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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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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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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手签，不接受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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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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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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邮政编码 310000 网址
http://www.chinaxingchuan
g.com/XWBD/list_64.asp

x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蒲宏昌 057187272627 18626339009

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洪佳聪 057187272627 18658849197 1350931895@qq.com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彭莎 057187272627 18674580015

理事长姓名 孙小渔 理事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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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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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出
具日期

2021-04-23 审计报告编号
浙经天策审字[2021]第2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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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0 日召开（1）届（7）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0-02-10

会议地点 杭州市江干区平安金融中心A幢17楼

会议议题 基金会年初工作会议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100.0

出席理事名单 孙小渔、熊玉先、陶晓明、姚朝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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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创公益抗击疫情”项目立项的决定；\n（2）会议
审议通过“蓝花楹计划”项目立项的决定；\n（3）会议审议通过“向阳花
教室”项目立项的决定；\n（4）会议审议通过“扁鹊计划”项目立项的决
定；\n（5）会议接受了林德慧先生请辞理事的决定；\n（6）会议审议

通过增添熊玉先为理事并任命为副理事长的决定；

备注

本基金会于2020-12-23 日召开（1）届（8）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20-12-23

会议地点 杭州市江干区平安金融中心A幢17楼

会议议题 基金会年末工作会议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100.0

出席理事名单 孙小渔、熊玉先、陶晓明、姚朝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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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财务决算；\n（2
）会议审议通过2020年星创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简报；\n（3）会议审

议通过2021年星创公益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及预算的报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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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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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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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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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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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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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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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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80101240131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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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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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是
会计
证

身份证
34253119940

7270241
15755365

723
盖智
鹏

1 是
会计
证

身份证
23112119940

1080112
13067812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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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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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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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总人数 3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基金会所任职务

熊玉先 副理事长

党建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所任
职务

手机号码

洪佳聪 副秘书长 18658849197

活动情况

是否有专门
活动场所

是
活动经
费数额

1000.00元/年 活动经费来源 管理费列支

组织生活开
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3 9 9 9

群团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

织
是 是否建立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9

党建工作指
导员姓名

党建工
作指导
员联系
方式

党建工
作指导
员派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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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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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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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八）专项基金、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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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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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设机构情况内设机构情况

序
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1 秘书处 蒲宏昌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280号17楼

2 办公室 陶晓明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280号17楼

3 财务室 夏琳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280号17楼

4 新媒体中心 彭莎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280号17楼

5 项目部 洪佳聪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280号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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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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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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5.08 201004.48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26887.00 135493.22
应收款项 3 920320.21 69074.00 应付工资 63 -2790.00 832.00
预付账款 4 0.00 47912.24 应交税金 65 0.00 -34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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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945.29 317990.72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24097.00 132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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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3699.00     

减：累计折旧 32 0.00 3044.24 受托代理负债
：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10654.76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757183.9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24097.00 132925.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7678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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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902848.29 964838.38

受托代理资产
：

   限定性净资产 105 0.00 0.00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902848.29 964838.38
        

资产总计 60 926945.29 1085829.38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120 926945.29 10977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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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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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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2813623.
15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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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260.94 0.00 0.00 1469.44 0.00 0.00
收入合计 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人员费用 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日常费用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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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理费用 2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人员费用 22 5207.04 0.00 0.00 40388.16 0.00 0.00
日常费用 23 68689.60 0.00 0.00 26700.99 0.00 0.00
固定资产折旧 24 0.00 0.00 0.00 3044.24 0.00 0.00
税费 2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 26 21200.00 0.00 0.00 113130.0
0 0.00 0.00

（三）筹资费用 24 500.87 0.00 0.00 1484.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500.87 0.00 0.00 1484.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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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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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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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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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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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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3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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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104.59
现金流入小计 13 4919727.5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744146.41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600197.54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1590695.73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9425.61

现金流出小计 23 3954465.29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965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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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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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882.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7708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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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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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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320.21 0.00 920320.21 81008.00 0.00 81008.00

合计 920320.21 0.00 920320.21 81008.00 0.00 81008.00

第21页 2021-09-26 11: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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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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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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47912.24 0.00 47912.24

合计 0.00 0.00 0.00 47912.24 0.00 47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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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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化瑞
普贸易
商行

0.00 0.0 25498.3
0 53.0 2020-09-29 未开发票

合计 0.00 25498.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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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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花教室 0.00 28887.00 0.00 28887.00 开化普瑞贸易商
行

合计 0.00 28887.00 0.00 288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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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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服务费 113130.00

职工薪酬 23822.28

业务招待费 19062.00

办公费 4305.72

职工教育费 8800.00

社会保险 4779.83

折旧费 3044.24

差旅费 2932.00

住房公积金 2142.05

福利费 844.00

市内交通费 401.27

合计 1832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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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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623.15 0.00 2813623.15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813623.15 0.00 28136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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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3623.15 0.00 28136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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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国耀金牛置地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非限定捐赠

池州钱溪餐饮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非限定捐赠

浙江星望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0 0.00 非限定捐赠

浙江星达置业有限公司 600000.00 0.00 非限定捐赠

合计 2100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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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945.29

本年度总支出 2753102.50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2568355.11

管理费用 183263.39

其他支出 1484.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277.08%(综合两年277.08%，综合

三年277.08%)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6.66%(综合两年6.66%，综合三年6

.66%)

说明：说明：
1、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
费用，上年末基金余额为上年度期末净资产。费用，上年末基金余额为上年度期末净资产。
2、综合近两年公益事业支出比例、综合近两年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本年（本年“公益事业支出公益事业支出”+上年上年“公益事业支公益事业支
出出”）） /（本年（本年“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上年“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度基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事业支出；综合近三年公益事业支出
同理计算。同理计算。
3、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本年本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
支出支出”+上年上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 /(本年本年“总支出总支出”+上年上年“总支总支
出出”）；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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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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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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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2527545.50）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
下：

1

项目名称：星创抗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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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8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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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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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768.38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医疗卫生

服务地区： 省外; 省内
项目介绍：庚子年伊始，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星创公益启动了抗击疫情
项目，在全世界各地采买医疗物资，将紧缺医疗物资，比如医用口罩、防护服、护
目镜、消毒液等物资送往战疫在一线的医院以及街道。为此，星创公益积极短时间
内组件物资购买人员、运输联系人员等，以快速、有效、专业魏原则，开展此次抗
击疫情项目。此次项目采购医用一次性口罩40000个，进口医用口罩12000个，防护
服500件，酒精3000桶，洗手液3000桶，消毒液3000桶，一次性医用手套2万个···等
，并将这些一一送达浙一医院、余杭第一人民医院、浙江肿瘤医院以及处于重疫区
的温州卫健委。此外，基金会还向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捐
款30万人民币，用于医务人员的防护保障物资和设备购置。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本次星创公益基金会积极行动捐款捐物资，这既是星创公益抗击疫情的信心与
决心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星创集团响应号召，同心同行、共克时艰，为抗击疫情
贡献力量的公益善举。

慈善项目联系人：彭莎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27262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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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东华大学奖学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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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6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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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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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273.76元

运作模式 ：混合

服务对象： 某类特殊人群;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外;
项目介绍：东华大学奖学金项目系星创公益发起，旨在激励和激发当代大学生自强
、自立、自信的精神，支持贫困大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习的计划。2020年，项目以东
华大学为主要实施地区，共计完成资助超40万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彭莎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27262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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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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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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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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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楹计划，系星创公益基金会关注三区三洲农村孩子教育发展的公益
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让这些偏远的山区女孩们如蓝花楹一般散发
着青春活力，在蓝天白云下挥洒汗水，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她们能够靠自己
的努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成为盛开在大山里的最美花朵。2020年度，基金会
以四川凉山州女足队伍支持为主要内容，通过挖掘大凉山地区的女子体育队伍，关
注体育健儿的培育，实现助力乡村女子体育项目的发展。

慈善项目联系人：彭莎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27262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向阳花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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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5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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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5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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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38.3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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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费用 31526.32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6336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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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星创公益推出的以培育乡村学生素质，提升乡村教师素
质教育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公益项目。 项目重点关注农村素质教育问题，在每一
个项目实施学校为乡村学子建造了一个可以在科学、美学领域遨游的专属空间，并
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将以美育、科学、品格为主体的特色素质教育体系引入乡村学
校。打破城市与农村，书本和实践的隔阂。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过，教
育本身是生活教育，依据生活而教育，为改造生活而教育。星创公益也始终相信我
们的素质教育也应与农村学子的环境、学情息息相关。基于此，基金会联合来自浙
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江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团队，针对农村学
子打造了系列音乐、美术、品格、科学素质教育课程，通过每一科目的学习、实践
，培养他们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高尚的品格以及改造社会的精神。 同时，基
金会更加关注乡村素质教师的成长，针对教师，基金会希望通过“向阳花教室”实现
线上、线下教学培训，建立有效的激励成长体系，帮助乡村老师快速成长，缓解乡
村地区素质老师专业能力不足、数量不足的现状，增加造血功能，盘活乡土人才，
助力乡村振兴。 2020年，向阳花教室落地安徽、河南、福建、贵州等地，超过7所
乡村学校建立起了乡村美育中心，共计授课超过四大门类的28节课程，全国累计受
益学生超过1500人次。
慈善项目联系人：林钰涵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27262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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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星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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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6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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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1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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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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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71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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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星火”是基金会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那些生活偏远
地区的孩子们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基金会希望以爱为星，照亮孩子们成长
之路；以热情为火，点燃那些生活在大山深处孩子们内心的火焰。 星火工程项目聚
焦于乡村学校的教育设施的提升，和贫困学子的援助，通过教育扶贫对口帮扶等针
对性援助活动。2020年，星火工程落地西藏、贵州等多地区开展实施，累计资助金
额超100万元，累计受益超10000人次。
慈善项目联系人：彭莎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272627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雏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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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5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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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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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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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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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1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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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计划”是星创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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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力
量，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助推成长计划。该计划分为“梦想天空”“雏
鹰展翅”：搏击长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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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奖学金”“雏鹰助学金”“大手拉小手”等活动，助推雏鹰圆满完成学业，着装
成长。同时“公益小剧场”“爱心接力棒”等项目将针对留守儿童的特质去开展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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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
会的接触人才。同时，我们将引领成人成才的雏鹰学院力所能及地反哺家乡、反哺
社会。 2020年，雏鹰计划面向安徽、湖北、河南、四川、贵州、西藏等6省7市发布
雏鹰学员招募计划，共计收到32所小学推荐的150名学员。经过走访调研，确定并资
助了其中的100名学员。围绕着雏鹰展翅环节，推进了大手牵小手、爱心接力棒等公
益活动。

慈善项目联系人：洪佳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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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开展的援助、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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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是   否否  

本年度开展了（本年度开展了（4）项援助）项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具体内容，具体内容
如下：如下：

1

项目名称 蓝花楹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42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40户，12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蓝花楹计划，系星创公益基金会关注三区三洲农村孩子教育
发展的公益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让这些偏
远的山区女孩们如蓝花楹一般散发着青春活力，在蓝天白云
下挥洒汗水，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她们能够靠自己的
努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成为盛开在大山里的最美花朵
。2021年度，基金会将继续挖掘大凉山地区的女子体育队伍
，关注体育健儿的培育，助力乡村女子体育项目的发展。

2

项目名称 雏鹰计划

项目支出 人民币84441.77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25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西藏那曲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雏鹰计划”是星创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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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力量，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的从
小学到高中的助推成长计划。该计划分为“梦想天空”“雏鹰展
翅”：搏击长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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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奖学金”“雏鹰助学金”“大手拉小手”等活动，助
推雏鹰圆满完成学业，着装成长。同时“公益小剧场”“爱心接
力棒”等项目将针对留守儿童的特质去开展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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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
会的接触人才。同时，我们将引领成人成才的雏鹰学院力所
能及地反哺家乡、反哺社会。

3

项目名称 向阳花教室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363367.53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00户，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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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向阳花教室是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捐资成立，旨在促进乡
村学生素养教育发展的公益课堂。教室采用互联网资源的双
师型教学模式，以美育、科学和品格为三大主题，在帮助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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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孩子构建审美和科技素养的同时，注重培养他们积极的品
格。使他们成长为爱科学、会生活、有修养的祖国未来。

4

项目名称 星火工程

项目支出 人民币752527.78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360户，1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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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星火工程，取名“星火”是基金会认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那些
生活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基金会
希望以爱为星，照亮孩子们成长之路；以热情为火，点燃那
些生活在大山深处孩子们内心的火焰。 星火工程项目聚焦于
乡村学校的教育设施的提升，和贫困学子的援助，通过教育
扶贫对口帮扶等针对性援助活动，在全国多地区开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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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下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是   否否  

1

项目名称 雏鹰计划

项目支出 人民币200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0.0户，250.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西藏那曲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雏鹰计划”是星创公益基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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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力量，针对留守儿童开展的从
小学到高中的助推成长计划。该计划分为“梦想天空”“雏鹰展
翅”：搏击长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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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奖学金”“雏鹰助学金”“大手拉小手”等活动，助
推雏鹰圆满完成学业，着装成长。同时“公益小剧场”“爱心接
力棒”等项目将针对留守儿童的特质去开展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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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
会的接触人才。同时，我们将引领成人成才的雏鹰学院力所
能及地反哺家乡、反哺社会。

2

项目名称 蓝花楹项目

项目支出 人民币100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0.0户，200.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花楹计划，系星创公益基金会关注三区三洲农村孩子教育发
展的公益实践，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让这些偏远
的山区女孩们如蓝花楹一般散发着青春活力，在蓝天白云下
挥洒汗水，获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希望她们能够靠自己的努
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成为盛开在大山里的最美花朵。2
021年度，基金会将继续挖掘大凉山地区的女子体育队伍，关
注体育健儿的培育，助力乡村女子体育项目的发展。

3

项目名称 向阳花教室

项目支出
人民币1200000.00元，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900.0户，4500.
0人

项目受益地点 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西藏那曲比如县

项目类别 教育扶贫;

项目内容简述

教室采用互联网资源的双师型教学模式，以美育、科学和品
格为三大主题，在帮助乡村孩子构建审美和科技素养的同时
，注重培养他们积极的品格。使他们成长为爱科学、会生活
、有修养的祖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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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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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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82215.2500 100.0

合计 82215.2500 16443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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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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工作总结年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工作总结

2020年，在理事会的重视和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基金会秉承“授人
以渔”的宗旨，集天下之善心，为留守儿童教育谋福祉，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紧紧围绕
推进留守儿童教育、提高乡村教育这一主线开展募捐和资助工作，圆满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任务。

2020年，是注定不平凡的一年，是变化突如其来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面临新冠病毒
疫情的重大考验；这一年我们将公益版图拓展到西藏、四川凉山等三区三州地区；这一
年我们实现异地7校联动，乡村素养教育全面开课；这一年我们借上级单位专业考评的机
会，全面提升基金会管理服务水平；这一年我们开拓、试错、反思、进步，这一年我们
一直继续前行在公益之路上。现就基金会2020年基金会工作做如下总结：

一、齐心协力一、齐心协力  共同战共同战“疫疫”

开年伊始，新冠疫情席卷全国，星创公益迅速行动，及时部署，全体动员，迅速设
立“抗击新冠肺炎”公益项目。动用一切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的医疗物资，其中包括医
用一次性口罩40000个，进口医用口罩12000个，防护服500件，酒精3000桶，洗手液300
0桶，消毒液3000桶，一次性医用手套2万个等，用于支援一线医院、社区。此外基金会
还向一线医院捐赠款项，定向用于医务人员防护保障和前线补助。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星
创公益累计投入200余万。

二、星火工程助力乡村学校旧貌焕新颜二、星火工程助力乡村学校旧貌焕新颜

6月，星创公益赴开化县余村小学，对其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和教室硬件提升项目进行
验收。该项目于2019年9月完成学校篮球场改造，2020年逐步完成教室、走廊水泥地面
的改造，教室内学生储物柜、卫生柜定制安装，以及打造留守儿童之家内的小舞台、壁
柜等硬件设备。完成对校园硬件设施的整体提升。

在福州市闽清县下祝乡小学，为促进本校校园文化建设，星创公益向学校捐赠一尊
孔子雕像，8月星创公益前往学校进行验收和实地走访。

三、拓展公益版图，雏鹰计划走进三区三州三、拓展公益版图，雏鹰计划走进三区三州

4月，基金会实地调研四川凉山、西藏比如地区教育现状，与当地教育局建立良好联
系，将公益版图拓展至国家重点扶贫的三区三州。6月，星创公益再进贵州三穗、湖北恩
施、浙江建德等地10多所学校，考察偏远地区教育情况。并对各校推荐的90余名雏鹰学
员资料进行审核，一一完成家访，确保信息真实、完整。

四、一对一帮助，手牵手呵护四、一对一帮助，手牵手呵护

多数时候留守儿童并非缺少物质，而是成长的呵护，是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一双温
暖大手给予他们的力量和希望。

鉴于此，7月开始，星创公益从星创集团、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选征了一批志
愿者，与雏鹰学员建立起“一对一帮助，手牵手呵护”。一双大手牵住一双小手，一颗真
心温暖另一个心，用呵护和温暖将雏鹰送上蓝天。

五、向阳花开，梦想启航五、向阳花开，梦想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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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星创公益首个“向阳花教室”在河南潘新镇中心校落成，10月、11月，向阳
花教室陆续在贵州三穗县城关三小、四川凉山拉木阿觉乡小学、西藏那曲比如县二中、
夏曲镇小学、福建下祝乡小学、安徽槐树湾小学落成。11月底，7个向阳花教室实现全面
开课。

通过向阳花教室“互联网+素质教育”的模式，我们将音乐、美术、计算机应用、计算
机与生活等课程全面引入了乡村小学。助力乡村素质教育全面发展。

六、遇上品格，遇见更好的自己六、遇上品格，遇见更好的自己

品格为个人情感、思想与行动整体表现之一致而独特的现象。品格是世界上最强大
的动力之一。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出人的价值。
好的品格，学生可以受用一生。因此好的品格培养特别重要。

鉴于此，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联合四川新世纪品格教育研究院，将品格教育引进
星创公益合作的8所学校，以期促进孩子良好品格的形成，让孩子积极向上，健康快乐地
成长。

七、点亮希望，教育强国在行动七、点亮希望，教育强国在行动

10月31日，“东华大学星创教育基金”捐赠仪式暨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在东华大学延安
路校区举行。仪式上，东华大学校长俞建勇、星创公益发起人林德慧先生分别为获奖学
生颁奖。

本次星创公益向东华大学捐赠200万元，分五年执行，用于奖励和帮助品学兼优、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及优秀志愿者们。此次星创教育基金会的设立，是为优秀学子筑梦
、为贫困学生护航，为志愿精神开拓沃土，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八、发布八、发布“扁鹊计划扁鹊计划”，助力健康中国，助力健康中国

医疗健康是全人类关注的课题，也是星创公益重点关注领域。星创公益认为随着社
会的发展，以救助为主的公益慈善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而以培养青年医生，资助
医学科研攻克医疗难题为主的公益慈善模式或将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11月17日，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扁鹊计划”项目发布仪式在平安金融中心17楼汇报
厅举行。仪式上，星创公益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杨树旭医疗团队、周嘉强
医疗团队达成合作，助力其攻克医疗难题，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九、家长课堂，开讲了九、家长课堂，开讲了

家庭教育在孩子的一生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师，也是孩
子一生的老师。但是通过调研，我们却发现雏鹰学员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常常遇到
很多问题，无从解决，如：孩子总是玩手机，不写作业或者作业拖拉；孩子叛逆，拒绝
与父母沟通；孩子沉迷游戏等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些疑惑，基金会为家长开设了雏鹰家长课堂，通过组织教育学、心理学方面
专家，带领家长深度了解、感知儿童的世界，帮助家长解决与孩子相处上遇到的诸多问
题，让父母有方法，让家庭有力量。

十、社会组织评估十、社会组织评估4A荣誉荣誉

12月23日，经第三方评估机构初评、浙江省社会组织评估复核、浙江省社会组织评
估委员会终评、公式，省民政厅发布了2020年度242家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评估结
果。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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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评估每5年进行一次，共设5个等级。由高至低为：5A、4A、3A、2A、1A，社
会组织的评估等级是制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社会组织名录的重要参考依据。此次为星创
公益自创立以来首次参与评级，便取得了4A的成绩。未来基金会将以此为起点和契机，
优化慈善资源配置，推动民间公益生态改变，以5A为目标，砥砺前行。

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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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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管理机关是否发放了2019年度责令整改
通知书

是  否 

整改情况整改情况

整改原因整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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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3 至 202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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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财税〔2020〕8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否

其他 否

（四）行政处罚情况（四）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是   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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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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星创公益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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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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