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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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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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1011533645333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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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04 上海财政局
沪财税（2016）32号

文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16-05-04
上海浦东新区地方税

务局

浦税35-19所
其{2016}1601000577

号

其他:（可填写）

宗旨 致力于推动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

业务范围
促进浦东社会创新，支持社区平台建设，为社会创业者提供支持。（凡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行政许可证开展活动）

基金会类型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慈善组织 是
认定（登记）为
慈善组织时间

2017-05-02

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

取得证书时间

成立时间 2015-08-17 原始基金数额 100.0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基金会住所 峨山路633号5幢C220

电子邮箱 info@npifoundation.org 传真 021-58896986

网址     ://www.npifoundation.org/ 邮政编码 200127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吕朝 51879851 18501603366 zhao.lv@npi.org.cn

年报工作联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张蓓 51879851 13818711292 bei.zhang@npi.org.cn

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吕朝 51879851 18501603366 zhao.lv@npi.org.cn

理事长 解文银 理事数 5.0

监事数 3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
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数

0

负责人数（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

3
负责人中现任国家
工作人员的人数

0

专项基金数 20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0 专职工作人员数 10

志愿者数 5 举办刊物情况 0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21-03-04 报告编号
上咨会审1（2021）

第176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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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9召开（ 2）届（ 2）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0-10-29

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A211大会议室

会议议题： 理事长变更；

出席理事名单： 刘永亮、丁立、宋雪光、杜葵、吕朝、解文银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陆璇、叶旻、胡伟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全体出席理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增补一名新理事：解文
银2.全体出席理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刘永亮不再担任二届
理事长、法人及理事的申请；变更后的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成
员为丁立、宋雪光、杜葵、吕朝、解文银。3.全体出席理事
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解文银为二届理事长4.全体出席理事以

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3.0

备注：

2、本基金会于 2020-12-18召开（ 2）届（ 3）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0-12-18

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A211大会议室

会议议题： 工作报告

出席理事名单： 解文银、丁立、宋雪光、杜葵、吕朝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陆璇、叶旻、胡伟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 全体理事一致通过执行秘书长关于2020年的工作报告，认
可秘书处2020年度的工作。2. 全体理事一致审议通过基金

会2021年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

备注：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在登记管理
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
届）

本年度出席
理

事会会议次
数

任期开始时
间

任期截止时
间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取
的报酬和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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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雪光 男 1969-05-21 理事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2 吕朝 男 1970-05-23 秘书长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3 解文银 女 1989-07-25 理事长 2020-10-29 2 2020-11-06 2023-06-17 0 0 否 否

4 丁立 女 1971-02-11 副理事长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5 杜葵 男 1964-01-15 理事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三）监事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任职时间

在登记管理
机

关备案时间
（最近一
届）

本年度出席
理

事会会议次
数

任期开始时
间

任期截止时
间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取
的报酬和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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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旻 女 1975-09-19 2019-06-18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2 陆璇 男 1980-03-08 2019-06-18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3 胡伟 男 1980-01-05 2019-06-18 2019-10-15 2 2019-06-18 2023-06-17 0 0 否 否

 

（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0）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的，也需填写。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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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梦雨 女 群众 1993-04-15 硕士 项目专员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2 曹瑞珩 男 群众 1996-12-18 本科 项目专员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3 乔宇新 女 群众 1996-08-03 本科 平面设计师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4 厉交良 女 群众 1996-12-24 本科 项目专员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5 解文银 女 群众 1989-07-25 硕士 理事长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6 陈洁 女 群众 1982-02-01 硕士
品牌与合作
发展高级经

理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7 李雪春 女 中共党员 1989-01-17 本科 执行秘书长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8 赵姣 女 中共党员 1982-01-07 本科 客户经理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9 胡峥 女 群众 1990-11-30 本科 客户经理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10 刘鑫 女 群众 1995-01-03 本科 项目主管

中共上海市
浦东新区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联合
支部委员会

专职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86638.57

说明：年平均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专项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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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无

证书印章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长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保管在 秘书长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专职工作人员

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9

专职工作人员
参加社会保险

人数

失业保险 9 养老保险 9 医疗保险 9

工伤保险 9 生育保险 9

奖惩制度 有 业务培训制度 有

志愿者管理
志愿者管理制

度
有 志愿者数 5

财务和资产管
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资产管理制度 有

人民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支行 账号：121916815910606

外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税务登记 国税;

使用票据种类 公益救助性捐赠票据;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电 话
是否持有会计

证
专业技术资格

杨玲 会计 51879851 是 会计上岗证

郑勤 出纳 51879851 是 会计上岗证

是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其他管理制度 无

 

 

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列支原则 有

审批程序 有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支付标准 有

列支原则 有

审批程序 有

资产管理和处置

投资决策程序 有

分权与授权 有

隔离回避制度 有

最大投资额度 有

直接投资和委托投资的范围 有

检查投资经营情况的方式和频率 有

 

 

（六）党组织建设

说明：已经成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党员总人数”应填写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本情况

党组织名称

中共上海市浦
东新区非营利
组织发展中心
联合支部委员

会

党组织类型 联合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共上海市浦
东新区社会组
织综合委员会

党员总人数 7 人

专职人员中党员数 7 人 本年新发展党员数 0 人

党组织（党建联络员）
隶属关系

其他党组织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吕朝 主任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理事会;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吕朝 主任 18501603366

活动情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
场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元/年）

11700 活动经费来源 上级组织划拨

党建活动情况 四史教育，主题党日，党课学习

组织生活开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2 次 4 次 4 次 3 次

群团工作

是否建立公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妇联 否

工会形式 工会人员 工会隶属关系

共青团员人数 0 人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变更名称

 变更住所

 变更业务范围





 变更原始基金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2020-11-06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变更基金会类型

 变更宗旨

 修改章程

 负责人变更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范围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

 

 

（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20 个

本年度新设 17个

本年度注销 0个

代表机构总数 0个

本年度新设 0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持有股权的实体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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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成立专项
基金管理机构

1
和平社区专
项基金

2018-11-20
成都市桂溪
街道和平社
区居委会

成都市桂溪
街道和平社
区居委会

张庆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2
珍珠水晶专
项基金

2016-10-30 陈有明 陈有明 陈江山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3
横桥社区发
展治理专项

基金
2020-07-26

成都市成华
区双水碾街
道办事处横
桥社区居委

会

汇丰中国 曾蓉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4
桂城公益营
造专项基金

2020-08-28
广州市恩派
社会组织发
展中心

广州市恩派
社会组织发
展中心

陈梓恒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5
创益湖熟.微
公益支持计
划专项基金

2020-11-10
南京恩派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南京恩派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张涛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6
暖暖公益专
项基金

2017-03-17 陈赛梅

浙江致远工
程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伊
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陈赛梅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7
恩派大学专
项基金

2019-08-01
信跃升、吕

朝
信跃升 信跃升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上海浦东非





8 社区英雄行
动专项基金

2020-04-01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汇丰中国 黄范海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9
社区发展促
进网络专项

基金
2020-04-01

上海浦东新
区恩派公益
基金会

万科基金
会、联想基
金会等

郭小牧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0
社区伙伴计
划专项基金

2020-06-22
上海浦东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汇丰中国
李雪春、赵

姣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1
高潜伙伴计
划专项基金

2020-06-22
上海浦东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汇丰中国
李雪春、赵

姣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2
成都永安社
区专项基金

2021-07-18

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桂溪街道
永安社区居
民委员会

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桂溪街道
永安社区居
民委员会

李文成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3
龙辉社区基

金
2020-01-15

深圳市南山
区桃源街道
办事处龙辉
社区居民居

委会

汇丰中国 武丽红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4
狮山社区基

金
2020-02-26

珠海市香洲
区狮山点睛
社会组织发
展服务中心

汇丰中国 杨莹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5

昆明市官渡
区社区民生
服务专项基

金

2020-06-22

昆明市官渡
区恩派社会
创新发展中

心

昆明市官渡
区恩派社会
创新发展中

心

廖钧靖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6
昆明太和创
享社区基金

2020-10-30

昆明市官渡
区太和街道
办事处和平
路社区居民
委员会

汇丰中国、
太和街道

张俊鹏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7
中铁建社区
专项基金

2020-07-15
成都恩派社
会创新发展

中心

中国铁建股
份有限公司

刘彦宏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8
困境儿童疫
后支持专项

基金
2020-08-04

里查德米
尔（上海）
商贸有限公

司

里查德米
尔（上海）
商贸有限公

司

张键镕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19
扬州大学蒲
公英创新创
业专项基金

2020-12-17
上海浦东新
区恩派公益
基金会

心和公益基
金会

李雪春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20
彭州市致和
街道社区基

金
2020-12-21

彭州市人民
政府致和街
道办事处

彭州市人民
政府致和街
道办事处

徐通
基金会基本

帐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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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1 定向捐赠 是
亲子乐园打造项目&和平社
区“最美角落”打造项目

慈善中国

2 3 0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3 10 2 定向捐赠 是
10个横桥社区居民团队和社
区社会组织发起的社区公益

提案
慈善中国





4 3 1 定向捐赠 是
15个社区居民团队发起的社

区公益提案
慈善中国

5 3 1 定向捐赠 是
7个居民组织和1个社会组织

提报的社区公益项目
慈善中国

6 3 0 定向捐赠 是
伊谦特殊儿童艺术培训公益

项目
慈善中国

7 3 3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8 3 2

混合（既有
定向捐赠，
又有公开募

捐）

是
全国14个居民志愿团队发起

的抗疫提案
慈善中国

9 5 2 定向捐赠 是 不忘初心私董会 慈善中国

10 3 2

混合（既有
定向捐赠，
又有公开募

捐）

是
全国各地居民志愿团体发起

的社区公益项目
慈善中国

11 3 1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12 3 1

混合（既有
定向捐赠，
又有公开募

捐）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13 3 1 定向捐赠 是 3个龙辉社区居民公益提案 慈善中国

14 3 1 定向捐赠 是
10个狮山社区居民发起的社

区公益提案
慈善中国

15 15 1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16 15 2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17 5 1 定向捐赠 是
6个社区居民团队发起的社区

公益提案
慈善中国

18 3 3 定向捐赠 是
10个社会组织提报的困境儿

童帮扶项目
慈善中国

19 3 1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20 3 1 定向捐赠 是 暂无 慈善中国

说明：

(1)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

公布募捐公告(包括通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活动进行募捐)公布公益资助项目

公布公益资助项目

(2)开展的公益项目名称应与年度工作报告主报告中公益项目名称一致。

 

2、 代表机构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负责人 住所 帐户性质
开户银行和帐号

开户银行 帐号

   (无记录)

 

3、 内设机构

序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无记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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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2627.2 0 32152627.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32152627.2 0 32152627.2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
人的捐赠

207.23 0 207.23

来自境内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32152419.97 0 32152419.97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 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
人的捐赠

0 0 0

来自境外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

0 0 0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3000000 0 未来+乡项目款项捐赠

爱佑慈善基金会 2275600 0
受疫情影响困境儿童救助项

目捐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
交汇三期为老服务项目款捐

赠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
心

8641408.93 0 汇丰各项目款项捐赠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5500000.01 0 展爱同行等项目款项捐赠

王冉旭、庞文魁 3210000 0 恩派大学专项基金捐赠

北京联想公益基金会 1707398 0
联想抗疫项目款、社区发展

促进网络等捐赠

合计 26334406.94 0

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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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4873723.8

本年度总支出 19627942.28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8458336.31

管理费用 1159400.79

其他支出 1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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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7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5.91%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计算有关比例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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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808.75（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捐赠收入1076267.01元，提供服务收入744541.74元，合

计1820808.75元。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没有解限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45）项公益慈善项目，年度受助人数（ 481603）人，项目总支出为（18034224）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交汇三期-振华社区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857.4（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老人;

服务领域： 文化艺术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振华社区基金项目2020年资助社区居民
提案： 振华社区舞蹈队“爱·善舞”
项目，基于社区的情况，结合社区长者
身心锻炼的需要，项目因此而开展，为
社区敬老院开展2次义演活动，服务60

人次。

(2)

项目名称：
阿里巴巴“3小时公益”&恩派公益-精

品志愿活动项目行动季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7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320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期间实





项目介绍：
施，旨在面向入驻阿里巴巴“人人3小
时”公益平台公益机构，甄选当期表现
最优异的志愿公益项目，予以资助和赋
能支持。最终选出50个精品志愿公益项

目。

(3)

项目名称： 2020展爱同行防疫专项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00.01（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4314386.1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中启动至今，并已实施完
成第一期“展爱同行”项目。期间为全
国12个城市的社区脆弱人群，发放疫后
食品包及关爱包，直接/间接受益人次

约50000。

(4)

项目名称： 汇丰七期管理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76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266963.11（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汇丰社区伙伴计划第七期管理工作
于2020年6月启动，子计划1P20负责甄
选并梳理国内10家头部机构的技术产品
和服务标准，为整体项目的统筹推进提
供技术支持和资源链接服务，目前已招
募10家头部组织并对接11家湖北当地组
织；子计划2里仁社区伙伴计划面向全
国招募社区领袖并对其进行能力建设，
支持他们在社区内开展公益，目前已招

募600多位社区领袖。

项目名称： 2019年凯迪拉克公益项目运营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5)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33576.85（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790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2019-2020年是与凯迪拉克品牌合作服
务的第二年，双方磨合沟通良好，项目
的各项推进也比较顺利，取得了凯迪拉
克和相关基金会较高的评价和满意度。
截至2020年7月6日，已向凯迪拉克发送
了来自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的两份造林核查报告，报告均显
示三个项目地（分别位于内蒙额济纳
旗、新疆奇台农场和阿拉尔十一团）的

造林成活率达标。

(6)

项目名称： 2020第二季“藏经阁”线上赋能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49009.9（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8513.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1季度实施，旨在为入驻
阿里巴巴“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的公
益机构中，当季活跃度排名前30的机
构，提供专场线上培训。项目为约50位

全国各地的公益人提供了培训。

项目名称： 方太幸福社区共建公益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97029.7（单位：人民币元）





(7)

项目本年度支出： 23101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下半年启动，当前仍在进
行中。旨在打造“幸福社区共建计

划”，累计邀约全国300+社区加入本计
划，并甄选开发50+精品社区服务产
品，计划后续在幸福社区伙伴网络落
地。项目并同时动员了30余家包括地
产、物业企业、媒体及社区建设行业协
会等在内的多家机构参与推动本计划，
直接+间接受益人数30万+（以每个社区

平均10000人计）。

(8)

项目名称：
2020三小时公益精品季项目运营及奖金

拨付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481333（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四季度正式启动，实施跨
年至2021年1月末。旨在面向入驻阿里
巴巴“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公益机

构，甄选当期表现最优异的志愿公益项
目，予以资助和赋能支持。最终选出80
个精品志愿公益项目，并向其中50个项

目发放奖金。

(9)

项目名称：
2020招商银行私人银行慈善咨询服务项

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1091.4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其他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实施期贯穿2020全年，为招商银行
私人银行高净值客户提供专项公益咨
询，以及线下公益沙龙策划及实施服
务。全年在7座城市累计完成7场沙龙，

服务人数超过200人。

(10)

项目名称： 2020-幸福社区建设标准及指标体系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60396.0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3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2季度开展，产出《幸福
社区共建指导意见书》，从美善环境、
精诚服务、和乐成长、互助公益四大维
度提出“居住小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和“15分钟生活圈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以及共建实施要义。评价指标体
系为各共建方提供幸福社区的建设方向
指引，评估社区的发展状态，找到建设
方向；共建实施要义旨在为各共建方的
社区实践提供实操方案支持，推进社区

建设。

(11)

项目名称：
2018恩派公益联合筹款buddy计划-志愿

服务基金会合作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8081.28（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8081.28（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与具有公募资质的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合作的Buddy计划中支持的““白血病
人讲生命故事”项目，自2018年起执行
目前已结项，项目共招募志愿者 80 
人，通过白血病康复患者代表讲述自身
患病、治疗、康复过程，大大带动了其
它正在治疗患者的积极性。项目通过叙
事陪伴的方式，帮助到了更多白血病群
体。累计参与人数达到 40 人，开展活

动 50 场，服务120人次。

(12)

项目名称： 2020第一季度“藏经阁”线上赋能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49306.93（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924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1季度实施，旨在为入驻
阿里巴巴“人人3小时”公益平台的公
益机构中，当季活跃度排名前30的机
构，提供专场线上培训。项目为约50位

全国各地的公益人提供了培训。

(13)

项目名称：
2020“3小时公益”平台运营暨“藏经

阁”赋能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44336.63（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3428.77（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4月至10月间实施，内容
包括针对入驻阿里巴巴“人人3小时”
公益平台的公益机构提供日常社群运
营，以及线上能力建设服务。服务对象
包括全平台数千家分布于全国的专业志

愿公益组织。

项目名称： 恩派大学教育专项基金





(14)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321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91977（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教育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恩派大学教育专项基金旨在推动非营利
组织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教育质
量和实践水平，加强第三部门机构与其
他社会各界的联系与服务，争取国内外
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捐助。目前是前期
筹备阶段，2020年度支出主要用于恩派

大学的建筑设计费。

(15)

项目名称： 凯迪拉克2020公益项目运营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64296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649389.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2020-2021年是与凯迪拉克品牌合作服
务的第三年，合作内容主要为2020年G7
公益项目和新增的医疗科研捐赠项

目，2020年度支出主要用于两个板块执
行方案沟通准备、项目日常监测、传播

及活动支持等等。

项目名称： 和平社区基金支持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0（单位：人民币元）





(16)

项目本年度支出： 68525.5（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和平社区专项基金2020年度支持两个公
益项目：亲子乐园打造项目和“最美角
落”打造项目。亲子乐园打造项目执行
完毕已对外开放，此项目充分发挥居民
的参与意识，利用社区闲置场地共同探
讨，得到了广大居民一致好评与支

持。“最美角落”打造项目对社区闲置
角落美化打造，调动居民主动参与到社
区事务中，改善社区环境的同时增进邻

里关系和自治意识，受益社区居
民22325余人。

(17)

项目名称：
“交行·汇丰——上海为老服务”公益

项目三期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84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8400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老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本市

项目介绍：

项目为期一年，2019年10月至2020年9
月，受疫情及施工进度影响，实际

于2020年12月完成并结项。项目为上海
闵行区江川街道老机片区适老性宜居改
造整体计划中的社区康健中心、社区孝
亲广场提供改造经费支持，改造完成后

覆盖老年人口数量超过3600人。

(18)

项目名称： 驰援一线战疫英雄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2020-02-17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2020-06-30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31880.01（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12103.88（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微笑明天
基金会合作进行公募筹款，在武汉地区
开展的防疫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关爱计划
已执行完毕。向武汉市500名社区工作
者总计发出了10000多条祝福信息，覆
盖武汉市13个区400余个社区；给防疫
一线的社区工作者500个神秘礼包已全
部送出，“子女关爱计划”开展了14天
英语打卡学习活动+6次线上互动课

程。“加油包-社区工作者增能计划”
共计开展了18次社区治理课程直播。

(19)

项目名称： 汇丰六期天津柳苑里社区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671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老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2020年共资助6个社区居民发起
的为老服务项目：情暖疫线--柳苑里社
区志愿服务项目、疫情宣传到社区-柳
苑里社区志愿宣传服务项目、耄耋长者
生日会、情暖长寿柳苑里项目、童心同
画-柳苑里社区主题绘画项目、暖心老
人家、老有所乐项目，共计开展活动26

次，服务老人467人次。

(20)

项目名称：
恩派战疫支付宝公益平台筹款上海华侨

合作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2020-02-20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2020-05-27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611564.62（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611564.5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老人;残疾人;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与具有公募资格的上海市华侨事
业发展基金会合作，在支付宝公益平台
上发起社区战疫情系列公益项目，2020
资助项目：《武汉战役 联合助残》项
目（受益人群：2578人次）；《疫去春
来 爱暖夕阳》项目（受益人数：100
位）；《社区战疫 疫起面对》项目（

受益人数：250人）

(21)

项目名称：
社区战疫行动公益项目（微笑明天基金

会合作）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2020-03-04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2020-06-30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73837.12（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39231.4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微笑明天
基金会合作在腾讯公益发起公募筹

款，2020年度资助8个项目：居民护家
关爱社群（1838人次）；温暖最可爱守
护人（500人）；复工后社区防疫助
力（200人）；为残障姐妹送暖心

包（161人）；守护社区社工行动（社
区值岗人员1200人次）；助力全职妈妈
返职场（10人）；残障青少年网络培
训（20）；加固甘孜寨子生活桥（64

户299人）。

(22)

项目名称：
百俪汇爱心群体战疫行动支持——“儿
童守护者”武汉困境儿童疫后关爱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32601（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161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本项目主要为疫情后期的困境儿童提供





项目介绍：

卫生健康护理包，让困境儿童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做到勤洗手，讲卫生，从
而提升儿童的健康状况。本项目覆盖人
数100名困境儿童，实施范围以武汉市

为主。

(23)

项目名称： 社区英雄行动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67162.87（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61383.58（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社区英雄行动专项基金支持全国各地社
区的社区领袖/居民骨干开展社区相关
防疫抗疫的公益项目，2020年共计支
持14个提案，覆盖北京、成都、深圳、
福州、天津、东营城市，14个社区，服

务人数2883人。

(24)

项目名称： 横桥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3478.5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横桥社区发展治理专项基金2020年度支
持10个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发起的社区

公益项目，目前各项目正在执行
中，2020年累计服务社区居民人次共
计2338 。1、安全社区，有你有

我！2、学国学，知礼仪，讲文明 3、
居民自治、共商共议 4、同喜同贺中秋
国庆·同欢同乐精彩横桥-文化汇演
5、为老服务，养生太极 6、阳光青年
7、爱心拍一拍 8、组建兴元华盛三期

老年议事小组 等等

项目名称： 中铁建社区专项基金项目





(25)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82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7240.45（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中铁建社区专项基金主要资助促进社区
参与、强调社区自助精神以及促进社区
公共利益的项目。2020年度支持6个社
区公益项目，2020年度服务社区居民人
次共计1810人次：1、中铁建·与国庆
华诞,携手奏华章项目（300人） 2、中
铁建·社区院前急救体系建设项目(200
人次) 3、中铁建·妇女儿童成长花艺
体验项目（110人） 4、中铁建·助力
华林南苑家园美化项目（100人） 等等

等

(26)

项目名称： 桂城公益营造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5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4183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为了更好地搭建公益行动平台，通过社
区微公益创投形式，资助佛山市桂城街
道范围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围绕“社区治
理”议题开展相关的公益行动。2020年
度资助社区居民提案15个，累计服务人

数4315人

项目名称： 困境儿童疫后支持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27)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425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00101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困境儿童疫后支持专项基金旨在通过全
国范围内优秀的专业服务组织和专业能
力，为疫后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有
效支持，资助领域包括困境儿童的物资
提供、身心关爱、互助学习和社会融入
等。2020已支持10个项目，直接服务儿

童7113人次。

(28)

项目名称： 2020福特优行挑战赛奖金拨付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854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840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科学研究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旨在推动青年用创新手段解决未
来出行的挑战，通过培育优秀创新项
目、激发创新行动，培养未来出行创新
领袖，将优秀人才和项目运用到社会创
新发展中，项目支持社会创新团队8

个。

(29)

项目名称：
汇丰中国社会企业支持与孵化计划三

期-低碳创业先锋产业共创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67966（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6796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与来自3-5个领
域的产业伙伴开展合作，为至少400名
绿色创业者开展能力建设，帮助至

少100名创业者开展产业共创与对接活
动，初步打造绿色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项目现处于

前期准备与招募阶段。

(30)

项目名称：
伊谦特殊儿童艺术培训公益项目(暖暖

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9042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残疾人;儿童;其他;

服务领域： 文化艺术

服务地区： 本市

项目介绍：

暖暖专项基金支持项目，项目周期原定
两年，因疫情原因延迟开展，项目培训
包括上海和金华艺术特教方面师资力量
及上海和金华地区的特殊青少年，截
至2020年12月31日，项目累计开展课

程205次，服务人数150人。

(31)

项目名称：
联想&恩派--抗击湖北新冠疫情社区防

疫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929408.2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本抗击疫情项目共计资助30个社区防疫
志愿服务项目，覆盖湖北省10个城市，
服务对象包含困境儿童、高龄及行动不
便老人、残障人士、孕期妇女、需要对







项目介绍： 孩子进行课业辅导的家长、防疫一线工
作人员，计划直接服务共计15584人，
实际直接服务人次28362人次，实际间

接服务人数505181人。

(32)

项目名称： 珠海狮山社区基金支持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76232.06（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老人;儿童;妇女;其他;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专项基金2020年度共支持：南美五星
楼道发展计划项目、南美消防安全卫士
项目、南美“暖心27”党员先锋服务项
目、南香社区敬老爱老服务项目、“老
有所乐，永葆初心”南香初心艺术团项
目等10个社区居民发起的社区公益提

案，受益社区居民9037人。

(33)

项目名称：
联想公益基金会--“疫”路童“想”伴
武汉市受疫情影响学习困难的儿童成长

陪伴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88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46927.3（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教育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本项目发挥武汉市内家长、高校志愿
者、学龄期儿童相互扶持、共克时艰的
作用，以课后线上持续陪伴作为学校网
课学习的补充，及时为受疫情影响临时
陷入学习困境的城区儿童家庭提供课业
在线辅导和在线成长陪伴支持，保证学
习困境儿童家庭的和谐家庭关系。项目
覆盖人数：360户家庭/360个儿童。

项目名称：
“守望社区，关爱包助力社区战疫”行

动计划







(34)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3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69974.05（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项目组根据各个街道提供的关爱需求，
面向困境妇女儿童及其家庭、残障人
士、定点隔离特殊人员、防疫抗疫一线
工作人员、有需要的居民群体放关爱
包，关爱包内容物以生活中的基本物
资（纯蔬菜包、纯水果包、纯防疫物资
关爱包、压力缓解按摩仪器、以及混搭
有生活用品/食品/粮油等物资）为主，

受益人群等超过3550人。

(35)

项目名称：
爱佑基金会新冠抗疫——受疫情影响困

境儿童救助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2756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22417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此项目为爱佑基金会联合联合爱心企
业、恩派公益共同发起的受疫情影响的
困境儿童救助计划，为受疫情影响失去
经济来源的低收入困境儿童家庭或者照
顾者因感染无法继续照顾孩子的儿童家
庭，提供短期生活补助。项目直接受益
对象及人数：湖北省内困境儿童家庭、
受疫情影响儿童家庭，共计1192人；主
要覆盖城区：武汉市、恩施州、荆门
市、荆州市、黄冈市、襄阳市、宜昌
市、孝感市、黄石市、咸宁市、十堰

市。

项目名称： 社区发展促进网络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36)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26566（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4506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公益事业发展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不忘初心”私董会由中国社区发展促
进网络（简称CCC）发起的公益项

目。CCC从疫情后社会组织转型发展切
入，进而讨论如何促进分工协作，让更
多优质的社会服务进入社区，满足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组织/社会企
业需要参与大规模的新型社会协作而协
作的基础是建立关系、共同学习成长提
升认知，而后促成新的行动落地，目
前CCC的主要工作载体是私董会，已经
运营中两个私董会，服务13家头部社会

组织和7家社会企业新锐。

(37)

项目名称： 龙辉社区基金支持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3936.3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龙辉社区基金2020年支持3个居民团队
发起的社区公益提案： 龙辉社区退役
军人红星志愿服务项目（巡逻服务居民
人次：21000） 龙辉幸福夕阳关爱老人
服务项目（50（户）） 文明社区，快
乐你我她——龙辉社区快板提升项

目（200人次）

项目名称： 珠海悦城社区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38)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6895.1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其他;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悦城社区基金公益项目2020年度支持12
个居民志愿团队发起的社区公益项目：
1“情系夕阳 温暖相伴”为老活动；2
带领长者走进快乐大本营3、激情飞越
水兵舞 4、悦唱悦开心 5、悦城社区儿
童青少年排球公益培训班6、悦城社区
气排球伙伴训练营 7、悦舞入心，热爱
生活 8、中国梦旗袍情 等等，目前各
项目正在执行，2020年累计服务社区居

民人次共计2881人次

(39)

项目名称： 汇丰六期-上海彭浦新村筑梦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33488.7（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本市

项目介绍：

上海彭浦新村筑梦计划2020年度共计资
助5个居民志愿团队发起的社区公益项
目：1、821社区广场“伊起添绿” 2、
手工连你我 编织中国梦 3、流浪猫TNR
公益行动 4、共绘最美社区 5、“绿荫
成林”——打造社区绿植队。目前各项
目正在执行中，2020年度服务社区居民

人次共计799人次。

(40)

项目名称： 社区伙伴计划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2020-08-07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2021-06-23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65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83731.39（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志愿服务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社区伙伴计划专项基金支持居民组织实
施的社区互助服务，包括不限于环境更
新、文体休闲、生活便民、文化教育、

公众参与、社区生计等方面内
容。2020n年度资助社区居民提案80 

个，直接受益人次6692。

(41)

项目名称： 科德宝疫后支持关爱食物包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76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6988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老人;妇女;残疾人;其他;

服务领域： 灾害救助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在科德宝的资助下，此项目联合了成
都4个街道的4个社区一起开展了“科德
宝疫后支持关爱食物包项目”。根据社
区实际情况，项目为辖区680位困难人
群及家庭送去了由的粮、米、油、营养
干货等组成的关爱包物资，共发放关爱
包680份，缓解了这些困难家庭的经济
状况和生活困难，提供了一定的帮
助，100%完成项目工作及目标。

(42)

项目名称：
汇丰六期-江川路街道电4电5社区基金

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100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8372（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老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本市





项目介绍：

本社区基金项目2020年开展“电四社区
助老楼道改建”项目，项目改造144
号—148号五幢楼道，增加楼内折叠座
椅、安全警示标识，老人上下楼道更放
心、安心；改变楼内照明情况，上下楼
光线充足减小踩空踏错风险；通过示范
楼道建设的同时，让社区内更多楼道可
以“适老化”改建，邻里互助的志愿者
们将电机适宜养老的氛围形成党建引

领。项目受益人数：100人

(43)

项目名称： 2020福特汽车环保奖项目资金拨付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505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500000（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 生态环境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2020福特汽车环保奖共两个评选计划，
分别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纪录片评选计
划”（简称“原野计划”）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短视频评选计划”（简称“野
影计划”）。2020福特汽车环保奖采取
线上评选方式进行，本项目最终评选

出20余家获奖主体。

(44)

项目名称： 青浦疫后支持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23100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231816.67（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 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本市

项目介绍：

项目于2020年中启动，现已完成“青浦
韧性社区调研报告”，并计划在今年通
过一系列落地社区的互动活动开展成果
传播与推广。项目采样6个社区，在实
施过程中覆盖包括社区干部、社区领
袖、普通居民等在内超过500人。





(45)

项目名称： 河北后城学校电脑教室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开始时间：

开展公开募捐的结束时间：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 0（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 1649.04（单位：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 教育

服务地区： 各省

项目介绍：

此项目为乡村学校提供优质的硬件设备
及相关服务，让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
样享受基本的教育硬件条件，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第一期执行周期为2017年8
月-2020年8月，河北后城电脑教室共
计60台笔记本电脑，安装正版WINDOWS
7专业版和OFFICE 2010，安全稳定。电
脑教室带给学校师生的便利不仅仅体现
在学习方面，而且让他们能够接触更多
优质资源。受益人数：一至九年级学

生1243人。

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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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 :（ 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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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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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固甘孜寨子生活桥

项目金额(元)： 13485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 省 凉山州 市 巴东 县

项目类别： 基础设施;

项目内容简述：

二马村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下
辖的一个乡镇级行政村，共有64户299
人，其中贫困户11户35人。二马村耕地
稀少，主要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村民平
时需要通过寨子桥放养牲畜，采挖药
材、野生菌等。二马村下寨子铁链桥修
建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使用30余
年，铁链桥两端上下锁链木制卷筒及桥
面年久失修，腐朽老化，存在较大安排
隐患。对该桥进行加固维修，保障二马
村下寨子村民放牧、采挖野生菌等生产

生活需要。

 





 

3、涉外活动情况

（1） 基本信息  无此情况

 

 

（2）接受境外捐赠（含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无此情况

 

 

（3）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无此情况

 

 

（4）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无此情况

 

 

（5） 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无此情况

 

 

（6）2020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无此情况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全部公益慈善数:（45）,其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数（1）。

序号 项目名称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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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展爱
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5000000.01 1524000 39331.88 1900 0 2788486.16 4353718.04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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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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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云南禾聚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339465 0.01

大米（食物包）采
购15000份

2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杭州易农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390000 0.01

木耳（食物包）采
购15000份

3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石家庄以岭药堂大
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92586 0.01
莲花清瘟（防疫
包）采购11800份

4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陕西葭州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615000 0.02

小米&油（食物
包）采购15000份

5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深圳市诚信诺科技

有限公司
668352 0.02

一次性防护口罩（
防疫包）采
购11800份

6
2020展爱同行防疫

专项计划
上海绿洲公益发展

中心
1500000 0.05

食物银行网点所需
冰箱、货架和食物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四、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1、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序号
购买的资产管理产品

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无记录)

 

2、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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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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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无记录)

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50%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3）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资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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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受托机构

受托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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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五、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2020年度共开展了0项慈善信托，涉及0领域，金额总计0元。

序号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无记录)

 

 

六、基金会的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1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发起人

2 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3 上海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发起人

4 上海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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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序号 关联方 收款类型 收款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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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序号 关联方 预付款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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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序号 关联方 收款类型 收款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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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序号 关联方 预收款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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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九）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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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33.01 0 354233.01 314338.01 0 314338.01

1-2年 0 0 0 86000 0 8600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计 354233.01 0 354233.01 400338.01 0 4003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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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浦东非
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

0 0 221737 0.55 2020-12-01 -

 

 

（十）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款项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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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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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2、预付款项客户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序号 客户名称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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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记录)

 

 

（十一）应付款项

序号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1
北京西城恩派非营
利组织发展中心

0 15888.89 0 15888.89

 

 

（十二）预收账款

序号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记录)

 

 

（十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七、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年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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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9693.5 4676489.52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4050000 17150000 应付款项 62 422.12 60891.2

应收款项 3 354233.01 400338.01 应付工资 63 15888.89 235268.52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278.54 11672.45

存 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4110000 165880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547420.24 493036.34

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债权投
资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
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
产合计

20 9513926.51 22226827.53
其他流

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
债合计

80 4673452.71 2459668.51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
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
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
资合计

30 0 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
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

债合计
90 0 0

固定资产原
价

31 55000 63999

减：累计折
旧

32 21750 33138
受托代理负
债：

固定资产净
值

33 33250 30861
受托代理负

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
产

35 0 0
负债合

计
100 4673452.71 2459668.51

固定资产清
理

38 0 0

固定资
产合计

40 33250 30861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
资产

101 2753559.51 4119247.02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

产
105 2120164.29 15678773

受托代理资
产

51 0 0
净资产

合计
110 4873723.8 19798020.02

资产总
计

60 9547176.51 22257688.53
负债和

净资产合计
120 9547176.51 22257688.53





 

 

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年度：2020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度累计数 本年度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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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4.77 1076267.01 1099091.78 1965696.29 30186930.91 32152627.2

会费收
入

2 0 0 0 0 0 0

提供服
务收入

3 0 744541.74 744541.74 299186.53 1830014.11 2129200.64

商品销
售收入

4 0 0 0 0 0 0

政府补
助收入

5 0 0 0 0 0 0

投资收
益

6 295934.02 0 295934.02 261767.33 0 261767.33

其他收
入

9 74.29 0 74.29 8643.33 0 8643.33

收 入 合 
计

11 318833.08 1820808.75 2139641.83 2535293.48 32016945.02 34552238.5

二、费 用

（一）业务
活动成本

12 3840550.35 0 3840550.35 18458336.31 0 18458336.31

（二）管理
费用

21 294687.69 0 294687.69 1159400.79 0 1159400.79

（三）筹资
费用

24 -8272.01 0 -8272.01 10205.18 0 10205.18

（四）其他
费用

28 0 0 0 0 0 0

费 用 
合 计

35 4126966.03 0 4126966.03 19627942.28 0 19627942.28

三、限定性净
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3840550.35 -3840550.35 0 18458336.31 -18458336.31 0

四、净资产变
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
列）

45 32417.4 -2019741.6 -1987324.2 1365687.51 13558608.71 14924296.22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 编制时间：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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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1687.96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2631648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479161.53

现金流入小计 13 32922497.4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8172058.45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725749.35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610662

现金流出小计 23 20508469.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2414027.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94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261767.33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
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19661767.33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35 8999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325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325089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2847231.6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

偿还债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433203.98





八、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年检结论 年度工作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9年度改进建议书： 否

登记管理机关发放了2019年度责令整改通知书： 否

 

 

（二）评估情况：

参加评估，在评估登记有效期内

2、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3A）， 有效期自（2018）年 至（2023）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否

 

 

（四）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针对2019年度工作向本基金会发出过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的，
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无





九、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公开基本信息

 

1、公开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1-09

 

2、公开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理事、监事的基本情况 ：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1-09

 

3、公开下设的秘书处组成部门、专项基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或者主要职能 ：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4、公开重要关联方：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5、公开联系人、联系方式，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或者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6、公开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8、公开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公务招待费用、公务差旅费用标准： 否

 

（二）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开2019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0-08

 

（三）公开2019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0-08

 

(四) 公开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1、公开公益慈善项目内容、实施地域、受益人群：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2、公开公益慈善项目收入、支出情况：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01

 

3、公开公益慈善项目剩余财产处理情况： 否

未公开原因:项目没有剩余财产

 

（五）公开慈善信托信息： 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开展慈善信托

 

（六）公开重大资产变动情况、重大投资活动情况： 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重大资产变动

 

（七）公开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情况： 否

未公开原因:没有重大交易或者资金往来

 

（八）公开关联交易情况： 是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内容链接 刊载日期

1
    慈善中

国
http://cishan.chinanpo.gov.cn/biz/ma/csmh/a/csmhadetail.html?aaee0101=31000049

2020-12-31





十、监事意见

1

监事姓名： 陆璇

意见：

监事会对基金会的业务和财务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基金会一年来的工作，发
表意见如下：1. 基金会运作正常，未发
现违反法律法规、基金会章程、财务制
度、其他各项规章制度和损害基金会利
益的事项。2. 基金会聘请的会计事务所
对基金会2020年的财务审计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地
反映基金会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符合

有关规定。

日期： 2021-03-2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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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其中，专职人员（10）人；

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0）人 ，企事业单位在职（0）人 ，离退休返聘（0）人 ，其他（0）人

2、年龄结构：35岁及以下（8）人 ，36—50岁（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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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硕士及以上（3）人 ，其中留学半年以上归国人员（1）人

4、从业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2）人 ,持有从事岗位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证书（0）人

5、从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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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人员中专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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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 ，厅局级（0）人 ，处级（0）人

7、志愿者数（5）人 ,志愿劳动时间（100）小时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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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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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其中女性数（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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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监事数（3）人

在职：省部级（0）人 ,厅局级（0）人 ,处级（0）人 ,科级（0）人

离退休：省部级（0）人, 厅局级（0）人, 处级（0）人, 科级（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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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负责人情况 ：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行政级别
行政关系所
在单位

在本社团担
任职务

是否
担任本社团
法定代表人

是否
经具有干部
审批权限的
组织部门审

批

在本社团
兼职届数

是否
在社团领取
报酬和补贴

   (无记录)

 

退离休负责人情况 ：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行政级别
行政关系所
在单位

在本社团担
任职务

是否
担任本社团
法定代表人

是否
经具有干部
审批权限的
组织部门审

批

在本社团
兼职届数

是否
在社团领取
报酬和补贴

   (无记录)





十二、财务情况

（一）资产及收支情况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4873723.8 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2120164.29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2753559.51 元。

本年度收入合计：34552238.5 元

其中，

   1、捐赠收入：32152627.2 元

   2、提供服务收入： 2129200.64 元

   3、商品销售收入：0 元

   4、政府补助（资助）收入：0 元

   5、投资收益：261767.33 元

   6、会费收入：0 元

   7、其他收入：8643.33 元

本年度费用合计：19627942.28 元

其中，

   1、业务活动成本：18458336.31 元， 其中公益事业支出：18458336.31 元

   2、管理费用：1159400.79 元（其中工资福利：563305.88 元 ，办公开支：212138.52 元 ，其他：383956.39 元
）

   3、筹资费用：10205.18 元

   4、其他费用：0 元

本年度净资产合计：19798020.02 元，其中限定性净资产：15678773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4119247.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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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脱贫攻坚情况

脱贫攻坚项目数量 1 个， 脱贫攻坚攻坚支出总计 13485 元， 其中政府补助 0 元。

十四、年度工作总结

    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下文简称“基金会”） 致力于促进社会组织社会创新、搭建社区建设平
台， 为社会创业者提供支持，传播公益慈善理念，资助其他与民政事业有 关的公益项目，通过构建社区建设支持
体系，让“平衡、信任、共治” 的美好社区愿景早日实现。现将本年度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动员浦东新区爱心企业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防疫抗疫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社区内许多特殊群体如重
度残疾 人、重症患者、失能老人、贫困家庭等的服务需求变化较大，但由于 物理空间的阻隔导致服务无法像往常
一样开展。恩派基金会充分发挥 优势，立足浦东新区，深入挖掘居民需求、链接辖区爱心企业力量， 积极筹款社
会资源为社会组织和社区提供关键性的防疫支持，与抗疫 战士们共克时艰。
1、动员浦东新区企业星展银行（中国）捐赠 500 万元发 起“展爱同行防疫支持计划” 2020 年 6 月至 8 月，恩
派基金会向浦东新区的爱心企业星展银 行（中国）筹集公益捐赠款项 500 万元，发起“展爱同行”防疫专项 计
划。其中 150 万元用于资助浦东新区的社会组织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在上海推出无人值守的“展爱同行共享冰
箱”。共享冰箱分布在上海的 50 多个社区、民工子弟学校和职工驿站，为困难家庭捐赠居家食品；为外来民工子
弟捐赠营养早餐；为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捐赠 午餐方便食品；为受疫情影响导致阶段性停工的失业人群解决食物之
需。350 万元用于捐赠关爱包，共捐赠了 15000 份“最美食物包”和 11800 份“最美防疫包” 给到 12 个城
市、126 个街道 455 个社区中的孤寡老人、残障人士与经济困难家庭，以及因为情导致阶段性停工而承受失业或经
济压力的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等在内的社会脆弱人 群共 26414 人，其中价值 10 万元的最美防疫包发通过浦东新
区的社 会组织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发放给上海 1000 名社区脆弱人群。 
2、发扬浦东公益精神，紧急驰援疫情重点地区湖北防疫抗疫 2020 年 2 月，在疫情早期恩派基金会就敏锐洞察到
疫情重点地 区的迫切需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的作用，筹集资金、物资支援
疫情重点地区湖北省存在的物资紧缺、 心理疏导、困境儿童照护、社区志愿互助、社区防疫能力提升等多项 需
求。一方面与联想公益基金会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小额资助，由联想员 工捐赠和联想公益基金会配捐，共募集公益资
金 128.8 万元，开展湖 北省“抗击湖北新冠疫情社区防疫志愿服务公益项目”及“疫路同想 伴武汉市受疫情影响
学习困难的儿童成长陪伴计划”的专项资助，共资助支持了 33 个湖北省的防疫抗疫公益项目开展，及时为困难人
群送去防疫抗疫支持。 一方面与爱佑基金会启动临时救助计划，携手湖北当地社会组织 及儿童服务网络基于原有
困境儿童家庭数据，进行电话排查，及时对 因遭受疫情影响，导致无经济来源，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弱，基本生活 
保障存在困难的留守、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进行救助，保证其有饭吃、 有水喝、有学上、有药吃。2020 年 3 至
今，共筹集资助金 2275600元用于困境儿 童就救助，共计资助湖北省 1192 户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改善。
（二）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开展社区公益项目联合劝募 
恩派基金会结合多家社会组织及社区组织的筹款需求，在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平台上与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
会、浙江省微笑明 天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合作，发起了社区公益我先 行、驰援武汉一线战疫英
雄、社区战疫行动、社区关爱包等公募项目， 28 家社会组织上线 33 个子项目，超过 20 万人次为社区战疫行动
及 社区公益项目捐款，为社会组织及社区筹集公募资金超过 120 万元。 
（三）运营阿里 3 小时公益平台，推动互联网公益及志愿服务 恩派基金会作是阿里 3 小时公益平台的合作运营
方。截至 2020 年 10 月，“3 小时公益平台”有 2700 多家公益机构入驻（逾百家上 海市公益组织入驻该平
台）。中国爱心网友通过线下志愿服务，线上 爱心捐赠、捐步、种树等互联网公益行为，已累计产生 1700 万公益
时，相当于花了 1700 万小时做志愿服务。
（四）整合各方社会资源，支持行业发展
充分发掘与企业CSR及品牌/市场部门的合作，为社会组织筹款、 赋能。为大型企业公益项目提供策划咨询服务，如
凯迪拉克2020公益运营工作。积极回应金融机构及其高净值客户家 族的慈善需求，摸索引导更多善意资金进入公益
行业的可能性，如为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中心提供慈善咨询的专业服务，为其高净值客户开展公益体验活动， 广泛链
接招行私行高净值客户及家人、招行客户经理、专业公益组织、公益行业专家及相关社区居民。 
（五）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恩派公益基金会与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的党 
支部，2020 年结合实际，以学习强国 APP 学习、观看爱国主义影片、 观看警示教育片、重温入党誓词等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党员干部喜 闻乐见的形式，纷纷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建活动。
三、工作团队情况
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基金会聚焦筹款及资助工作，助力上海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基金会秘书处团队共有专职人员 9
名，均为本科以上学历，3 名人员具有 8 年以上公益行业从业经验。





十五、下年度工作计划

    2021年，上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将继续在浦东新区民政局的指导下，始终围绕“推动浦东新区社会
事业发展”的宗旨不变，多渠道汇聚更多的资金、志愿者和社会资源，推动浦东新区社会创新，全方位资助赋能浦
东新区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成长。
2021年基金会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牢固确立科学发展观，继续认真依法办会，依规运作，认真践行基金
会宗旨，强化基金会内部管理，为把恩派公益基金会建成浦东新区有影响力的高规格的社会慈善组织而奋斗。
1、继续全方位支持浦东新区社会创新，服务社会组织成长。
1）充分借助企业客户的技术专长赋能社会组织。
2）搭建并维护志愿者平台，不断引入丰富的企业志愿者活动，为其员工定制志愿者活动，链接企业、员工、社会组
织及相关社区居民，活跃浦东新区社区空间，服务周边居民。
2、持续优化为社区基金服务的方案，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社区自组织培育。
社区基金是开展社区公益活动的资金池，社区公益资源流转的平台。在探索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创新的新时代背景
下，恩派公益基金会2021年继续实践为社区基金的提供服务管理方案，包括为社区基金提供筹款支持、捐赠人资源
对接为社区建设不断引入资金、传播拓展，运营指导，社区人才能力提升以及团队建设，资金托管等完整服务链，
并通过在上海浦东新区辖区内的社区试点、推广，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优化，助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社区自组
织培育、整合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治理。
3、为给更多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募集资金是基金会重点工作。
1）继续开发企业大客户，做好企业客户公益服务的同时为社会组织筹集更多的公益资金，策划更多公益项目。
2）持续开发高净值客群，积极回应其慈善需求，引导更多善意资金进入公益行业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4、加大传播力度，持续扩大基金会影响力。
5、继续完善基金会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及规范化建设。




		2021-03-30T14:02:51+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