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基金会年度检查报告书

（2016年度）

社 团 名 称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 （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501783349F 

报 告 日 期 2017年03月20日 

上海市民政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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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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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5017833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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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04日
证书有效期：   2018年11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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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万元人民币
原始基金来源：  单位自筹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行业分类：  社会服务
住所地址：  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2号楼39楼（邮编：200010）

联系地址：
 

 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2号楼39楼（邮编：200010  

                          所在地街道、镇：黄浦区小东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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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或组织无偿提供
联系人： 李雪 职务： 项目经理
联系电话： 02163326903 单位传真： 02133315806
是否举办网站：是 网站地址： dfhfound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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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其中，专职人员（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1人， 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 0人； 

            企事业单位在职 4人， 离退休返聘 0人， 其他 0人。



            2、年龄结构：35岁以下  4人， 36-50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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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 

                                      硕士及以上  3人， 留学半年以上归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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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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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志愿劳动时间  0小时。
*（二）理事监事信息
1.负责人总数9 ，其中女性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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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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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明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性别： 男
      文化程度： 硕士
      离退休否： 否  专职/兼职： 兼职
      工作单位： 上海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职务： 无

（四）秘书长情况
      姓名： 钱慧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性别： 女
      文化程度： 硕士
      离退休否： 否
      专职/兼职： 兼职 工作单位：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职务： 无

（五）明细情况
1、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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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明 男 理事长 2014-09-26 2 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 任莉 女 副理事长 2014-09-26 2 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 姜荷泽 男 副理事长 2014-09-26 2 0.00 自由职业

4 钱惠 女 秘书长 2014-09-26 2 0.00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5 卢强 男 理事 2014-09-26 2 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6 王国斌 男 理事 2014-04-26 2 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7 曹玥 女 理事 2014-04-26 2 0.00 富国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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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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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琳 女 2014-09-26 2 0.00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 肖银涛 男 2014-09-26 2 0.00 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监
事、副秘书长

3、工作人员情况
姓名 政治面貌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吴芳兰 中共党员 硕士 副秘书长
潘皓 中共党员 硕士 财务主管

陆永菊 群众 本科 财务
陈俊宇 共青团员 本科 财务
李雪 中共党员 硕士 项目经理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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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专职工作人员中党员数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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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委  党组  党总支  党支部  临时支部  

            联合支部  党小组  联络员  党的工作小组  无 
党建形式：属地党组织， 党员人数：3， 党建负责人姓名：吴芳兰， 上级部门全称：小
东门街道社区综合党委

      2、党组织隶属关系：       

            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  挂靠单位党组织  属地党组织        

            行业党组织  其他党组织 
      3、党组织负责人：       

            担任社会组织主要负责人  专职党务干部  其他人员  无 
（三）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否



(无记录)

            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否

四、 涉外活动情况（下列具体情况请在总结中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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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向“上海社会组织”网报送信息 条， 其中被采用 条。

（二）是否举办刊物 是  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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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日期 ：2017-04-10

（四）2016年度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五）2016年度获奖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2017-01-11 2016年度公益集体奖 第六届中国公益节

（六）公布募捐公告
（公募基金会填写）
无
（七）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八）公布收入和支出明细

（九）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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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职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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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职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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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皓 财务 02163325888 有  无 中级

陆永菊 财务 02163325888 有  无 中级
陈俊宇 财务 02163325888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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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无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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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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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个



登记手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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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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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情况

1.人民币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 帐号：1001244309023369007

2.外币币种： 开户银行： 帐号：
3.记账情况： 委托第三方记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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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398.20 1593478.63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1800000.00 1800000.00 应付款项 62 1078.92 0.00

应收款项 3 0.00 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0.00 0.00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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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4398.20 3393478.63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

计
80 1078.9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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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减：累计折旧 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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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92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

资产
101 2403319.28 3393478.63

受托代理资

产：
     

限定性净资

产
105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2403319.28 3393478.63

   　 　  　  　  　 　  　

资产总计 60 2404398.20 3393478.63
负债和净资产

合计
120 2404398.20 33934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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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18.54 0.00 610518.54 1370663.25 0.00 1370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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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0.00 0.00 0.00 1099.56 0.00 1099.56

收 入 合 计 11 610518.54 0.00 610518.54 1371762.81 0.00 1371762.81

二、费 用              

（一）业 务 活 动 成 本 12 209469.76 0.00 209469.76 374786.00 0.00 374786.00

其他:   捐赠支出 13 209253.92 0.00 209253.92 374786.00 0.00 374786.00

  日常费用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税费 15 215.84 0.00 215.84 0.00 0.00 0.00

  会刊费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 理 费 用 21 0.00 0.00 0.00 4358.46 0.00 4358.46

（三）筹 资 费 用 24 -112.12 0.00 -112.12 2459.00 0.00 2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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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用 合 计 35 209357.64 0.00 209357.64 381603.46 0.00 381603.4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

列）

45 401160.90 0.00 401160.90 990159.35 0.00 9901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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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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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9.56

现金流入小计 13 1371762.81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375864.9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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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7.46

现金流出小计 23 382682.3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989080.4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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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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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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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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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0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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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663.25  0.00  1370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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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1370663.25  0.00  13706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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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人  

（二）公益支出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2403319.28

本年度总支出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74786.00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558.46
其他支出 6259.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15.59%（综合两年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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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综合两年0.01%， 综合三年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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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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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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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370663.25 0.00 支持公益事业的开展

（五）业务活动情况报告

本年度共开展了（3）项公益活动，年度受助人数（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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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早餐”
助学计划一期

0.00 124786.00

“爱.早餐”助学计划主要面向贵州遵义务川仡佬族
自治县满足“双特”条件（家庭贫困、成绩优秀）
的高中学生，每人每年获助1000元，主要用于早餐
（在校时间200天*每天早餐5元），以及帮助他们解
决在校就读期间生活上、学习上的困难，缓解非义
务教育阶段的开支压力，为他们完成高中学业圆大
学梦提供一定保障。

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早餐”
助学计划二期

0.00 100000.00
“爱.早餐”助学计划二期项目于2016启动，延续了
一期助学扶贫的宗旨，定向为青海省果洛洲一所福
利学校60余名学生捐赠了助学资金和爱心厨房。

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投资”
金融人才发展
计划

0.00 150000.00
为帮助贫困学生求学进取，支持金融人才发展，与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设立金融人才发
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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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方
红微光公
益|“爱.
早餐”助

0.00 124786.000.00 0.00 0.00 0.00 0.00 124786.00124786.00



学计划一
期
2. 东方
红微光公
益|“爱.
投资”金
融人才发
展计划

0.00 15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150000.00

合计 0.00 274786.000.00 0.00 0.00 0.00 0.00 274786.002747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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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早餐”助
学计划一期

124786.00 33.30

2．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早餐”助
学计划二期

100000.00 26.68

3、东方红微光公
益|“爱.投资”金
融人才发展计划

150000.00 40.02

合计  37478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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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王国斌 1800000.00 不定期 赎回确认 0.00 0.00

（九）投资收益

   (无记录)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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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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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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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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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00 0.00 0.00 0.00

十一、年度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现将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2016年度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2016年是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收到公益性捐赠款1370663.25元，捐赠合计支出374,786.00，开展或资助公益项
目3个。 
    2016年我会在执行《基金会管理条例》方面的情况：
    1、基金会全年开展公益项目3个，捐赠业务活动成本374,786.00元。其中，资助困难学生的东方红微光公益|“爱.早
餐助学计划”一期、二期共计支出224,786.00元，东方红微光公益|“爱.投资”金融人才发展培养计划项目支出150,000
元。
    2、基金会全年收到公益性捐赠款1370663.25元，捐赠款项来自于发起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会在2016年度的主要项目工作有：
    （一）年度公益项目开展情况
    1、东方红微光公益| “爱.早餐”助学计划一期
     “爱.早餐”助学计划一期项目主要面向贵州遵义务川仡佬族自治县满足“双特”条件（家庭贫困、成绩优秀）的高中
学生，每人每年获助1000元，主要用于早餐（在校时间200天*每天早餐5元），以及帮助他们解决在校就读期间生活
上、学习上的困难，缓解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开支压力，为他们完成高中学业圆大学梦提供一定保障。
    发起人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与受助学生结成对子，通过互寄卡片，为受助学生送去“温暖包”，包括卫
衣、帽子、围巾、书包、保温杯和书籍等，同时还对受助学生进行了实地慰问和个别家访。
    2、东方红微光公益|“爱.早餐”助学计划二期
    “爱.早餐”助学计划二期项目于2016启动，延续了一期助学扶贫的宗旨，定向为青海省果洛洲一所福利学校捐赠了助
学资金和爱心厨房，帮助他们缓解基本的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3、东方红微光公益|“爱.投资”金融人才发展计划
    为帮助贫困学生求学进取，支持金融人才发展，本会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设立金融人才发展计划。
    （二）基金会内部治理
    2016年，基金会召开两次理事会，通过相关工作议案。同时，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完善项目操作流程。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有关基金会管理的规定，基金会管理工作将进一步拓宽项目资源，努力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提供服务。  

十二、下年度工作计划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2017年计划实施以下工作：
    
    一、内部建设
    1、健全内部制度与流程梳理，加强日常管理，为参加基金会规范化评估工作做好准备；
    2、进一步清晰基金会发展战略规划，包括基金会定位、实现目标、公益领域选择、公益项目筛选机制、品牌建设规
划、募资计划、志愿者队伍建设等；
    二、项目管理
    1、在理事会的正确引导下，进一步拓宽项目来源，完善项目操作，拓展创新思路；
    2、继续做好项目开展工作，深挖、跟进原有的东方红微光公益“爱.早餐”助学计划两期项目奖，响应上海金融系统
结对帮扶活动，与枫泾古镇旗下的贫困村结对子，拓展该系列新项目，针对更多需要帮扶的贫困地区人群给予关注和帮
助。
    3、加强项目管理，在每年度项目预算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保证工作质量和项目效果，基金会对自身的项目作业系统
进行针对性调整。
    
    三、保值增值
    基金会将一如既往继续做好基金会资本金增值保值工作，进一步增加投资收益。  

十三、审计报告结论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结论：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结论：
    
    我们认为，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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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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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单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王斌 

审计日期：  2017-03-08 

审计机构联系电话：  23280000

十四、监事意见

姓名 日期 意见

汤琳 2017-03-16

本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章程对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进行监
督，列席理事会。该基金会今年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章程接
受和使用捐赠，依法开展公益活
动，无违反法律、法规、章程行
为。

肖银涛 2017-03-16

本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章程对
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进行监
督，列席理事会。该基金会今年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章程接
受和使用捐赠，依法开展公益活
动，无违反法律、法规、章程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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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成立（或新成  合格  合格



立）未参加 立）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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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2015年度公益性社会团
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第一批）的公告
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时间及批准部门、批准文号：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
地方税务局上海市民政局公告2016年第4号
上一年度应缴税总额（元）215.84 （其中应缴营业税0.00元， 应缴所得税215.84元、 

                                                                缴其它税费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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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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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备注

关 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