事，为上海洋泾及周边社区家庭，有60周岁以上长者的家庭保留下珍贵的回忆，特别是确诊及疑似阿尔兹海默病的长者家庭。同时，项目进入到第二年，我们也希望通过大众版生命故事书、记忆拼图等活动，引起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阿尔兹海默病，为身边的长者提供早期筛查资源和恰当的照料，共同营造“矢智友好社区”。

中国扶贫基金 200000.00 179570.34 洋泾少年志（Y.J. VolunTEENs）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是由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洋泾地区的在校12~18岁中学生推出的一个社区公益项目。运用“优势视角”及“服务学习”理论，旨在通过搭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三方支持网络，丰富学生的暑期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资源，提升他们参与社区公益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观察的敏锐度。由8-10名中学生组队参与的方式，通过培训及资助，以支持学生队伍完成自行设计的活动计划，来提升学生的协作力、行动力和领导力，为社区培养未来的优秀公民。

洋泾·正荣-你好社区 0.00 6346.15 洋泾少年志（Y.J. VolunTEENs）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是由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洋泾地区的在校12~18岁中学生推出的一个社区公益项目。运用“优势视角”及“服务学习”理论，旨在通过搭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三方支持网络，丰富学生的暑期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资源，提升他们参与社区公益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观察的敏锐度。由8-10名中学生组队参与的方式，通过培训及资助，以支持学生队伍完成自行设计的活动计划，来提升学生的协作力、行动力和领导力，为社区培养未来的优秀公民。

东方希望--儿童阅读 0.00 6562.00 培训阅读

洋泾·点赞-社区微公益 62386.88 27310.58 点赞网”作为国内唯一一家集校园活动和公共事务创新为一体的新型筹资平台。通过独特的点赞社交模式，将移动应用创新与众筹进行了有效结合，将点赞行为赋予了对应的资金支持。在点赞网，可以自主发起活动，也可以为他人发起的活动点赞筹资。网站提供自助一站式服务，可快速发起各种活动，以独有的点赞社交模式助推项目的成功，是国内项目成功率最高的筹资平台。

关爱社区青少年 0.00 5050.00 捐助洋泾社区困难家庭儿童。

2016年少年志同学捐款 22250.00 21162.61 参加“洋泾少年志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的同学，按每人250元收取了费用。改费用用于学生的服装、帽子、奖品制作的费用。

农芈公司大米捐赠 0.00 7696.00 发放实物到洋泾各居委会，资助洋泾困难家庭。

安信信托资助建平中学 500000.00 281000.00 为上海市建平中学提供专项基金

益起成长社区助学金（叶、张）） 10400.00 7200.00 定向捐赠资助洋泾社区的2名大学生和2名中学生。

少儿阅读推广（购买服务） 9126.44 9126.44 为洋泾儿童购买阅读推广服务

参评新区创新项目-视频制作 19385.00 24000.00 参评新区创新项目视频制作

新区项目推进会 12000.00 12000.00 新区项目推进会

2015年小小暴走歇浦敬老院修缮 29682.02 30031.91 2015年小小暴走歇浦敬老院修缮

深圳慈展会 8016.31 8256.80 深圳慈展会

洋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考核 4000.00 4000.00 洋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考核

2016年少年志配套资金 0.00 17820.05 洋泾少年志（Y.J. VolunTEENs）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是由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洋泾地区的在校12~18岁中学生推出的一个社区公益项目。运用“优势视角”及“服务学习”理论，旨在通过搭建社区、学校和家庭的三方支持网络，丰富学生的暑期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资源，提升他们参与社区公益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需求观察的敏锐度。由8-10名中学生组队参与的方式，通过培训及资助，以支持学生队伍完成自行设计的活动计划，来提升学生的协作力、行动力和领导力，为社区培养未来的优秀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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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资
助建平中学

500000.00 281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81000.00

2016少年志 200000.00 96313.19 62955.55 0.00 0.00 20301.60 0.00 0.00 179570.34

合计 700000.00 377313.19 62955.55 0.00 0.00 20301.60 0.00 0.00 4605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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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雄计划小学生行为改变
上海闵行古美海皮家园社
区青少年发展服务社

56534.10 3.47

用于针对三方面典型的熊
孩子的行为，籍以改变孩
子的熊行为，成为身心健
康的被人们认同和欣赏的
雄孩子。

走进来自月球的你 上海曼陀罗儿童发展中心 69554.80 4.27

用于通过此项目让社区的
居民掌握精神卫生知识，
更好的了解精神疾病患
者，

安全小药箱过期药回收
上海浦东联洋新社区健康
服务中心

64324.40 3.95
用于对过期药品危害的认
识，并建立起规范的过期
药品回收通道

--乐成长洋泾新市民催化
化剂

上海闵行乐心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59739.40 3.66
用于针对12-16岁的新市
民，为回应他们成长过程
中社会性发展的需求

阅妈阅爸的阅家庭成长计
划

上海浦东新区阅读越精彩
青少年读书服务中心

64836.38 3.98

用于支持洋泾社区300
名0-12岁孩子的家长成为
有亲子阅读习惯的“阅妈
阅爸”

耆乐晚年长者生命教育
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服
务社

63656.60 3.91

用于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
理念和方法，对于老年人
们面对死亡感到愤怒、害
怕等负面情绪起到预防的
作用。希望通过生命体验
工作坊、社区宣传等一系
列活动，减少老人们消极
应对死亡和病痛的现象，
让他们在较为健康时就提
前考虑生病、死亡时所要
面临的问题，调整心理状
态，珍视生命、积极老化

洋泾最美食物包行动 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 62580.00 3.84

用于为特困家庭，特别是
有未成年需要抚养的家
庭，提供食品包，帮助他
们走出或缓解困境。

发现美丽洋泾社区慈爱工
坊

上海浦东新区慈爱公益服
务社

69748.00 4.27
用于为洋泾地区低收入群
体的人士提供社工服务和
职业技术指导，

合计   510973.68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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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金额 

（人民币元）
委托期限 报酬确定方式 实际收益 实际收回金额

上海浦发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行
3500000.00 180天 保本保收益 122547.94 122547.94

上海浦发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行

1100000.00 180天 保本保收益 41456.44 41456.44

 



（九）投资收益

   (无记录)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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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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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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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向其他基金会转捐赠的资金或者实物

   (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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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0.00 100.00 700.00 0.00 700.00

1-2年 0.00 0.00 0.00 100.00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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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0.00 100.00 800.00 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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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广和桶押金 100.00 100 100.00 12.5 2014-08-30 不用时候退还

陈运婕 0.00 700.00 87.5 2016-12-24
借支友邻节物资

采购

合计 100.00 100.00 8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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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以内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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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2、预付账款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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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平优秀教师关爱专项 0.00 120731.63 117531.63 3200.00

养老金 794.70 0.00 794.70 0.00

合计 794.70 120731.63 118326.33 3200.00



十一、年度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6年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经历了重要的转变，经过三年的积累，基金会的品牌项目、筹资金额、机构知名度等都有了一
定地飞跃，筹资总额突破了160万；“少年志——洋泾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成功入选ME社会创新资助计划的同时，更是获得
了“2016年度浦东新区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基金会获得“2015-2016年度三八红旗集体”的荣誉。而同时基金会工作团队几乎更
换一新，重要的主管岗位存有缺位；全市20多家社区基金会相继成立，洋泾的先发优势在逐渐减弱。这一年，基金会在充满各种新
挑战的道路上，围绕机构使命及愿景继续探索前行。
    1、内部治理：
    1.1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登记证书到期申请继续开办；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开办于2013年8月9日，自登记之日起至2016年8月9日满三年，证书到期需要换证，法人延续。
    1.2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监事会到期换届；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章程规定理、监事会三年届满，第一届第7次理事会提名并通过了第二届理、监事会名单，第二
届第一次理事会推选张必昌理事继续担任理事长一职。
    2、行政财务：
    2.1上海洋泾社区公益金会收入及公益性支出情况说明
    （1）公益事业累计支出163万元，占上年总收入143.51万元的113.59 %，行业规定为70%以上；管理费用累计支出11.41万
元，占总支出176.12万元的6.48%，行业规定为10%以下。随着全年各项任务基本完成，二个指标均达到标准。
    （2）全年收入总计1,869,145.97元，其中捐赠收入完成了1,618,510.83 元完成任务了151%，占总收入的86.59%，提供服
务收入82,209.77元完成任务了77%，占总收入的4.40%，其他收入168,425.37元完成任务了130%，占总收入的9.01%。
    2.2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工作人员变动情况说明；
    上半年，基金会项目主管及宣筹主管由于各类原因相继离职。下半年经过两轮招聘，财务主管正式到岗，原财务主管聘为
基金会财务顾问；另外两位部门助理到岗，协助项目、行财工作。
    3、品牌项目
    3.1“洋泾一日捐”社区微公益资助项目
    “一日捐”共资助8个项目，并且邀请第三方开展监测和评估，项目成效显著，累计服务89415人次。
    3.2“2016少年志——洋泾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
    寒、暑假开展两期活动，通过服务学习夏令营、关爱环卫工人大行动等活动培养了100位中学生义工，12位大学生辅导
员，开展10个社区微公益项目。
    3.3小小志愿军——洋泾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鼓励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与社区公益，累计参与达120人次，受益人次270人，更筹集12212元善款资助社区公益项目。
    4、专项基金及筹资平台
    4.1“万欣和·传家宝”——洋泾阿尔兹海默症关爱专项基金
    共筹集了14万元的善款，为社区高龄及失智老人编写生命故事书，并且鼓励企业员工加入到关爱社区阿尔兹海默症病患的
行列中来。
    4.2“点赞·洋泾社区微公益“众筹平台
    平台共计上线17个项目，共资助30687.89元，共计22931人参与点赞筹资及捐赠活动。
    4.3“洋泾·建平青年教师关爱专项基金”
    由上海安信信托捐赠50万元发起，将用于为优秀青年教师提供更好的成长支持，同时鼓励青年教师更多的回馈社区。
    4.4“首届洋泾友邻节”暨第十五届洋泾慈善公益联合捐
    联合街道和多家社会组织，将洋泾公益市集升级成为首届“友邻节”，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吸引到1349人次参加，线
上、线下共筹集到22897.99元的爱心善款。   

十二、下年度工作计划（200－500字）

    【年度目标】
    1、梳理现有发展经验，调研社区需求，定位机构新三年发展方向、目标及实现路径；
    2、继续打造品牌项目，提升项目成效，形成品牌效应；
    3、强化团队建设，培养适应机构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实施内容】
    一、梳理现有发展经验，调研社区需求，定位机构新三年发展方向、目标及实现路径。
    基金会新三年战略规划：委托ABC美好社会咨询社（上海）开展3个月的战略规划咨询，此基础上设定新三年的战略规划。
    二、继续打造品牌项目，提升项目成效，形成品牌效应
    1、“洋泾一日捐”社区微公益资助项目
    2、“2016少年志——洋泾中学生社区公益挑战赛”
    3、小小志愿军——洋泾儿童志愿服务项目
    4、尝试创新社区治理项目：1巨东星星少年乐园专项；2羽洋参与式预算实验项目专项
    5、“万欣和·传家宝”——洋泾阿尔兹海默症关爱专项基金
    6、“洋泾友邻节”暨第十六届洋泾慈善公益联合捐
    三、强化团队建设，培养适应机构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基金会今年将尝试个人成长计划，根据每位同事的岗位需求、专业背景、天赋才干和自我目标，设计不同的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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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已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上海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2016年度公益事业支出1630099.88元，上年收入合计1435120.89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总收
入的比例为113.59%：工作人员工资福利60098.50元，行政办公支出53993.77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合计114092.27
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为6.48%。

审计单位：  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会计师：  潘久文 

审计日期：  2017-03-06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63663688



十四、监事意见

姓名 日期 意见

李群 2017-03-17 基金会各项工作皆符合基金会章程和法律法规规定

倪杰 2017-03-17 基金会各项工作皆符合基金会章程和法律法规规定

蒋健红 2017-03-17 基金会各项工作皆符合基金会章程和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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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年检结论
 尚未成立（或新成立）

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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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参加社会组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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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国税所（20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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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所其（2013）83号

上一年度应缴税总额（元）  （其中应缴营业税 元， 应缴所得税 元、 16721.18 14715.00 0.00
                                                               
缴其它税费 元）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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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05月26日

备注

十七、已上传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