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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 
2021年度检查报告书年度检查报告书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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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规定，编制（2021）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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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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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3330000MJ87417774

业务范围
开展以扶贫济困、助孤扶老、赈灾救助、帮扶助残、恤病助医、奖学助学

为主题的活动。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慈善组
织

同步登记
认定（登记）为
慈善组织时间

2018-06-20

是否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
证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成立时间 2018-06-20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00万元
业务主管单
位

直接登记

基金会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四季青街道民心路280号平安金融中心1幢1701-2H室

电子邮箱
xingchuanggongyi@chinaxingchuan

g.com 传真

秘书长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蒲宏昌 18626339009

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洪佳聪 18658849197 1350931895@qq.com

新闻发言人
姓名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彭莎 18674580015

理事长姓名 孙小渔

理事长证件
类型

身份证
理事长
证件号
码

4416211975092
93109

理事长
手机

13023337116

理事数 5

监事数 1
负责人数（理事
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4

专职工作人
数

4 举办刊物情况 否

会计师事务
所名称

浙江浙经天策会计事务所有限公
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

审计报告出
具日期

2022-05-09 审计报告编号
浙经天策审字[2022]第28

1号
党建工作机
构

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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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次理事会

本基金会于2021-02-10 日召开（1）届（10）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1-02-10

会议地点 杭州市上城区平安金融中心1幢17楼

会议议题 关于基金会2021年度项目立项审批

出席理事名单 孙小渔、陶晓明、姚朝亮、熊玉先、蒲宏昌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谭灵祥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星创公益品格教育”项目立项的决定；\n2.会议审议通
过“向阳教室-花开向阳”项目立项的决定；\n3.会议审议通过“星创公益

社区营造试点”项目立项的决定；
应到人数 6

实到人数 6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100%

本基金会于2021-12-20 日召开（1）届（11）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1-12-20

会议地点 杭州市上城区平安金融中心1幢17楼

会议议题 对2021年度的雏鹰计划、向阳花教室等项目进行总结

出席理事名单 孙小渔、陶晓明、姚朝亮、熊玉先、蒲宏昌

未出席理事名单 无

出席监事名单 谭灵祥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
1.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2021年度财务决算；\n2.会议审
议通过2021年星创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简报；\n3.会议审议通过2022年

星创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的报告；

应到人数 6

实到人数 6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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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理事
会职
务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手机

本
年
度
出
席
理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任期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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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宏
昌

男
1971-04

-15
秘书
长

身份
证

3202
1119
7104
1507

56

1862
6339
009

2 2019-06-
18至

1800
00.00 无 否

2 孙小
渔

女
1975-09

-29
理事
长

身份
证

4416
2119
7509
2931

09

1391
6667
173

4 2018-06-
18至 0.00 无 否

3 陶晓
明

女
1986-07

-01
副理
事长

身份
证

3412
0419
8607
0106
2X

1595
6961
586

4 2018-06-
18至 0.00 无 否

4 姚朝
亮

男
1976-06

-01 理事
身份
证

3501
2419
7606
0150

70

1390
6002
025

4 2018-06-
18至 0.00 无 否

5 熊玉
先

男
1959-12

-13
副理
事长

身份
证

3504
0319
5912
1310

59

1801
9933
993

2 2020-02-
10至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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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手机
监事类
型

本
年
度
列
席
理
事
会
会
议
次
数

任期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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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灵
祥

男
1987-1

1-23
身份
证

3623
2919
8711
2335
3X

1575
5129
171

监事长
1 2

2018-06-
18至202
3-06-18

0.0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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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4）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专职工作人员，如果理事、）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专职工作人员，如果理事、
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的，也需填写。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的，也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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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和补贴
(人民币元)

蒲宏昌 男 群众
1971-04

-15
研究生
教育

执行理事长

彭莎 女 中共党员
1987-05

-09
研究生
教育

新媒体主管

中共星
创置业
集团有
限公司
支部委
员会

洪佳聪 男 中共党员
1996-01

-24
研究生
教育

副秘书长

中共柯
桥区杨
汛桥街
道江桥
居民区
共创支
部委员
会

林钰涵 女 群众
1998-07

-02
大学本
科教育

项目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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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
度

有  无 

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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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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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事长处

印章保管、
使用管理制
度

有  无 保管在 副理事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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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专职工作人
员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失业保
险

4 养老保险 4 医疗保险 4

工伤保
险

4 生育保
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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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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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及账号
（列出全部
账号）

名称：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账号：811080101240131946
1开户行名：中信银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外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
列出全部账
号）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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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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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资产
管理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
持有
会计
证

专业
技术
资格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手机

金晶 会计 是
会计
证

身份证
34253119940

7270241
15755365

723

蔡晨
霄

会计 是

会计
专业
技术
中级
资格

身份证
33900519930

7200320
15968196

813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
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
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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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六）党组织建设

1.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

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是否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  是是   否否  

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和驻会负责人中党员总数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和驻会负责人中党员总数3人人

2.党建工作机构情况党建工作机构情况

党建工作机构是否落实党建工作机构是否落实  是是   否否  

党建工作机构名称：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委员会党建工作机构名称：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钱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委员会  党建党建
工作机构联系人：张菁工作机构联系人：张菁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15355455811

*党建工作机构是社会团体党组织的上级党委，一般为行业党委、属地街道党工委、业务主管单位机
关党委、省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等。

3.党组织情况党组织情况

(1)、是否建立党组织、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是   否否  

党组织名称：中共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支部委员会（功能型）党组织名称：中共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支部委员会（功能型）

(2)、党组织组建形式：、党组织组建形式：  党委党委  党总支党总支  党支部党支部  联合党组织联合党组织  功能型党组织功能型党组织  
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

(3)、党组织负责人姓名：洪佳聪、党组织负责人姓名：洪佳聪  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副秘书长在社会组织中所任职务：副秘书长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
18658849197

(4)、党建活动情况：活动经费数额：、党建活动情况：活动经费数额：2000.00

组织生活情况：党员大会组织生活情况：党员大会3次次  支委会支委会6次次  党小组会党小组会6次次  党课党课6次次

党建活动情况：党建活动情况：  学史教育学史教育  党课学习党课学习  主题党日主题党日  谈心谈话谈心谈话  其他其他

4.群团工作群团工作

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  是是   否否  

共青团员人数为共青团员人数为3人人

是否建立工会组织是否建立工会组织  是是   否否  

是否建立妇联是否建立妇联  是是   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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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1.本年度变更登记事项本年度变更登记事项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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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情况

募捐项目名称 募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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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个
本年度新设 0个

本年度注销 0个

内设机构总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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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账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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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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说明：
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
公布募捐公告公布募捐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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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页 2022-07-13 10:42:35



2.代表机构情况代表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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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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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设机构情况内设机构情况

序
号

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秘书处 蒲宏昌

2 办公室 陶晓明

3 财务室 夏琳

4 新媒体中心 彭莎

5 项目部 洪佳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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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情况三、财务会计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一）资产负债表

（（2021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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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48 2545978.68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135493.22 754191.20
应收款项 3 81008.00 78671.90 应付工资 63 832.00 0.00
预付账款 4 47912.24 9967.00 应交税金 65 -3400.22 25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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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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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24.72 2634617.58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132925.00 756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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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9.00 13699.00     

减：累计折旧 32 3044.24 7610.60 受托代理负债
：

   

固定资产净值 33 10654.76 6088.4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757183.90 1008087.98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132925.00 756701.1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767838.66 1014176.3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964838.38 2624317.86

受托代理资产
：

   限定性净资产 105 0.00 267775.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964838.38 2892092.86
        

资产总计 60 1097763.38 3648793.96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120 1097763.38 36487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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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二）业务活动表（二）业务活动表

（（2021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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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623.
15 0.00 2813623.

15
6100000.

00 0.00 6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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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270000.0
0

270000.0
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1469.44 0.00 1469.44 36091.62 0.00 36091.62

收入合计 11 2815092.
59 0.00 2815092.

59
6136091.

62
270000.0

0
6406091.

62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2568355.
11 0.00 2568355.

11
3929773.

96 0.00 3929773.
96

其中：人员费用 13 601869.5
5 0.00 601869.5

5
855657.3

0 0.00 855657.3
0

日常费用 14 1934959.
24 0.00 1934959.

24
3062012.

66 0.00 3062012.
66

固定资产折旧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税费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 17 31526.32 0.00 31526.32 12104.00 0.00 12104.00

（二）管理费用 21 183263.3
9 0.00 183263.3

9 99009.09 0.00 99009.09

其中：人员费用 22 40388.16 0.00 40388.16 80994.22 0.00 80994.22

日常费用 23 139830.9
9 0.00 139830.9

9 8443.78 0.00 8443.78

固定资产折旧 24 3044.24 0.00 3044.24 4566.36 0.00 4566.36
税费 25 0.00 0.00 0.00 3321.08 0.00 3321.08
其他 26 0.00 0.00 0.00 1683.65 0.00 1683.65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1484.00 0.00 1484.00 1320.40 0.00 1320.40

费用合计 35 2753102.
50 0.00 2753102.

50
4030103.

45 0.00 4030103.
4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2225.00 -2225.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61990.09 0.00 61990.09 2108213.
17

267775.0
0

2375988.
17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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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现金流量表（三）现金流量表

（（2021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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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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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57803.77
现金流入小计 13 66278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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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911.89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3112620.22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61393.38

现金流出小计 23 4031925.4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5958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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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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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04.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25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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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49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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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款项及客户（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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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08.00 0.00 81008.00 24848.40 0.00 24848.40

1-2年 0.00 0.00 0.00 53823.50 0.00 53823.50

合计 81008.00 0.00 81008.00 78671.90 0.00 786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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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款项客户、应收款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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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绍南
56074.0

0 10.0 50823.5
0 64.6 2020-02-29 未冲账

（2） 许海滨 3000.00 5.0 3000.00 3.8 2020-06-30 未冲账

（3） 李楠 0.00 0.0 24848.4
0 31.5 2021-02-09 未冲账

合计
59074.0

0
7867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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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预付账款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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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12.24 0.00 47912.24 967.00 0.00 967.00

1-2年 0.00 0.00 0.00 9000.00 0.00 9000.00

合计 47912.24 0.00 47912.24 9967.00 0.00 9967.00

第24页 2022-07-13 10:42:35



2、预付账款客户、预付账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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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辰
卯涵信
息咨询
有限公
司

9000.00 90.3 9000.00 90.3 2020-05-22 发票未到

（2）
向阳花
教室备
用金

0.00 0.0 967.00 9.7 2021-09-24 备用金

合计 9000.00 99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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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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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计划 0.00 500.00 0.00 500.00 石豪杰

星火工程 3074.60 0.00 0.00 3074.60 汪宝生

雏鹰计划 0.00 52500.00 0.00 52500.00 北京青年国际研
学旅行有限公司

雏鹰计划 0.00 500.00 0.00 500.00 田勇健

向阳花教室 0.00 31050.00 0.00 31050.00 苏州华育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阳花教室 0.00 2160.00 0.00 2160.00 施晓伟

向阳花教室 0.00 60683.50 0.00 60683.50 安徽钧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向阳花教室 28887.00 23339.00 48837.30 3388.70 开化瑞普贸易商
行

单位往来-捐赠未
确认

0.00 500000.00 0.00 500000.00 安徽国耀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往来 0.00 832.00 0.00 832.00 彭莎

往来 82215.25 0.00 0.00 0.00 星创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向阳花教室保证
金

2613.65 16350.00 0.00 18963.65 苏州华育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116790.50 687914.50 48837.30 6736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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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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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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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费用明细（八）管理费用明细

管理费用名称 管理费用金额

职工薪酬 38486.37

职工教育经费 27000.00

福利费 9590.80

业务招待费 5250.50

折旧费 4566.36

社会保险 4216.55

费用性税金 3321.08

合计 924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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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6100000.00 0.00 610000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6100000.00 0.00 610000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100000.00 0.00 6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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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5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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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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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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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情况（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二）公开募捐情况（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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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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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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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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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支出情况（三）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支出情况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516104.69

本年度总支出 4030103.4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929773.96

管理费用 99009.09

其他支出 1320.4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761.43%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综合两年 450.31%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综合三年 382.55%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46%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两年 4.16%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三年 4.88%

说明：说明：
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入，用前三年年末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可以用前三年收入平均数代替上年总收入，用前三年年末
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净资产平均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上年总收入为上年实际收入减去上年收入中时间上年总收入为上年实际收入减去上年收入中时间
限度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度性收入，再加上上年解除时间限度的净资产限度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度性收入，再加上上年解除时间限度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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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有关比例的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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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年度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收到限定性政府补助收入270,000.0
0元，本年度达到解除限制条件的金额为2,225.00元，基金会将按照协议规定，将相关资
产用于协议指定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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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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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0）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3929773.96）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
下：

1

项目名称：雏鹰计划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90799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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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03.85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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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6
2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193507.77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省内
项目介绍：“雏鹰计划”作为品学兼优的留守儿童设计的系列教育助力型项目，围绕
孩子的课程学习、兴趣爱好和成长需求，整合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从小
学到高中的助推成长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梦想天空、雏鹰展翅、搏击长空。
首先，梦想天空通过励志游学的形式，带领大山里的孩子前往北京、上海等中国政
治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他们开启一扇希望之窗，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从而激发源
动力，确立崇高、远大的理想。其次，雏鹰展翅，通过“雏鹰奖助学金”、“大手拉小
手”等活动，助推雏鹰圆满完成学业，茁壮成长。同时“公益小剧场”“爱心接力棒”等
项目将针对你留守儿童的特质开展活动，消弭孩子心理关怀的缺失，关注心理健康
和情感世界，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强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追求和责任意识
，引领健康发展。最后，搏击长空，基金会将根据孩子们的发展需求，采取针对性
的助力行动，支持雏鹰学员发展成为社会建设的杰出人才。同时，我们将引领成人
成才的雏鹰学员力所能及地反哺家乡、反哺社会。 爱心凝聚力量，真情唤醒梦想，
留守的花朵在公益阳光的照耀下，终将美丽绽放！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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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养正教育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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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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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成立以来，深耕教育领域，捐资助学，以筑梦铸
人为己任。2021年与杭州养正学校合作，捐赠200万人民币设立“星创教育专项基金”
，支持学校特色课程开发和中小学生品格教育提升工程，帮助孩子们养成健全的品
格，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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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向阳花教室-向阳花开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408346.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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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84.91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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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38.7
4元
其他费用 6104.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21273.77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省内
项目介绍：向阳花教室-向阳花开系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系向阳花教室的重
要组成部分。向阳花教室是由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提升乡村地区素养教育的
公益项目。 项目聚焦乡村素养教育中的美育、科学两大领域，采取“空间建设+远程
教育服务”的模式，从完善硬件设施和输入优质教学资源方面入手，精心打造集合美
育和科学两大主题素养教育软件平台。同时坚持“造血”目标，通过线上线下系统的
教师培训，有效的激励机制，帮助本地培养一批优秀的在地教师，缓解师资不足等
问题，从而持续推动乡村素养教育的进步。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东华大学教育基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4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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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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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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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01442.89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某类特殊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项目介绍：东华大学教育基金项目系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是星创公益深耕
教育领域，捐资助学的又一项目，项目以筑梦铸人为己任，通过激励精英人才成长
，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鼓励学子饮水思源，积极公益，回馈社会。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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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星火工程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7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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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54.09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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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1.02
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96685.11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省内
项目介绍：星火工程聚焦于硬件设施薄弱的乡村学校，帮助学校建立起高标准篮球
场、活动室、教室等，全面提升学校硬件设施设施建设，从而改善校园环境，加强
文明校园建设，让乡村学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为乡村教师提供一个大展身手
的舞台，使得每个项目学校“硬件”硬起来，提升学校“硬实力”，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
，为农村教育全面提升创造可能。 每个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基金会希望以爱为星
，照亮孩子们成长之路；以热情为火，点燃大山深处学子们内心的火焰。以实际行
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019年9月星创公益为衢州市余村小学捐建一座标准化篮球
场，并且对操场的其余部分也进行了铺装；2020年初完成了对余村小学走廊、教室
地面、学生书柜、卫生柜、留守儿童之家的整体硬件提升；而在福州市下祝乡小学
，基金会向学校捐赠操场围栏、办公室桌椅、会议室桌椅、教师用电脑、LED大屏
以及孔子雕像，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了校容校貌，也是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在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南溪小学，为保证校园安全，基金会
为其捐赠一套校园安防监控系统，为建设智能化平安校园，提供巨大助力。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扁鹊计划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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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11577.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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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84.74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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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96662.72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其他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重大民生问
题。为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文件精神
，为支持医学健康事业的发展，促进医学学术研究与发展，扶持健康类公益项目，
星创公益针对中青年医学新秀推出了人才培养、科研资助的“扁鹊计划”，以促进医
学科研的推进和转化，扶持青年医生的成长，使他们成为细分行业的专才的同时，
带动更多的医生成长，从而造福更多的病患。2020年，星创公益资助2支来自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医疗团队，在脑瘤医学以及慢性病防治方面的临床科研
，在实践中培养出技术过硬的青年医生，未来基金会还将进加大青年医生的培养、
学习方面的投入。星创公益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救助层面，
而是能够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聚焦医学科研、青年医生成长最需要的地方，发挥
自身优势，助力社会良性生态的构建，发挥更大的能量与价值。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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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星创社区营造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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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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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38.1
9元
其他费用 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3138.19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某类特殊人群; 其他

服务领域：扶贫及社区发展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星创公益社区营造项目系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旨在通过对“良渚小洋坝
社区”的试点，探索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提升“农民”向“居民
”转变过程中的获得感和能力，通过社区文化再现、传承、重构，搭建起属于该社区
的文化内涵，增强社区活力和向心力。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向阳花教室-花开向阳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630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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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5.04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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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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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9763.04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花开向阳项目，系向阳花教室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向阳花教室是由星
创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提升乡村地区素养教育的公益项目。 项目聚焦乡村素养教
育中的美育、科学两大领域，采取“空间建设+远程教育服务”的模式，从完善硬件设
施和输入优质教学资源方面入手，精心打造集合美育和科学两大主题素养教育软件
平台。同时坚持“造血”目标，通过线上线下系统的教师培训，有效的激励机制，帮
助本地培养一批优秀的在地教师，缓解师资不足等问题，从而持续推动乡村素养教
育的进步。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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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星创品格教育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22915.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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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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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00
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5425.28元

运作模式 ：运作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省内
项目介绍：品格教育项目系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旨在通过指导、实践、体验、赞
美、强化形成品格行为，家校联动全方位浸润式的品格教育体系，把品格教育从课
堂转向孩子们每日的吃住行中吗，根植于孩子内心，成长为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蓝花楹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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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4.67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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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52
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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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1875.19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儿童;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项目介绍：蓝花楹项目系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以四川凉山州为项目实施地
点，通过提供资金、培训等方式支持专业足球队的专业训练、比赛和赛事举办，为
孩子们提供专业化足球学习的机会，让其在球场上学会自主拼搏的同时获得更多教
育发展的机会。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1865884919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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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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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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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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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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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  0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0 个，异地募捐个，异地募捐  0 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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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情况、本年度开展的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活动：本年度是否开展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活动：  是是   否否  

本年度开展了（本年度开展了（3）项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活动）项乡村振兴重点支持地区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 雏鹰计划

项目支出 人民币1193507.77元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西藏比如等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雏鹰计划”系星创公益发起，旨在乡村人才培育，助力乡村振
兴的公益行动。作为品学兼优乡村儿童系列教育助力型项目
，围绕孩子的课程学习、兴趣爱好和成长需求，整合了家庭
、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从小学到高中的助推成长计划，该
计划分为三个阶段梦想天空、雏鹰展翅、搏击长空。 首先，
梦想天空通过励志游学的形式，带领大山里的孩子前往北京
、上海等中国政治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他们开启一扇希望之
窗，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从而激发源动力，确立崇高、远
大的理想。其次，雏鹰展翅，通过“雏鹰奖助学金”、“大手拉
小手”等活动，助推雏鹰圆满完成学业，茁壮成长。同时“公益
小剧场”“爱心接力棒”等项目将针对你留守儿童的特质开展活
动，消弭孩子心理关怀的缺失，关注心理健康和情感世界，
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强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追求和
责任意识，引领健康发展。最后，搏击长空，基金会将根据
孩子们的发展需求，采取针对性的助力行动，支持雏鹰学员
发展成为社会建设的杰出人才。同时，我们将引领成人成才
的雏鹰学员力所能及地反哺家乡、反哺社会。 爱心凝聚力量
，真情唤醒梦想，留守的花朵在公益阳光的照耀下，终将美
丽绽放！

2

项目名称 向阳花教室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7910368.81元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美姑县、布拖县，西藏那曲比如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向阳花教室是由星创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针对提升乡村地区素
养教育，实现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 项目聚焦乡村素养教育
中的美育、科学两大领域，采取“空间建设+远程教育服务”的
模式，从完善硬件设施和输入优质教学资源方面入手，精心
打造集合美育和科学两大主题素养教育软件平台。同时坚持“
造血”目标，通过线上线下系统的教师培训，有效的激励机制
，帮助本地培养一批优秀的在地教师，缓解师资不足等问题
，从而持续推动乡村素养教育的进步。

项目名称 星火工程

项目支出 人民币196685.11元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西藏那曲市比如县

项目类别 基础设施;
星火工程聚焦于硬件设施薄弱的乡村学校，帮助学校建立起

第45页 2022-07-13 10:42:35



3

项目内容简述

高标准篮球场、活动室、教室等，全面提升学校硬件设施设
施建设，从而改善校园环境，加强文明校园建设，让乡村学
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为乡村教师提供一个大展身手的
舞台，使得每个项目学校“硬件”硬起来，提升学校“硬实力”，
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为农村教育全面提升创造可能。 每个
孩子都是祖国的未来，基金会希望以爱为星，照亮孩子们成
长之路；以热情为火，点燃大山深处学子们内心的火焰。以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2019年9月星创公益为衢州市余
村小学捐建一座标准化篮球场，并且对操场的其余部分也进
行了铺装；2020年初完成了对余村小学走廊、教室地面、学
生书柜、卫生柜、留守儿童之家的整体硬件提升；而在福州
市下祝乡小学，基金会向学校捐赠操场围栏、办公室桌椅、
会议室桌椅、教师用电脑、LED大屏以及孔子雕像，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提升了校容校貌，也是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在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南溪小学，为保
证校园安全，基金会为其捐赠一套校园安防监控系统，为建
设智能化平安校园，提供巨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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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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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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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共开展了年度共开展了  0 项慈善信托，涉及项慈善信托，涉及  无无  领域，金额总计领域，金额总计  0.00 元。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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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金会的关联方（六）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林德慧 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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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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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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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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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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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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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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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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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创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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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15.2500 100.0 82215.2500 100.0

其他应付款： 0.0000 0.0 0.0000 0.0

合计 82215.2500 8221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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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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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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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工作总结（七）年度工作总结

基金会年度总结报告基金会年度总结报告

2021年,在省民政厅高度重视、正确领导下，在上级党组织的悉心指导下，在基金会

理事会亲切关怀、悉心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下，在各兄弟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基金会秉承以“授人以渔”的宗旨，以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的作风和公益理念

，积极主动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慈善工作，圆满完成了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受到了上级主

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赞誉。2021年，星创公益年度公益支出超400万元。覆

盖地区超7省8市12个县，覆盖大中小学校超50所，直接受益超24000人。一年来基金会

有新的成长也有新的挑战，现将基金会2021年的具体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探索组织机构创新一、探索组织机构创新  构建区域分工负责制构建区域分工负责制

年初，根据基金会发展需要，经两次基金会秘书处会议研究，确定星创公益“一核多

从”的公益相关体系，同步设立以“安徽金寨”、“西藏比如”、“浙江开化”、“四川美姑”四大

区域为中心，实施以“雏鹰计划”为核心、“向阳花教室”、“蓝花楹项目”、“星火工程”项目

等从次核心项目的基本架构。并在所实施的四大区域设立负责人，确定了负责人制度，

构建“基金会-区域负责人-学校负责人”三级治理结构。

确立项目先行，拓宽开源节流平台。在公益项目策划、运作以及组织可持续发展方

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取得了显著成绩。完善了项目管理制度，提高了业务能力，主动加

强专业知识提升，推动规范化、专业化精细管理。严格实施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合

规合法。进一步完善基金会内部管理制度，提升自身建设，提高业务能力，推动规范化

、专业化发展奠定了理论能力基础。

为了加强基金会党组织工作，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引领基金会更好开展乡村公益工

作，基金会党支部积极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并按照《党章》要求，积极开展党组织学习

、党日主题活动等。

二二  共建共享共建共享  拓宽公益社会影响力拓宽公益社会影响力

学习借鉴，争取资源。积极与省内外兄弟单位保持联络，并开展学习交流，借鉴各

兄弟单位优秀募集渠道、项目开展经验，同时争取各兄弟单位的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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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拜访，联络爱心。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及秘书处、项目办等工作人员通过拜访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推介基金会各项项目，推动社会各界深入了解乡村教育、了解

乡村公益，影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拓展思路，汇聚爱心。基金会通过开发乡村公益项目，带动社会各界参与。同时加

强平台建设，吸收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广泛影响公众参与乡村公益事业。在基金会兄

弟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的积极参与和通力协作下，2021年基金会各项目

活动得到了有效开展。

三、雏鹰展翅三、雏鹰展翅  花开向阳花开向阳  星创公益的步伐遍布神州大地星创公益的步伐遍布神州大地

2021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在这一年超过116名雏鹰学员在星创公益的支持下，

走出了大山，飞出了雪域高原，迈出了贵州山岭，在上海、在北京、在贵阳这样的大城

市徜徉，种下了一颗关于未来的火种。在这一年，星创公益在全国6个省份中的7个县建

设了向阳花教室。超过11500余名乡村孩子在向阳花教室的课堂上学习了美术课、音乐

课和品格课程。在这一年，青年医生有了“扁鹊计划”这一伙伴，凉山娃娃们可以有了“蓝

花楹”的陪伴，东华学子就学升学没了后顾之忧，，，，，

（一）雏鹰展翅（一）雏鹰展翅  116名雏鹰学员飞出大山名雏鹰学员飞出大山

（1）比如学子 上海启梦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激励，是鼓舞。而唤醒个人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帮他们构筑

梦想。在经过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精心策划与准备之后，星创公益基金会大型励志游

学项目“雏鹰计划·西藏梦想班”于2021年4月14日正式开这一次，我们来自雪域高原的雏

鹰们，将穿越4000多公里，飞跃千山万水来到黄埔江畔的东方明珠——上海。15日，雏

鹰学员们从那曲登上去往西宁的火车。16日中午在西宁，孩子们人生第一次坐上飞机，

如雄鹰一般在高空翱翔，穿越层层云海，并于下午到达本次研学目的地——美丽的东方

之珠上海。回顾上海之行，游览交大体验大学生活；孔庙习礼，探访千年文脉；淞沪抗

战纪念馆，体会血与火的历史；登东方明珠塔，看大国之崛起。

几天内从过去到现在，从个人到家国，从正面到反面，让孩子们领悟到家国与个人

关系，了解到国家的落后是科技、是文化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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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凉山学子 北京筑梦

“晨曦洒在我家屋檐上，爷爷和我一起去放羊，羊儿散落在那山坡上，扑鼻而来阵阵

的芳香，站在故乡最高的山顶，遥望远方还是那远方，阿普沃萨来到我身旁，告诉我的

未来会怎样···”雏鹰计划·凉山班闭营仪式上，来自阿布泽鲁小学的阿什俄甲唱起了的这

首彝族歌曲《晨曦》，似乎是对本次北京研学的呼应，赢得了满堂喝彩。在刚刚过去的

几天，星创公益组织的雏鹰计划，带着这群品学兼优的彝族娃娃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的北

京研学。

初到北京，在游学导师和军训教官带领下，我们奥森公园开始了户外开营仪式；下

午来自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王教授则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核能的科普讲座

。安门广场前观看升旗仪式，在每个国人心中都有神圣的意义。凌晨三点，雏鹰学员们

就起床赶往天门广场等待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庄严而神圣的时刻。“不到长城非好汉”，

下午雏鹰学员们登上八达岭长城，极目远眺，饱览山河。并在长城上合唱《我和我祖国

》歌声嘹亮、曲意激昂，唱出了对大好山河的热爱，道尽了对祖国的深情。最后在北京

科技大学，以一场机器人、无人机的体验课程结束一天的研学。

“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上不可估量的损失”，小

学语文课本上的这段话深深地印在学员们的脑海里。行程的第三天凉山的雏鹰们在圆明

园、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卢沟桥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回望历史，

激发雏鹰们振兴中华的使命感的责任感。

浪漫的艺术、海洋奇幻之旅。在国家大剧院接受艺术的洗礼，在富国海底世界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是科学的殿堂，在这里雏鹰参观了高达325米的北京气象塔与实验室，并

现场聆听了中科院老师带来的题为《沙尘暴——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的科普课；在

老师手把手的示范下，学习到许多气象学知识，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

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馆。在这里，我们通过参观学习、动手体验，

引导学员们将科技发展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同学们的探究精神，学习热情。

北京大学是中国一流高校，本次研学中特地为雏鹰学员们与北京大学教授一次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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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交流机会，在文学中与智者、先贤对话，亲身体验名师风采。

泱泱中华乃礼仪大国，如何让孩子成为讲文明懂礼貌的翩翩少年？为此，来自孔子

故里的国学导师专门给雏鹰们上了一堂《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体验课》。孔庙历来是学子

诚心向学的圣地，孔子更是万世师表。在孔庙，雏鹰学员着汉服，习礼仪，拜先师，而

后漫步于曾经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聆听先贤教诲，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感受千年历史

文化。

行程的最后一天，天微微亮，雏鹰们就出门再度步入天安门广场，见证国家心脏，瞻仰

毛主席纪念堂，缅怀致敬一代伟人。走出毛主席纪念堂，穿过广场，就到了有着六百年

历史的故宫，从午门进入，我们一路向历史的纵深处漫溯。

从凉山到北京，2000多公里的距离，离家已十余天，走在繁华的北京街头，遥想身

处于大凉山家，学员们的心中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对于家中父母又有着怎样的千言万语

？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们开展《千里家信》活动。

（3）苗家子弟 贵阳启程

让学生走出大山，让梦想引领未来。在贵州省的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东北

部，有一个名叫三穗县的地方，这里的孩子许多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甚至都没有走出过

自己所在的乡镇。外面的世界，只是从书本上、电视里、手机上、别人嘴里描述的模样

。2020年6月，星创公益便走进了这苗疆门户——三穗，探访着这里山村少年的小小梦

想。在偏远的山区，那每一双渴望知识的眼睛，都诉说着同一个故事，“如果有机会，我

真想看看大山外的世界”。走出井底，天真大，方见广阔天空；翻过大山，才见海的一望

无际；出门走走，才知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登高可以望远，临水可以涤俗。过去，书本是孩子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孩子的书

本。“书上得来终觉浅，真正重要的是要加强孩子们的信念和梦想。雏鹰有梦，星创助力

。2021年8月10日——8月13日，星创公益第六期雏鹰计划正式启航，来自黔东南三穗县

的18名师生参与了本次励志游学。立梦、助梦、圆梦，在这段励志游学征途中，孩子们

开始学会了做梦——做一个关于未来的梦。

团结一致，砥砺前行。常言道:“树多成林不怕风,花多齐放春满园。”团结是成功的基

础,协作迸发巨大能量。在贵阳研学的开营仪式上，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军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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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是集体主义的熔炉。无论是简单的站军姿，还是进阶的走齐步，都要求一个整齐统

一的排面，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我们个人。

阳明心学，传承中华文化。爱国、须增强文化自信，做人、要懂点阳明心学。阳明

心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对今天的人们在立志、修身、读书等个人修养方面有着重要的

启示。 在中国阳明文化园里，雏鹰学员们在“经学启智、礼学修心、文化浸润、国艺修身

”的课程研习中，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铭记历史，爱我中华。“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深河桥是广西进入大西南黔桂

公路的必经之路，在二战期间是西南铁路终点站上，这也是中日战争结束之地。一寸血

肉，一寸山海。深河桥，是屈辱历史的见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雏鹰学员们在深河

桥前学习着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在抗日英烈纪念坛前诵读《少年中国说》，立下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大国崛起，中国梦。世界历史波澜壮阔，大国兴衰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随着持

续而强劲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天宫遨游、蛟龙探海、天眼探空

、悟空探秘、墨子传信、飞机一飞冲天！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中，干成了多件长期干

不成的“大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便是伟大创举。

在研学中，孩子们听取了国家天文台高级工程师、中国天眼现场办公室主任李奇生

先生的讲座《走进天眼》，了解FAST的故事，探讨射电望远镜工作性能及宇宙、生命的

故事；亲临天眼，孩子们惊叹这一举世之作的国家工程，为国家科技之崛起而自豪。

童心向党，一颗红心跟党走。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低着头，努力不触碰到1.4米高

的天花板。这个房间大约只有10平方米，开着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只能通风，几乎没

有光线射入，这是贵州省息烽集中营若干间禁闭室的其中一间。70多年前，许晓轩、车

耀先、杨虎城、宋振中（“小萝卜头”）、黄显声、张露萍、马寅初等1000多名共产党员

和爱国进步人士被关押于此。

百年来，红色血脉一直在神州大地赓续传承，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始终激励着

青少年坚守初心使命，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行。走进息烽集中营，雏鹰学员们倾听着

共产党人对信念理想的坚守，领会着共产党人忠贞不屈、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

漫步黄果树，跟着课本去旅行。“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我们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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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飘来，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渐近渐响，最后像潮水般涌上来，盖过了人喧马嘶，

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喧嚣的水声了。“在黄果树景区，雏鹰学员们亲身体验着书本上的知

识，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课堂上，不曾见识过的画面。拿起手机，雏鹰

学员们想着把这美好的风景留存下来，想着回去告诉更多还没走出大山的小伙伴们。

走进科技馆，探索奇妙的科学。走进贵州科技馆，以“自然·智慧·未来”为主题,由“月

球探测科普展”、“智慧基石”、“人与健康”、“走进大数据”四大展厅组成的科学世界引起

了雏鹰们的极大兴趣。“天外来客”、“各种各样的卫星”、“月球探测”“太阳系探测”......等等

19个项目，让孩子们在体验中一层层地揭开科学的神秘面纱，走进太空、人体、大数据

的世界，把课堂上的知识和所体验的项目相联系，了解更多科学的秘密。

再品黔菜，舌尖上的贵阳。贵州菜，称黔菜，也是我国一大菜系,同样也是别具一格,

极其富有特色。尽管，雏鹰学员们就是贵州人。但是，在距家200多公里外的贵阳，却让

雏鹰学员们对贵州菜有了新的见解。

黔味烤鸡、凯里酸汤鱼、凉拌折耳根、辣子鸡…...。学员们纷纷表示好吃、好吃、

太好吃了。每个小雏鹰都是干饭人，能吃八碗饭。孩子们纷纷拍了照片给爸妈，希望爸

妈也能掌握这份手艺。

初见贵大，聆听名师教诲。我要上大学，我要上贵大。在贵州，每一个孩子都憧憬

着能进入贵州最好的高等学府——贵州大学。走近贵大，感受大师的足迹。在贵州大学

科技园，雏鹰学员们聆听了贵州大学王荣隆教授的讲座《图话世界》。王教授的课程，

试图向雏鹰学生们分享，要用立体的思维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

在贵大校门口，雏鹰学员们纷纷与校门合影，留下了到访梦想高校的痕迹，期待着

若干年后可以拿着贵大的入取通知书再次来到这个梦想之地。

千里家信，温暖告白。你知道你的爸妈为什么离家吗？你恨你的爸妈吗？你知道你

的爸妈在大城市“怎么享乐”的吗？通过父母工作视频录制、父母寄语和在线联系等形式

，我们还原了父母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在尘土飞扬和噪音震耳的环境中，雏鹰学员

们感受了父母工作的不易和离家的真相。泪水不禁，打湿了衣衫。

一封家书，温暖告白。孩子们将积攒在内心的话语，用文字一一记录了下来。贴上

邮票，不久后这份承载孩子真情和温暖的家信将寄送到父母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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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舞台，展现学员风采。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愿意表演，

还是选择躲避。从初见学员们的胆怯、害羞，到闭营仪式上的落落大方、积极发言，这

是所有雏鹰学员的成长痕迹和磨练成果。

在本次闭营仪式上，各雏鹰小组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公益小剧场表演，孔融让梨、

游子吟、曾子杀猪，这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故事，传递着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

。在闭营仪式上，歌曲、舞蹈、合唱等节目纷呈，再现了学生的自信和从容。精彩的展

演，不禁让带队志愿者老师感叹孩子的收获和蜕变。

梦想是人生的方向，努力是成功的脊梁。彼时，孩子在山的里头。现在，孩子在山

的外头，在梦想的地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大山,总想翻过这座山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但其实,爬到山顶上,发现那边还是山,更高,更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翻一座座的山,想让

自己走得更远。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新时代,人人都是追梦人。对于雏鹰学员而言，需要的是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是要在奔跑中奋力逐梦,做新时代的追梦人。此时，从过去通往未来

的人生大道上，雏鹰学员们蕴藏于梦想之中的创造伟力已经被激活,迎来了生机勃勃。雏

鹰学员们正带着梦想回到了故乡，迎接未来。

（二）向阳花开（二）向阳花开  花开向阳花开向阳  万余名向阳学子徜徉万余名向阳学子徜徉“美美”的海洋的海洋

“向阳花教室”是星创公益致力于提升乡村素质教育的公益项目，基金会整合城区优

势教师资源通过双师课堂，为乡村孩子、教师打造出集教育、培训、休闲、体验为一体

的教育活动基地，开展以美育、科学为核心的系列素质课程体系，建立起育人的基层素

质教育平台。

2020年9月始，第一个“向阳花教室”在河南罗山县潘新镇小学落地，随后在安徽金寨

、福建闽清、贵州三穗、西藏比如、四川凉山6所“向阳花教室”先后落成，并正式开始运

转。

2021年作为项目正式运营的第二个年头，“向阳花教室”在地域上、课程深度广度、

教师培养、学生展示上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实际惠及学生1800余名，吸引超过5000

人次关注乡村素质教育，为学生、教师、学校提供一个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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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2所“向阳花教室”

2021年11月，四川凉山巴普镇小学、安徽金寨斑竹园小学向阳花教室开始启动。2

所学校分别位于三区三州的凉山美姑县，和革命老区的斑竹园镇，“向阳花教室”在当地

的建立会让更多的农村学子学习到专业的美术、音乐、品格等课程，有助于他们全面的

成长。影响1600余名乡村学子。

（2）4+N素质教育课程全面建成

2021年向阳花教室完全确立了4+n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即建立起美术、音乐、计算

机、品格教育4门基础课，各门课程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同时协助各地学校开展本

地特色非遗课，即n课程。

2021年秋季学期，各校完成4门基础课从初级到中级的突破，同时作为n体系的特色

课也在各校正式运转：河南罗山县潘新镇中心校的皮影戏、贵州三穗县城关三小的竹编

、安徽金寨县槐树湾实验学校的挑花挑、四川美姑县拉马镇小学的牛牛火、西藏比如县

夏曲小学的牧歌等一批独具本地特色的课程开展起来，在传承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

时，也让孩子切身感受乡土之美。

（3）名师科普课程，点燃科学、艺术之梦

星创公益“向阳花教室”建立之初就希望为乡村孩子打造一个看世界的平台，因此在

原有课程体系之外，还专门开设科普讲座，请高校教授为孩子们带来关于科技、美术、

音乐的讲座，潜移默化中提高科学人文素养，激发学习兴趣。

2021年春季学期，基金会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位资深教授，为孩子们带来《飞

机为什么会飞》、《中国空间站》以及《3D打印的中国故事》系列科普讲座。带领各校

的孩子一起在无垠天空放飞科学梦想。

2021年秋季学期，邀请浙江理工大学、浙江音乐学院两位教授，为乡村学子带来《

我们离艺术大师不远》、《竹笛那些事》系列艺术科普讲座，带领孩子们初探艺术殿堂

。

藉由名师带领，通过一次次讲座，我们希望能唤起孩子对科学、艺术的兴趣，激发

他们的热情，在他们心中埋下一个科学和艺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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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课研课展现教师风采

“向阳花教室”建设初衷是向乡村学校输送专业音美课程的同时，还能培养一批从0基

础到能独立上课的老师。

经过2个学期的双师教学，至2021年下半年，部分老师完成从辅助跟课到自主上课

的转变。11月基金会发起讲课评比活动，各校均选送了优秀向阳花科任教师的讲课视频

，在讲课活动中，老师们精彩的展示，让向阳花课堂更加出彩。

（5）联合外部力量，共同关注乡村素质教育

为了更好地给学生、老师搭建学习、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基金会也积极联合外部力

量开展活动。2021年5月，基金会结合航天科普讲座，以及中国空间站热点，组织各校

开展“我的航天梦主题征文”，各校学员纷纷投递诗歌、作文以及绘画参与活动，并在学

校与家长的参与下，角逐出5名“小小航天梦想家”，5位学员获得《砥砺奋进—中国载人

航天计划》作者，北航教授徐大军老师亲笔赠书。激励了他们的航天梦想。

11月“最美学习瞬间”主题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开始。通过随手拍，发动向阳花教室的

老师、雏鹰学员的家长、老师发现孩子学习的美丽瞬间，定格孩子成长的美好的瞬间。

12月，为呼吁更多人关注乡村素质教育，为孩子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基金会与

星达城购物中心联合举办“花儿向阳开—公益美术展”。画展收集了来自向阳花教室学员

的40余幅美术作品，以展示他们的学习过程以及家乡之美。此次展览吸引5000余次合肥

市民参观。并以微心愿、共绘未来为互动，让观众现场以实际行动关注乡村素质教育。

（6）编集《花儿向阳开—乡村儿童公益美术画集》

11月底，我们向“向阳花教室”美术学员，发起“我的家乡”主题征稿，鼓励孩子们通过

手里的画笔，描绘自己眼中的家乡。12月，我们从7个学校选送的几百幅优秀作品中，与

外部专家一起完成所有作品评审，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用于公益美术展展出。活动结束之

后，我们尝试了另一个想法——将展览中的杰出作品编辑印刷成册。

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系列沟通、编辑，2022年1月底，第一本属于“向阳花

教室”学子的书——《花儿向阳开—乡村儿童公益美术画集》终于诞生了。春季，是四季

中的第一个季节，代表着温暖、生长。通过一年的积累与蓄力，2022年向阳花教室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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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生长，让我们一起期待新学期即将开始的课程吧！

四、问题总结四、问题总结

作为一家公益基金会，星创公益尚且年轻。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工作人员对基金会

规章制度认识尚有不足，规范化运作思路不够清晰，建议适时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开展培

训学习，增强理事会成员、工作人员的归属感及自身岗位的认知，以更好的完成职责工

作，提升公益工作效率；

对于向基金会奉献爱心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利益相关方，基金会在后期的关系

维护方面有所欠缺，容易出现一次性公益。需要基金会建立合适的伙伴关系维护机制，

做好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适当拜访、反馈工作，增强伙伴对基金会的信任度，提升基

金会形象，同时有助于鼓励捐赠人积极参与基金会各类公益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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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情况五、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一一)年检年报情况年检年报情况

2020年度年检年报结论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已上报  
未参检 

登记管理机关是否发放了2020年度整改通知
书

是  否 

整改原因整改原因

整改情况整改情况

请详细说明针对整改及通知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那些整改措施

(二二)评估情况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过 是  否 
2、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4，有效期自2020-12-31 至 2025-12-31

(三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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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有效期 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21-2023 浙财税政〔2021〕13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25-12-28 杭财税政〔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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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其他 否

（四）行政处罚情况（四）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近两年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本基金会近两年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是   否否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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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整改情况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针对登记管理机关针对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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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六六)信息公开情况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信息公开：是
公开渠道（公众号，官网，微博等）：公众

号、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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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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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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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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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说明：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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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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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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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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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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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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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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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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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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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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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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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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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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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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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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公布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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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由本人手签）八、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姓
名

谭灵祥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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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
位名称

直接登记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
方式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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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十、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十、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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