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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一、本报告按2015年度终止时的实际情况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准确。

    二、本报告书在网上填写完毕后，须经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加盖电子签章，依据《电子签名法》电子签章与传统单位

印章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年检报告书一经盖上电子签章，将视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看过并同意年检报告书的内容。

    三、2016年3月31日前，各社会组织完成《2015年年度检查报告书》的网上填报工作，并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加盖电子

签章后，由系统自动提交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涉外民办非企业单位、教育（培训）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还应向业务主管单位和

登记管理机关递交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4月30日前，各业务主管单位须完成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材料的初审，并提出审查意见。

    四、关于年检服务热线： 民非单位年检服务热线 38583142、58990390 ，技术咨询电话：962200、23111508，法人一证

通咨询电话：962600。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承诺
    谨此确认，本报告书所填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同时可予以信息公开（私人信息除
外）。

2016年03月24日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691607046F

*如未换领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新证书的，请前往各级民政部门办理。

管理类别： 直接登记

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登记日期： 2009年07月13日

证书有效期： 2016-07-12

*凡证书有效期已过期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举办者情况： 个人举办

开办资金： 万元人民币10

开办资金来源： 个人出资

行业类型： 教育 单位性质： 法人

住所地址： 民生路1518号B楼604室

（邮编：  所在地街道、镇： ）200135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A座312室

（邮编：  所在地街道、镇： ）200127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

*未办理住所变更手续的，请速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

住所用房情况： 政府提供

联系人： 王胜 职务： 理事长

手机： 13818690840 电子邮件： alan@bebetter.org.cn

联系电话： 13818690840 单位传真： 62566272

是否举办网站：是 网站地址： www.bebetter.org.cn

二、人员情况

（一）1、从业人员总数  人 。53

         其中，专职人员（含全日制或签订劳动合同） 人，兼职人员中国家机关在职 人；34 0

         企事业单位在职 人，离退休返聘 人，其他 人。0 0 19

   2、年龄结构：35岁及以下 人，36-50岁 人，51-60岁 人，60岁以上 人32 21 0 0

   3、学历结构：高中及以下 人，大学本科及专科 人，硕士及以上 人，0 38 15

         留学半年以上归国人员 人0

   4、工作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 人，3

         持有从事岗位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人10

   5、工作人员中担任区县级以上党代表 人、人大代表 人、政协委员 人0 0 0

（二）负责人总数   其中女性数 1 0



 *负责人指单位领导，包括正副院长、园长、主任、理事长等。

   负责人中具有行政级别：

   在职：省部级： 人，厅局级： 人，处级： 人，科级： 人0 0 0 0

   离退休：省部级： 人，厅局级： 人，处级： 人，科级： 人0 0 0 0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电话：      手机：王胜 男 13818690840 13818690840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离退休否：群众 博士及以上 否

   专职/兼职：      工作单位：      其它社会职务：专职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无



    无记录

三、组织建设和活动情况

（一）内部治理结构：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 人；5

   其中理事长 人， 副理事长 人， 理事成员 人； 监事会（监事） 人；1 0 4 3

   本年度召开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 次；监事会 次4 1

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理事会职务 任职时间 本年度出席理事会会议次数其他工作单位及职务
1 王胜 男 1969-09-15 理事长 2009-07-13 4 无
2 朱小斌 男 1976-10-01 副理事长 2009-07-13 4 中国社会企业联盟秘书长
3 张玮 男 1972-11-16 理事 2009-07-13 4 无
4 贾影 男 1976-08-06 理事 2009-07-13 4 救助儿童会总经理
5 尤永 男 1974-04-26 理事 2009-07-13 4 画廊U space创始人

说明：上表按照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行政负责人顺序填写。

（二）公益活动情况（具体情况可在总结中予以说明）

   开展公益活动项目：  个4

   公益活动：  次1832

   公益活动支出：  元8813581.47

（三）涉外业务活动情况（具体情况必须在总结中予以说明）

1、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个，总计： 元人民币0 0

2、组织或参加国际会议或论坛：  次0

3、是否参加境外非政府组织： 是  否 

4、出境考察访问  批 ，  人次，接待境外来访 批 人次0 0 0 0 

5、接受境外组织捐赠或赞助：  次，总计：  元人民币0 0

6、聘请外籍员工  人0

（四）信息公开情况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税务登记证书、许可证等是否公开： 是  否 

2、是否有收费标准： 是  否 

      如是：是否公示： 是  否 

3、2015年度是否接受过捐赠、资助： 是  否 

      如是：是否向捐赠、资助单位报告资金使用情况： 是  否 

4、是否举办刊物： 是  否  刊物名称：小学生理财课程教育优秀教案集

（五）2015年度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四、党建情况

（一）从业人员中党员总数  人，其中专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数  人3 3

党组织关系在本社会组织的党员数  人，本年度发展新党员  人3 0

（二）党组织形式：

1、党建形式：党支部

2、党组织隶属关系：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

3、党组织负责人：其他人员

*党建形式选“无”的单位填写问题4，其它单位填写问题2、3。

（三）是否建立共青团组织：否



            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否



五、资产及财务情况

（一）财务情况

上年度净资产合计： 元-629.54

本年度收入合计： 元9195011.74

其中，1、提供服务收入： 元（其中，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元）1912635.65 1202667.75

项目名称 购买单位 项目层级
项目金
额（元）

资金来源 项目类型
执行时间
起始日期

执行时间
终止日期

是否有审
计或评估

参展
上海市妇女联
合会

市级 2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10-01 2015-10-31 否

南京青少年活
动费

南京雨花台财
政局

街镇 24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10-01 2016-09-30 否

公益阅读种子
基地

长宁区共青团 区县 5325.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4-05-01 2015-05-01 否

内涵项目
上海浦东新区
建平实验小学

区县 10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4-03-01 2015-03-01 否

五爱家园
浦东新区民政
局

区县 97525.00
福利彩票公益
金

社会管理服务 2014-06-01 2015-06-01 是

教育综合改革
终身教育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
区社区学院

区县 280000.00 部门预算 技术性服务 2015-11-01 2016-10-31 否

儿童环境教育
上海浦东青少
年活动中心

区县 1992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3-01 2016-03-01 否

健康书屋
张江镇人民政
府

区县 84497.55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4-01 2016-04-01 是

养老规划
浦东新区社区
学院

区县 200000.00 部门预算 技术性服务 2015-03-01 2016-03-01 否

十三五规划
浦东新区教育
局

区县 180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3-01 2016-03-01 否

基础建设规划
浦东教育局工
程管理中心

区县 80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3-01 2016-03-01 否

健康书屋
张江镇人民政
府

区县 105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5-01 2016-05-01 否

内涵项目
上海浦东新区
建平实验小学

区县 136000.00 部门预算 社会管理服务 2015-03-01 2016-03-01 否

*注：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和福利彩票公益金所获得项目资助视作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2、接受社会捐赠： 元7236969.34

           3、政府补助收入： 元0

（其中：来自市级有关部门： 元，来自区县级有关部门： 元，0.00 0.00

  来自街镇级有关部门： 元）0.00

政府补助（资助）项目： 个，受益对象： 人0 0

           4、其他收入： 元45406.75

本年度费用合计： 元9190583.26

其中：1、业务活动成本： 元；其中公益事业支出： 元8813581.47 8813581.47

            2、管理费用： 元（其中工资福利 元，办公开支 元，192354.19 0 192354.19

                                                其它 元）0

            3、其他费用： 元184647.6

本年度净资产合计： 元37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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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单位的利息收入计入业务活动表9项其他收入中

（二）纳税情况

2015年度缴税总额： 元（其中缴营业税： 元，缴所得税： 元，271465 188690.45 0

                                                    缴其



他税费： 元。）82774.55

*2015年未缴税的可填0

是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三）记账情况

记账情况： 专职财务人员记账

（四）财务制度

是否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是

六、财务报表（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
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单位，财务情况请按照本报告书财务报表格式填写。尚未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请将所编制的年度会计报表按照本报告书的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填列。



资 产 负 债 表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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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4562.01 1997734.74 短期借款 61 0.00 5000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341257.15 130699.70

应收款项 3 267712.83 1449352.84 应付工资 63 184568.23 184814.13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22946.15 91346.46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3728679.70 3271543.06

待摊费用 9 63400.00 114212.75 预提费用 71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0.00 0.00 预计负债 72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20 4125674.84 3561300.33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4277451.23 3728403.35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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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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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88.82 310777.72        

减：累计折旧 32 93241.97 159875.76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151146.85 150901.96 受托代理负债 91 0.00 0.00

在建工程 34 0.00 0.0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00 0.00 负债合计 100 4277451.23 3728403.35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151146.85 150901.96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673824.59 0.00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674454.13 3798.94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629.54 3798.94

   　  　  　  　  　  　  　

资产总计 60 4276821.69 3732202.29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120 4276821.69 3732202.29



业 务 活 动 表
单位： 元

项目 行次

上年累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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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064.68 5071064.68 0.00 7236969.34 72369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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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902.00 1119902.00 0.00 1912635.65 1912635.65

其中： 政府购买服务收入 3.1 0.00 0.00 0.00 0.00 1202667.75 12026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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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66.90 166.9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00 83119.72 83119.72 0.00 37422.48 37422.48

其他收入 9 0.00 8171.04 8171.04 0.00 7984.27 7984.27

收 入 合 计 11 0.00 6282424.34 6282424.34 0.00 9195011.74 9195011.74

二、费 用              

（一）业 务 活 动 成 本 12 0.00 6064866.40 6064866.40 0.00 8813581.47 8813581.47

其他: 业务活动成本 13 0.00 6064866.40 6064866.40 0.00 8813581.47 8813581.47

     无 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 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 1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管 理 费 用 21 0.00 163904.60 163904.60 0.00 192354.19 192354.19

（三）筹 资 费 用 24 0.00 2572.88 2572.88 0.00 0.00 0.00

（四）其 他 费 用 28 0.00 54438.80 54438.80 0.00 184647.60 184647.60

费 用 合 计 35 0.00 6285782.68 6285782.68 0.00 9190583.26 91905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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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8.34 -3358.34 0.00 4428.48 4428.48

注：政府购买服务收入是指由政府出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的收入

请将单位的利息收入计入业务活动表9项其他收入中



现 金 流 量 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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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2582.09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20770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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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4.27

现金流入小计 13 91575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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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225.97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6702355.5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2496499.45

现金流出小计 23 11310080.92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2152491.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4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3774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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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422.48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40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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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3574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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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债款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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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09

现金流出小计 58 1758.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17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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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827.27



财务报表附注

     一、单位简介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是2009年在浦东民政局注册成立的，专门提供社会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组织。
    法定代表人：王胜
    
    二、主要会计政策
    1、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年度：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3、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4、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以实际成本为计价原则
    
    三、税项
    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河道管理费；地方教育费附加
    
    四、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货币资金
    上期余额3,794,562.01，本期余额1,997,734.74
    
    2、预收账款
    上期余额3,728,679.70，本期余额3,271,543.06 

七、年度工作总结（500-1000字）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上海慈善基金会浦东分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的指导下，上
    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个项目在顺利完成的同时，都稳步获得发展。
    2015年主要顺利开展了如下几个项目：
    神探贝妮——小学生理财戏剧，“神探贝妮”儿童财商教育项目启动八周年
    阿福童儿童课程，2015年，项目覆盖总人数60万。
    青年行课程——青少年社会理财课程
    社区教育项目——小学生晚托及冬夏令营
    阿福童生活体验馆——0-14岁社区综合活动
    “幼儿家庭财商教育培育计划”启动
    百特教育入选南都公益“景行计划”。 

八、下年度工作计划（200-500字）
    神探贝妮项目：稳固项目模式，扩大地方合作；教师理财教学教案大赛；继续动漫制作
    
    阿福童儿童课程：加强与地方教育局合作，建立多个区域发展中心；开展全国型儿童创业展示活动
    
    青年行项目：稳固社团活动模式，扩大学校合作；继续校本课程模式，增加教师志愿者，培养青年财经素养，青年行课程
校本化，壮大青年行社团
    
    阿福童生活体验馆项目：运营模式探索1.市场模式：佰特租用社区场地，申请政府采购服务或收取居民增值服务费获
利。2. 政府模式： 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场地和运营费用，佰特为社区居民提供全免费的社区服务。3. 合作模式： 与社会组织或图
书馆合作，在他们原有的场地升级为阿福童社区体验馆，引入佰特的课程体系。
    
    政府项目：适当参与，保持社区教育项目的开展
    
    幼儿家庭财商教育培育计划继续进行
    
    研究与报告——“亚洲青少年经济公民教育”研究项目 



九、审批意见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

年检合格

经办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2016年06月27日

十、审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