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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天职业字[2022]1118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公益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公益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

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

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公益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

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公益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

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公益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公益基金会、终止运营或别

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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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天职业字[2022]11184 号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

可能导致对公益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

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

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

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公益基金会不

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

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以下无正文] 

 





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编号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七、（一） 18,457,279.84        15,115,542.49        

  短期投资

  应收款项

  预付账款

  存 货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457,279.84        15,115,542.4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七、（二） 73,000.00            73,000.00            

  减：累计折旧 七、（二） 73,000.00            50,694.50            

  固定资产净值 七、（二）                    22,305.50            

  在建工程

  文物文化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22,305.5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资产总计 18,457,279.84        15,137,847.99        

法定代表人：董国群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雯 会计机构负责人：索薇薇

 资 产 负 债 表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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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编号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款项 434,100.00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预收账款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34,100.00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

      负债合计 434,10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七、（三） 18,233,728.93      14,480,197.08         

  限定性净资产 七、（三） 223,550.91         223,550.91            

      净资产合计 18,457,279.84      14,703,747.9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8,457,279.84      15,137,847.99         

法定代表人：董国群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雯 会计机构负责人：索薇薇

资 产 负 债 表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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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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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四） 20,035,603.00   1,000,000.00  21,035,603.00   17,020,960.00   1,735,640.00    18,756,600.00   

      会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 七、（四） 142,172.10      142,172.10      95,823.52       95,823.52       

     收入合计 20,177,775.10   1,000,000.00  21,177,775.10   17,116,783.52   1,735,640.00    18,852,423.52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七、（五） 17,061,148.86   17,061,148.86   18,680,022.26   18,680,022.26   

其中：捐赠项目成本 七、（五） 17,050,464.36   17,050,464.36   18,629,561.76   18,629,561.76   

      提供服务成本

      销售商品成本

      会员服务成本

      业务活动税金及附加

      提供服务成本

      其他 七、（五） 10,684.50       10,684.50       50,460.50       50,460.50       

（二）管理费用 七、（六） 361,285.99      361,285.99      34,958.36       34,958.36       

（三）筹资费用

（四）其他费用 七、（七） 1,808.40        1,808.40        1,938.00        1,938.00        

     费用合计 17,424,243.25   17,424,243.25   18,716,918.62   18,716,918.62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2,033,115.00    -2,033,115.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3,753,531.85    3,753,531.85    432,979.90      -297,475.00     135,504.90      

法定代表人：董国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雯                                             会计机构负责人：索薇薇                       

业务活动表
2021年度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项            目 附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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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编号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1,035,603.00         18,756,600.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42,172.10            95,823.52                 

      现金流入小计 21,177,775.10         18,852,423.5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7,050,464.36         18,234,522.26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85,573.39            24,621.80                 

      现金流出小计 17,836,037.75         18,259,144.06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1,737.35          593,279.4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41,737.35          593,279.46                

  现 金 流 量 表
2021年度

法定代表人：董国群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雯                    会计机构负责人：索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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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202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另有注明外，所有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一、基本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系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捐资设立的非公募基金

会，于 2015 年 2 月 2 日设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00032954728XK，法定代表人为董国群，注册资金

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本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展社会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扶贫、赈灾、济困、助残、敬老、扶幼、

支教助学、环境保护、证券金融文化交流等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开展业务）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本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基金会管理条例》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基金会管理条例》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主要会计政策 

（一）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二）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三）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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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

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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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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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计价和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

形资产。 

固定资产以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并从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2.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会计处理方法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更新改造支出、修理费用等。 

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满足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如有被替换的部

分，应扣除其账面价值；不满足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等，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折旧方法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年限平均法 3 0 33.33 

4.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计提相应的减

值准备。（八）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本

基金会的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

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无条件的捐赠，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在取得捐赠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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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本基金会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

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该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或者《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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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

的费用。 

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其他费用：核算本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中的费用。 

五、税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 号)及《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税务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认定上海新活力公益发展中心等 83家单位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通知》(沪税发

(2021)23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获得上海市非盈利组织免税资格，已被豁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六、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七、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一）货币资金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存款 18,457,279.84 15,115,542.49

合计 18,457,279.84 15,115,542.49

（二）固定资产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固定资产原价合计 73,000.00 73,000.00

其中：办公设备 73,000.00 73,000.00

累计折旧合计 50,694.50 22,305.50 73,000.00

其中：办公设备 50,694.50 22,305.50 73,000.00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22,305.50

其中：办公设备 22,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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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净资产 

1.明细情况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14,480,197.08 20,177,775.10 16,424,243.25 18,233,728.93 

限定性净资产 223,550.91 1,000,000.00 1,000,000.00 223,550.91 

合计 14,703,747.99 21,177,775.10 17,424,243.25 18,457,279.84 

2.净资产比上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本期收支结余影响净资产增加 3,753,531.85 元。 

（四）收入 

1.明细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20,035,603.00 1,000,000.00 21,035,603.00  17,020,960.00 1,735,640.00 18,756,600.00 

其他收入 142,172.10 142,172.10 95,823.52 95,823.52 

合计 20,177,775.10 1,000,000.00 21,177,775.10 17,116,783.52 1,735,640.00 18,852,423.52 

 

2.捐赠收入明细情况 

捐赠收入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00,000.00  20,000,000.00 17,000,000.00  17,000,00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00 1,000,000.00    

广东省广发证券

社会公益基金会 
    1,177,324.00 1,177,324.00 

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250,000.00 250,000.00 

上海汇添富公益

基金会 
    130,000.00 130,000.00 

上海国泰君安社

会公益基金会 
    130,000.00 130,000.00 

品橙（上海）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 
    48,316.00 48,316.00 

上交所员工 35,603.00  35,603.00 20,960.00  20,960.00 

合计 20,035,603.00 1,000,000.00 21,035,603.00 17,020,960.00 1,735,640.00 18,75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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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收入明细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利息收入 141,824.10 141,824.10 95,823.52 95,823.52

其他 348.00 348.00  

合计 142,172.10 142,172.10 95,823.52 95,823.52

（五）业务活动成本 

1.明细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对外捐赠支出 17,050,464.36 17,050,464.36 18,629,561.76 18,629,561.76

其他支出 10,684.50 10,684.50 50,460.50 50,460.50

合计 17,061,148.86 17,061,148.86 18,680,022.26 18,680,0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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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捐赠支出明细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所局联动项目 4,898,627.26 4,898,627.26 6,618,553.46 6,618,553.46

格桑花之爱项目 3,937,138.10 3,937,138.10 3,071,180.30 3,071,180.30

保险期货项目 2,750,000.00 2,75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教育公益项目 1,862,000.00 1,862,000.00 216,000.00 216,000.00

上海脱贫攻坚项目 677,600.00 677,600.00

金创计划项目 1,000,000.00 1,000,000.00 71,200.00 71,200.00

行走的渴望项目 950,000.00 950,000.00 1,525,000.00 1,525,000.00

一个长江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云南麻栗坡县沿边开

放服务中心 
360,000.00 360,000.00

支持湖北抗疫脱贫项

目 
115,099.00 115,099.00 800,000.00 800,000.00

支援疫情防控项目 2,000,000.00 2,000,000.00

理想阶梯项目 1,338,900.00 1,338,900.00

万众一馨项目 1,177,324.00 1,177,324.00

小胡杨项目 400,000.00 400,000.00

青少年财商教育项目 300,000.00 300,000.00

蓝色梦想项目 58,000.00 58,000.00

丹寨县排中小学公益

项目 
53,404.00 53,404.00

合计 17,050,464.36 17,050,464.36 18,629,561.76 18,629,561.76

3.其他支出明细情况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格桑花之爱项目租车

费 
8,650.00  8,650.00

金创计划项目评审

费、制作费等 
 36,275.00 36,275.00

其他 2,034.50  2,034.50 14,185.50 14,185.50

合计 10,684.50  10,684.50 50,460.50 50,4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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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应偿还的受赠资产 188,350.00 188,350.00

中介费 146,185.49 146,185.49 10,480.00 10,480.00

折旧费 22,305.50 22,305.50 24,333.36 24,333.36

差旅费 3,845.00 3,845.00

办公费 600.00 600.00 145.00 145.00

合计 361,285.99 361,285.99 34,958.36 34,958.36

（七）其他费用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手续费 1,808.40 1,808.40 1,938.00 1,938.00

合计 1,808.40 1,808.40 1,938.00 1,938.00

八、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一）关联关系列示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原始基金出资者 

（二）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性质 交易金额 

上海证券交易所 捐赠 20,000,000.00 

合计  20,000,000.00 

（三）关联方交易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关联方往来余额。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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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计算公益事业支出比例需要具体说明的事项 

本基金会 2021 年公益事业支出 17,050,464.36 元，上年末净资产余额为 14,703,747.99 元，公益事

业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余额比例为 115.96%，符合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余额 8%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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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计算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基金会 2021 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行政办公支出费用为 172,935.99 元，占全部实际支出比例

为 0.99%，符合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 10%的规定。 

十、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021 年度，本基金会通过“2021 格桑花之爱”公益项目宣传，收到限定性捐赠收入 100 万元，此笔

捐赠专项用于支持上海儿童医院开展 DDH贫困患儿手术及治疗费用。该笔捐赠收入本期已全部使用完毕，

结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十一、净资产变动额 

2021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为 3,753,531.85 元。收入合计 21,177,775.10 元，费用合计 17,424,243.25

元，净资产变动额为收入合计减去费用合计，净资产增加 3,753,531.85 元。 

十二、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说明。 

十三、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四、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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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六、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七、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八、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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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系本基金会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

规定编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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