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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2018）年度工作报告。

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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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

基金会名称 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33300005018732212

宗旨 以公益慈善之热心，促体育事业之发展。

业务范围
参与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全民健身运动、公益性体育设施建设；帮助弱势群体开展体育活动；参与组织公益

慈善活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其它 业务主管单位 浙江省体育局

成立时间 1995-06-12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万元）

是否慈善组织 是 认定时间 2016-09-14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基金会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212号

电子邮箱 cbtsf@cbtsf.org 传真 0571-85064068

邮政编码 310004 网址 www.cbtsf.org

秘书长
姓名 钱春江 固定电话 0571-85064068

移动电话 13505716722 电子邮件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叶密密 固定电话 0571-85064068

移动电话 18958078566 电子邮件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件

理事长 钱春江 理事数 11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1

专职工作人员数 2 举办刊物情况 未举办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

称
浙江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9-03-13 报告编号 第AA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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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召开（ 五 ）届（ 十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11-01

会议地点 省体育局4008会议室

会议议题 关于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工作研检及第六届理事候选人员的提名讨论

出席理事名单 钱春江、孙青峰、金首红、方惠娟、齐伟伟、田传君、史永华、陈浙溢、黄建州、王卓、王建宏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沈培鸿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长关于基金会截至2018年10月份的工作报告和基金会财务报告；
 

2.审议并表决通过第五届基金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3.听取基金会秘书长对第六届理事会成员的组成方案和相关候选人的说明；
 

4.表决通过第六届理事会理事成员名单。
 

5.选举产生基金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人选为常民妮、通过理事长对秘书长的提名 ，由沈洁任秘书长，同

时根据出资人的推荐，由徐起纲担任监事。
 

6.审议并通过＜陈伯滔基金会第五届第十次理事会议暨换届会议纪要＞。

备注 无

2、本基金会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召开（ 六 ）届（ 一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8-11-01

会议地点 省体育局4008会议室

会议议题

出席理事名单 史永华、田传君、齐伟伟、陈浙溢、常民妮、熊汗琪、沈洁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徐起纲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第六届理事会全体理事成员召开第一次理事会，秘书长沈洁对当前基金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对目前

正在开展的项目进行了深入讨论，确立基金会后期工作的开展方向，同时也希望能增补理事人员，请各位

理事能通过自身领域的长处为基金会提出项目优化建议，也期望在本年度下一次理事会议时再进行讨论与

总结。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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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出生日期政治面貌
理事会职

务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

(最近一

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史永华 男
1987-01-

06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2 田传君 男
1987-05-

15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3 齐伟伟 男
1986-09-

09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4 陈浙溢 男
1987-01-

28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5 金首红 女
1969-02-

22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16

自2014-05-13

至2018-05-13
0.00 无 否  

6 孙青峰 男
1971-12-

01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16

自2014-05-13

至2018-05-13
0.00 无 否  

7 钱春江 男
1980-12-

05

民主党派

成员

理事长兼

秘书长

2015-04-

16

自2014-05-13

至2018-05-13
0.00 无 否  

8 王建宏 男
1974-07-

21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9 黄建州 男
1973-02-

21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10 方惠娟 女
1962-05-

30
中共党员 理事

2015-04-

16

自2014-05-13

至2018-05-13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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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出生日期政治面貌
理事会职

务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

(最近一

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

币元)

领取报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1 王卓 女
1982-02-

15
群众 理事

2017-04-

07

自2017-04-07

至2021-04-07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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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

理机关备

案时间(最

近一届)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人民币

元)

领取报酬和

补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沈培鸿 男 1950-07-10 群众 2015-04-16
自2014-05-13至

2018-05-13
0.00 无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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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2)位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名称

钱春江 男 民主党派成员 1980-12-05 专科 秘书处/秘书长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下城支部

叶密密 女 群众 1983-10-19 专科 办公室/主任 无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年工资为：3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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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基金、分支
 

（代表）机构、
 

持有股权的实体
 

机构管理、
 

内设机构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分支（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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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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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2 养老保险  2 医疗保险 2

工伤保险 2 生育保险 2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35

财务和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天水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33001616335053006701

外币开户银行
 

(列出全部开户行)
无

外币银行账号
 

(列出全部帐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俞燕 会计  是  否 初级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度
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基金会印章保管和使用制度、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基金会资产管理制度、基金

会用工制度、基金会人事管理制度、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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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

本

情

况

党组织名称 中国共产党 党组织类型 其他

上级党组织名称 浙江省体育局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4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金首红 理事

参与内部治理情况  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 办公会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金首红 理事 57185064068

活

动

情

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场所 否 活动经费数额 0元/年 活动经费来源社会组织行政经费列支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1 次 1 次 1 次 2 次

群团

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否 是否建立妇联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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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分支（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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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

序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帐户性质

  

  

  

  

  

序号
是否成立专项

基金管理机构

专项基金管

理机构人数

本年召开会议

次数
募集资金来源

资金的使用是

否符合基金会

的管理制度和

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 信息公开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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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支（代表）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账户性质
开户银行和账号

开户银行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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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设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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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求和） 503,952.00 0.00 503,952.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503,952.00 0.00 503,952.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42,352.00 0.00 242,352.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50,000.00 0.00 250,000.00

　　　　来自其他基金会的捐赠 11,600.00 0.00 11,6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上海世东体育有限公司 250,000.00 0.00 用于促进全民健身活动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116,000.00 0.00
用于“童运动同成长”西北

公益项目的开展

合计 366,000.00 0.00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018年12月31日前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是  否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上年末净资产 2,564,466.50

本年度总支出（自动求和） 869,753.37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766,210.50

管理费用 102,406.23

其他支出 1,136.64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29.88 %  （综合三年32.1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1.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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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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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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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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4 ）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 690,703.47 ）元人民

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促进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132.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52,616.27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

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

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旨在支持具有代表性的市民体育活动，同时参与并组织公益慈善活动。通过举办、参与活动赛事，增强市民体质，

建设精明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市民健身健康计划的实施，弘扬体育精神，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助力。
 

其中，协办的2018年杭州市民射箭联赛春季赛、总冠军赛，汇集了来自省内各射箭俱乐部及社会射箭爱好者，来自各地的

数支代表队，分为复合弓、反曲弓、传统弓、光弓等不同弓种分别进行个人排名赛、个人淘汰赛、团体排名赛等，有效扩

大了射箭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射箭运动的群众参与度。期望通过活动赛事，使越来越多的市民注重自身健康，通过

体育运动增强体质。

2 项目名称：援助行动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2,12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

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

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基金会项目组于2018年5月前往浙江省内乐清智仁乡，开展农村老年运动支持项目，关注欠发达地区、山区老年人的健康

运动，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有效的帮助，受益群众近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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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益启童行（浙江省内）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76,925.8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

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

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活动（浙江省内）
 

2018年，我们的项目团队已走过浙江省内多所乡村小学，覆盖浙江淳安大墅、衢州静水、建德大洋、磐安等地区乡镇小

学，为当地乡村儿童送去了承载着惊喜的体育“潘多拉魔盒”,从基础的篮球、排球、羽毛球及轮滑等设施建设和课程开

展，到与学校老师共同探索特色体育项目的培育及课程支持体系的实施，我们期望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让丰富多彩的体

育课程成为启迪孩子智慧的钥匙，自信快乐成长的源泉，为更多的孩子开启五彩缤纷的梦想之门。“益启童行”项目自开

展以来，不断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这也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期许，随着项目的实施，带给孩子们的教学课程内容也不断

的得到丰富和完善。

4 项目名称：益启童行（省外）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8,72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9,035.4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

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

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宗旨在于关注西北地区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问题。
 

上年底,项目团队人员前往了甘肃省多个小学进行项目实施前部署。其中包括陇西、武山、秦安等地区的偏远山乡村小

学。并且在定西市陇西雪山乡白土窑小学为学生开展了教学活动，根据学校现有体育器材情况进行了体育器材捐赠。
 

2018年3月中旬，项目团队去到了甘肃临夏州漫路乡小岭小学，和政县三十里铺镇包家侯小学，定西市陇西县菜子镇蔡家

峪小学和雪山白土窑小学，共四所小学。根据前期的实施前部署，结合学校的需求情况，我们开展了以篮球和足球为主的

教学课程并通过趣味的运动课程设计，以及丰富的协作型的拓展类活动，使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新的运动技能。在

本期的项目活动中，团队人员累计为近四百余名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体育教学课程，项目部教练也在课后与学校的老师

们进行了运动教学指导与交流，并向三所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
 

7月，项目团队携手奥运冠军吕林、王琳前往了青海海西州，为当地五所学校的孩子们开展乒乓球和羽毛球教学活动，课

后现场进行PK与趣味性互动，感受运动员们的运动风采和奋斗拼博的毅力，领悟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同时项目组也为青

海当地五所学校近百名爱好足球运动的孩子们捐助了急需的体育运动装备，并且开展了持续性的足球运动教学课程。
 

2018年11月，我们的项目教学人员再次来到了青海德令哈市的长江路小学、平原路小学，为高原上的乡村孩子们带来了丰

富的运动装备，同时也开展了一系列足球教学训练，助力他们的运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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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备0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0个， 异地募捐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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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本年度开展了（1）项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1 、 项目名称： 益启童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39,035.4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100人

项目受益地点： 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市  临夏县  漫路乡小岭小学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项目团队人员前往了甘肃省多个小学实施“益启童行”公益教学项目。其中包括临夏县漫路乡小
岭小学等偏远山乡村小学等。为学生开展了教学活动，根据学校现有体育器材情况进行了体育器
材捐赠。多数学校地理位置偏僻，海拔较高，基础设施较为滞后。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受益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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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9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  否
1 、 项目名称： 益启童行

项目支出： 人民币30,000.00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150人

项目地点： 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市  昭觉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我们致力于为偏远及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和儿童资助可开展的运动器材装备并帮助建立和培育
运动课程支持体系，通过运动教学、拓展活动、多元体验的模块化内容，让儿童在项目活动中尝
试到竞争的激烈、合作的快乐，体验到团队协作、勇敢与顽强、拼搏与成功带来的兴奋与快乐。
多元化的资源整合平台，更进一步帮助儿童提高身体素质，开拓人生视野，培养孩子独立自信、
乐于协作、敢于追求的个性品质。

、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元， 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人

项目地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产业扶贫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扶贫  易

地搬迁   其他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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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

流、交通、

会议、培

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促进计划 300,132.00 452,616.27 0.00 0.00 0.00 0.00 452,616.27

援助行动 0.00 22,126.00 0.00 0.00 0.00 0.00 22,126.00

益启童行（浙江省内） 2,500.00 176,925.80 0.00 0.00 0.00 0.00 176,925.80

益启童行（省外） 58,720.00 39,035.40 0.00 0.00 0.00 0.00 39,035.40

合　　计 361,352.00 690,703.47 0.00 0.00 0.00 0.00 690,7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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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

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益启

童行

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活

动--甘肃地区
39,035.40 5.09% 关注西北地区偏远乡村儿童运动素养问题

促进

计划
益启运动项目实施 51,941.70 6.78% 关注全民健身运动、营造市民可以广泛参与体育运动的氛围

援助

行动
农村老年运动支持项目 22,126.00 2.90%% 关注偏远地区乡村老年人运动

益启

童行

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活

动（浙江省内1期）
26,019.70 3.40%

促进偏远欠发达地区儿童体育素养教育的提升、资助淳安大

墅、衢州静水、建德大洋等地的乡村儿童体育器材

益启

童行

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活

动（浙江省内2期）
122,070.00 15.93%

同上，资助磐安万苍、玉峰、九和等多所乡村学校儿童可开展

使用的运动器械装备及教学课程

益启

童行

乡村儿童运动素质教育活

动（浙江省内3期）
28,836.10 3.76%%

同上，资助建德、衢州、临安三地乡村儿童可开展使用的运动

器械装备及教学课程

促进

计划
公益助残-省盲校健康课程 1,944.00 0.25%% 关注省内残疾青少年群体

促进

计划

童运动同成长--青海公益

助学活动
155,497.93 20.29%

关注青海高原盆地青少年运动发展，捐赠足球运动装备及向两

所学校捐赠助学资金

促进

计划

2018杭州市民射箭联赛春

季赛/总冠军赛
32,535.00 4.25%%

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扩大射箭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提升市

民在射箭运动中的参与度

促进

计划

青海、甘肃西北公益项目

前期部署
26,748.84 3.49%%

项目人员实地前期调研、对接当地社会组织，开展学习交流工

作

促进

计划

第26届中老年篮球邀请赛-

长兴站
40,200.00 5.25%% 助力支持中老年篮球运动

促进

计划
促进计划项目活动 69,844.00 9.12%% 促进省内全民健身运动

促进

计划
康师傅燃球计划-篮球项目 21,204.80 2.77%% 关注偏远地区学校篮球运动素质教育及基础器材

促进

计划
2018安利闪亮夜跑活动 18,000.00 2.35%%

喜迎世游赛，全民动起来。3000名跑者共同参与，该活动赛事

已举办13届

促进

计划

第34届全球华人邀请篮球

赛-合肥
34,700.00 4.53%% 助力支持中老年篮球运动

%

%

%

%

%

合 计 690,703.47 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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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是否被认定为慈善组织   是  否

2018年度共开展了0项慈善信托，涉及领域，金额总计0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慈善信托名称 信托财务余额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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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陈伯滔

先生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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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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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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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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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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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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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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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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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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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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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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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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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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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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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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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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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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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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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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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发起人  主要捐赠人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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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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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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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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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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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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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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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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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 2018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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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114.62 196,549.12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1,200,000.00 2,000,000.00　应付款项 62 0.00 0.00

　应收款项 3 13,840.00 24,50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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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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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954.62 2,231,529.70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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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98.20 50,198.20     

　减：累计折旧 32 32,686.32 37,942.14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7,511.88 12,2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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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7,511.88 12,256.06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64,466.50 -639,914.24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2,500,000.002,883,70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2,564,466.502,243,785.76

　资产总计 60 2,564,466.50 2,243,785.7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2,564,466.502,243,7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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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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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13,399.400.00 513,399.40503,952.00 0.00 503,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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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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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00,000.00200,000.00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137,179.160.00 137,179.1681,600.00 0.00 81,600.00

　　其他收入 9 779.11 0.00 779.11 2,690.50 0.00 2,690.50

　　收入合计 11 651,357.67200,000.00851,357.67588,242.50 0.00 588,242.50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542,394.400.00 542,394.40766,210.50 0.00 766,210.50

　（二）管理费用 21 95,145.07 0.00 95,145.07 102,406.23 0.00 102,406.23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1,069.00 0.00 1,069.00 1,136.64 0.00 1,136.64

费用合计 35 638,608.470.00 638,608.47869,753.37 0.00 869,7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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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9.20 200,000.00212,749.20-281,510.870.00 -281,5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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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浙江省陈伯滔体育基金会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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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97,3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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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0.50

现金流入小计 13 500,042.50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87,123.77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755,725.37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75,358.86

现金流出小计 23 918,208.00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418,1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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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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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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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8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43 8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71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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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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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5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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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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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0 0 0 24500 0 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13840 0 0 24500 0 0

2、应收款项客户：

序

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账面余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账面余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

例

1 社保 240 1.7% 240 0.9%
2018-12-

10

扣款时间有跨

度

2
重庆猪八戒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
3600 26% 10960 44.7%

2018-07-

10
担保注册

3 杭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10000 72% 10000 40.8%
2017-12-

14
履约保证金

4 张红梅 0 0 3300 13.4%
2018-11-

06
押金

5 公积金 0 0 0 0
2018-12-

10

扣款时间有跨

度

合 计 13840 24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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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单位：人民币元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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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990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0 0 0 990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序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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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红梅 0 0 9900 100% 2018-12-06 待结

 

 

 

 

合 计 0 99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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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无 0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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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客户名称

无 0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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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7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二)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过 

　　2、已通过评估，评估等级为 5A ，有效期 自 2023 年至 12 年。

(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18-12-25 浙江省财政厅 浙财税政〔2017〕20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8-12-25 杭州市国税下城分局 待公示

其他：   

(四)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五)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7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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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购买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1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鸿坤怀来项目  1,200,000.00  81,600.00  81,600.00 

 2  中国建设银行活期理财  800,0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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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实体名称设立时间法定代表人 工商登记类型
被投资实体

 
注册资金

认缴注
 

册资金

本基金会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投资资产
 

占基金会
 

总资产
 

的比例

与基金会
 

的关系
核算方法

1 无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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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机

构

受托人是否具有资质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管

理业务

委托金

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方

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

金额

无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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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投资情况

无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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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息公开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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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事意见

 监事姓名： 沈培鸿

 意见：

同意。

 签名：

 日期： 2019-03-18

 监事姓名：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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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经办人：

(印 鉴) 　 　年 　　 月 　 　日    

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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