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5 年度会计报表附注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2009 年 12 月经上

海市民政局批准登记，并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取得由上海市民政局换发的沪民

基证字第 0100 号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50178109-5；原始基金

数额：贰佰万元；法定代表人：姜锋；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西路 550 号 5

号楼 501 室；类型：非公募基金会；业务范围：接受捐赠，管理基金，资助学校

教育事业，奖励优秀教师与学生，支持其他公益事业发展。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基金会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

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基金会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的要

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基金会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基金会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及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

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

换为已知金额现金及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五）应收款项和坏账

1. 基金会对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年末对应收账款按个别认定法计提

坏账准备。

2. 基金会确认坏账的标准为：当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

遗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时；或当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责任，且具有明显

特征表明无法收回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确认为坏账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六）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1.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

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

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七）收入

1.基金会的商品销售在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移给买方，基金

会不再对该商品实施继续管理权和实际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并且与销售该商品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营业收入

的实现。

2.基金会提供的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开始并完成的，在劳务已经提供，收到

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的证据时，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

同会计年度的，在劳务合同的总收入、劳务的完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与交易

相关的价款能够流入，已经发生的成本和为完成劳务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时，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长期合同工程在合同结果已经能

够合理地预见时，按结账时已完成工程进度的百分比法确认营业收入的实现。

3.基金会让渡资产使用权取得的利息收入和使用费收入，在与交易相关的经

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且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4.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

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

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

项负债和费用。

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错更正及其他事项调整的说明

基金会在本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重大前期差

错更正及其他影响本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的调整事项。

六、会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一)货币资金

1、货币资金明细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现金 0.00 0.00

其中：人民币 0.00 0.00

银行存款 14,659,597.26 14,050,203.62

其中：人民币 14,659,597.26 14,050,203.62

其他货币资金

合 计 14,659,597.26 14,050,203.62

(二)应收款项

种 类

期末数 年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

款

其中：（1）账龄组合 290,600.00 100%

（2）关联方组合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 计 290,600.00 100%

应收款项账龄分析

账 龄 期末数 年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290,600.00 100%

合 计 290,600.00 100%

年末往来债务人情况：

债务人名称 内容 金额

上海外国语大学 暂借款 290,600.00

合计： 290,600.00

(三)应付款项

账 龄
期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301,000.00 100%

合 计 301,000.00 100%

年末往来债权人情况：

债权人名称 内容 金额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往来款 1,000.00

李振华 往来款 100,000.00

爱棒球教育基金 往来款 200,000.00

合计： 301,000.00

(四)净资产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限定性净资产 5,052,186.84 25,323.11 5,026,863.73

非限定性净资产 8,998,016.78 624,316.75 9,622,333.53

合 计 14,050,203.62 624,316.75 25,323.11 14,649,197.26



净资产增加（减少）的主要原因：

1、限定性净资产：

2015 年捐赠收入 2,206,272.12 元，支出 2,231,595.23 元。减少 25,323.11 元。

2、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5 年捐赠收入 2,480,100.00 元，利息收入 320,609.99 元，支出 2,176,393.24 元，增加 624,316.75 元。

(五)收入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捐赠收入 4,686,372.12 4,365,716.93

其中：限定性捐赠收入 2,206,272.12 3,075,741.93

2.其他收入 320,609.99 264,575.52

合 计 5,006,982.11 4,630,292.45

其中：大额捐赠收入

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限定性 非限定性 小计

张乃新 376,111.32 376,111.32

思源教育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弘江教育奖励基金 2,000,000.00 2,000,000.00

(六)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捐赠项目成本 4,374,339.13

其中：江苏新环美（张卫东） 10,000.00

三井住友 38,400.00

宁波神化 112,000.00

致远围棋 172,230.40

中国路桥 200,000.00

张乃新 803,700.00

万邦曹氏家族 48,000.00

住友电工 30,000.00

俄语世界基金会 130,577.83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 19,000.00

易才 MBA（嘉御基金） 70,000.00



申银万国（申万宏源） 85,000.00

外教社 207,633.55

卡西欧 83,000.00

席家花园（邵一兵） 32,500.00

兰生基金 32,000.00

抽纱公司 24,000.00

东浩兰生 19,000.00

沈伟英基金 7,000.00

林芯基金 18,000.00

紫江集团 1,628,610.35

台湾东华书局奖学金 50,000.00

物语公司教育基金 6,168.00

王宏爱心基金 10,000.00

沪江网教育基金 168,000.00

棒球高水平运动队教育基金 300,000.00

弘江教育奖励基金 6,000.00

安硕教育奖学金 63,519.00

2.提供服务成本 2,600,074.66

其中：奖励费 851,002.30

3.其他业务成本

4.业务活动税金及附加

其中：营业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合 计 4,374,339.13 2,600,074.66

(七)管理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10,260.00 7,950.00

2.行政管理实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22,091.40 135,648.70

3.行政款李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其中：房屋租赁费用

交通费

折旧费



其他

4.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5.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其中：房产税

车船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

6.其他

合 计 32,351.40 143,598.70

七、理事会成员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一）本届理事会成员的姓名、工作单位、理事会职务、领取报酬金额

理事会成员 工作单位 理事会职务
2015 年度在基金会领取报酬

（元）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事长 0.00

周承 上海外国语大学 副理事长 0.00

陈跃华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童元凯 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 理事 0.00

田仁灿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邵一兵 上海席家花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瞿元庆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金田公一 卡西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理事 0.00

俞中德 正大集团 理事 0.00

张建初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理事 0.00

卫哲 嘉御基金 理事 0.00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理事 0.00

黄震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理事 0.00

王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监事 0.00

合计 0.00

（二）本基金会职工情况

本基金会无在职职工。

八、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具

体说明的事项

无



九、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 收入

费用

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开展公益活动项目的运行费用 总计

人员费用办公费用
资产使用

费用

直接筹资

费用
其他费用

小

计

思源

教育基金
1,000,000.00

弘江教育

奖励基金
2,000,000.00 6,000.00 6,000.00

紫江集团 1,628,610.35 1,628,610.35

合计 3,000,000.00 1,634,610.35 1,634,610.35

说明：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本表，

1、项目捐赠收入超过当年捐赠收入的 20%以上的项目应填列本表。

2、项目支出超过当年基金会总支出 20%以上的项目应填列本表。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年以上的应填列本表。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

基金会发起人：上海外国语大学;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十一、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十二、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项目 用途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江苏新环美

（张卫东）
中金环保助学金 917,500.00 10,000.00 907,500.00

三井住友 优秀学生奖励 16,200.00 42,240.00 38,400.00 20,040.00

宁波神化 推广中华书法 306,757.08 112,000.00 194,757.08

三菱日联租赁 100,800.00 100,800.00

致远围棋 围棋事业 112,700.00 110,000.00 172,230.40 50,469.60

中国路桥 中国路桥奖 200,000.00 200,000.00

张乃新 贫困学生奖励 428,863.46 376,111.32 803,700.00 1,274.78

万邦曹氏家族
德、西班牙、日语

优秀学生奖励
0.80 49,020.80 48,000.00 1,021.60



住友电工 30,797.19 30,500.00 30,000.00 31,297.19

魏蔚、卫哲 36,416.00 36,416.00

俄语世界基金会 俄语事业 136,724.96 130,577.83 6,147.13

西班牙桑坦德

银行
74,127.35 19,000.00 55,127.35

易才 MBA

（嘉御基金）
1,178,000.00 70,000.00 1,108,000.00

校友助学基金会 75,700.00 127,600.00 203,300.00

上外 MBA

教育基金
14,900.00 14,900.00

台湾东华书局

奖学金

品学兼优

且贫困的学生
450,000.00 50,000.00 400,000.00

物语公司

教育基金
95,500.00 6,168.00 89,332.00

王宏爱心基金
资助上外日本文化

经济学院困难学生
10,000.00 10,000.00

沪江网教育基金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与科研工作
168,000.00 168,000.00

上海大众

教育基金
德语教育事业 500,000.00 500,000.00

棒球高水平

运动队教育基金
体育事业 300,000.00 300,000.00

思源教育基金 1,000,000.00 1,000,000.00

泰王国驻沪总领

馆泰语奖学金
20,000.00 20,000.00

安硕教育奖学金 350,000.00 63,519.00 286,481.00

合计 5,052,186.84 2,206,272.12 2,231,595.23 5,026,863.73

十三、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无。

十四、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五、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无。

十六、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七、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无。

十八、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九、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至报告出具日，基金会 2015 至 2020 年度免税优惠资格仍在办理中。

上述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基金会名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单位负责人：姜锋 财务负责人：刘秀荣

日期：2016 年 2 月 26 日 日期 2016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