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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力战疫 高效创新 透明规范 赋能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0年（1-12月）工作报告 

 

2020年，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校基金会”）

在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指导下、在学校党政领导及社会各界的鼎

力支持下，始终以“汇八方涓流、襄教育伟业”为使命，重点打造“助

力校园建设计划”、“教育创新激励计划”、“教师能力提升计划”、

“学子成才接力计划”四大板块，以项目驱动寻找合作伙伴，以项目

带动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支持。 

截至2020年12月30日，校基金会协议捐赠收入人民币94,225,400

元， 实际到账人民币30,747,917.94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61.2%），

公益支出人民币11,264,082.54元，管理费支出人民币197,460.09元

（比2019年同期增长0.5%），投资及利息收入人民币2,345,027.01

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29.4%）。本年度公益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人

民币70,331,973.10元）的15.6%，本年度管理费用占年度总支出的2%。

2020年新增设立及实施项目7项，分别是：“大地奖学金”、“上海

师范大学国防奖学金”、“师大之星”专项奖学金、“天能奖学金”、

85级政教系校友潘云峰支持东六学生宿舍楼整体改造项目、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湿地data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项

目、《基础教育均衡化视角下校企协同培养教师机制研究》课题项目

等。在疫情期间，我校基金会作为全市18家具有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

口税收资质（5A级）基金会之一，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做好海外校友、

爱心人士（企业）对学校的捐赠物资清关、运输等工作，助力规范接

收捐赠款项和物资，妥善用于校园防疫工作。 

现从三个部分对校基金会2020年1-12月工作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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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从六个方面对校基金会具体工作进行总结 

（一）助力校园建设计划，见证校园发展 

校基金会多年来秉持着爱心与感恩之心，承载着校友和社会贤达

人士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继续搭建多元平台，广泛征集善款，不

断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内涵，持续推进文明校

园创建工作，为校园建设赋能，为师生培养发展和社会慈善贡献力量。 

1、1-12月，校基金会收到杨德广教授、翁敏华教授、退休干部

顾祖怡、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等180多个人的个人捐赠，共计人民币1，

824,575.67元；收到39家理事企业、爱心企业、校友企业及公益伙伴

的捐赠，共计人民币28,923,342.27元。 

2、1月，85级政教系的校友潘云峰支持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东

六学生宿舍楼进行整体改造。 

3、1月，校基金会幼教基金支持幼儿园厨房改造，共支出人民币

170,000元。 

4、7月，支持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新生季和毕业季等活动，共支

出人民币44,000元。 

5、9月，67位校友捐赠201,000元用于奉贤校区孔子雕塑的制作。 

6、10月，支持校庆66周年、各届校友返校等活动，共支出人民

币156,200元。 

（二）教育创新激励计划，扶植学术科研 

校基金会围绕“教师教育”办学特色，积极筹措各类校友和社会

资源，助力学术科研发展。尤其重视对从事基础教育研究（包括基础

教育理论、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的工作者的创新成果、团队培养及

科研扶植的支持。 

1、3月，82级艺术系音乐专业校友袁长青捐赠人民币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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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园音杯”钢琴比赛活动奖学基金，鼓励和培养学生更好地提升

艺术水平和专业素养。 

2、5月，上海壹七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50,000元，用

于“音乐学院175杯舞蹈大赛奖学金”，12月，“175杯舞蹈奖学金”

颁发，获奖学生共13名，共奖励人民币18,800元。 

3、5月，支持我校团队参加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共支出人民币235,923.6元。在本届“挑战杯”

国赛中，我校团队再次斩获特等奖1项，同时获得二等奖3项,三等奖1

项，首次捧起优胜杯，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4、6月，由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上海

师范大学科东奖优金”，用于鼓励培养房地产相关课题研究。通过论

文成果评比，获奖学生共19名，共奖励人民币50,000元。 

5、7月，由校基金会设立的“永达专项基金”支持信息与机电工

程学院举办永达杯汽车技能大赛、永达杯智能小车竞赛等活动，共支

出人民币15,812.3元。 

6、1-9月，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伊顿基金·大

带小儿童课外阅读关爱项目，服务人群涉及幼儿、学生、教师、家长、

图书馆从业者、社会工作服务者等。共支出人民币3,761.6元。 

7、10月，支持学校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建立上海师范大学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湿地data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

究站，共支出人民币1,250,000元。 

8、11月，由雅马哈乐器音响（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

“音乐学院雅马哈亚洲音乐奖学金”，用于推动音乐学院音乐学科的

建设与发展，获奖学生共27名，共奖励人民币30,000元。 

9、1-12月，由记录电影《二十二》的导演郭柯以票房收益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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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用于援助日军“慰安妇”制度受

害幸存者、支持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历史调查和研究等事项，支出

经费人民币775,653.89元。 

10、11月，支持《基础教育均衡化视角下校企协同培养教师机制

研究》课题研究，共支出人民币30,000元，该课题充分探讨了校企协

同培养教师对教育均衡化的作用，并对如何丰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

实践路径进行了研究。 

11、12月，由浙江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捐资设立的哲学与法政学

院“慈教奖学金”，通过“宗教学研究生论坛”论文评比，获奖学生

共21名，共奖励人民币101,500元。 

12、12月，由98级历史系校友叶迪所在上海黄浦区菁英进修学校

支持的“菁英教育杯”上海师范大学第九届模拟求职大赛举办，获奖

学生共6名，共支出4,100元。 

13、12月，由云知声（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云

知声杯”邀请赛举办，获奖学生共43名，共奖励人民币13,300元。 

14、12月，支持音乐学院科研项目和学生实践项目民族歌剧《樱

桃红了》，共支出150,000元。 

（三）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弘扬尊师重教  

校基金会合理规划，在关注本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助推师资建

设的同时协助相关中学做好学科帮扶、师资带教、科研提升等工作，

关注教育资源一体化。针对外省市尤其是长三角区域、中西部地区的

学校管理者、骨干教师及团队，校基金会更是争取了丰富的社会资源

实现教育扶贫精准化及跨区域教育资源均等化。 

1、4月，校基金会设立的“上海南汇中学教育专项基金”表彰奖

励浦东新区南中教育集团主要工作突出贡献者共30名，共奖励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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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41.66元。 

2、1-12月，校基金会设立的“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育专项

基金”，支持教师教案评比教师奖教金，获奖教师共9名；学校活动

积极分子奖教金，获奖教师共6名；高三教师奖教金，获奖教师共41

名；竞赛获奖指导教师奖教金，获奖教师共40名；蓓蕾奖决赛教师奖

教金，获奖教师共12名;主题班会展示教师奖教金，获奖教师共8名，

总计获奖教师共116名，共奖励人民币342,585.91元。 

3、1-12月，校内设立奖教金共4项，分别是：1月，思政先锋优

秀辅导员奖教金，获奖教师共8名，共奖励人民币40,000元；6月，外

国语学院建一奖教金，获奖教师共12名，共奖励人民币34,000元；9

月，校基金会支持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人文社科成果奖教金508项，

其中科研论文386项，科研项目121项，获奖成果3项，共奖励人民币4，

130,165元；11月，信息与机电工程永达教育基金奖教金，获奖教师

共2名，共奖励人民币10,000元。 

4、1-12月，校基金会为支持西部教育项目开展了1场教育论坛，

2场教师来沪培训，涉及3家捐赠单位，辐射云南、贵州等地，400多

位中小学校长和专科教师参加了培训。具体项目分别是： 

（1）1月，由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支持的“上海师大—伊

顿公司联合支持中西部教育”项目今年完成了贵州安龙教育论坛，共

有360余位安龙县中小学教师参加。 

（2）10月，校基金会理事陈海东所在企业，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捐赠人民币469,483.35元,支持华鑫证券教育助学计划云贵小学

数学骨干教师研修班，共有31位来自云南武定、贵州剑河等地的小学

数学骨干教师参加了为期15天的培训。 

（3）10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捐赠人民币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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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持贵州省赫章县初中校长领导力提升研修班，共有15位初中校

长参加了为期10天的培训。 

（四）学子成才接力计划，助推崇智尚学 

校基金会致力于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健全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不仅帮助学子们顺利完成学业，同时还进一步激发其追逐理想的信念，

为企业和社会输送更多有为青年。在校基金会筹集到的善款中，捐赠

意向为“学生奖助学金”的所占比例最高，项目数量最多。1-12月设

立校内外奖学金共35项，获奖学生共907名，共奖励人民币1,938,350

元；设立校内外助学金共18项，受助学生共627名，共资助人民币

849,950元。 

1、1-7月，由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捐资设立的“曙明计划”，

用于支持第二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甘肃、广西两地共15位志愿者志

愿服务，共支出人民币45,000元。 

2、1-12月，由江苏藤田小站捐资设立的甘肃玉门支教点贫困学

生助学金，受助学生共47名，共资助人民币37,600元。 

3、3-12月，由爱心人士张名良、俞丽君夫妇设立的志在四方助

学金，受助学生共20名，共资助人民币40,000元。 

4、 3-12月，由87级历史系校友陶军捐资设立的“惠桃奖助学金”，

“惠桃奖学金”获奖学生共20名，共奖励人民币60,000元；“惠桃助

学金”，资助学生共30名，共资助人民币60,000元。 

5、3月，由维他奶（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维他奶助学金，

受助学生共50名，共资助人民币100,000元。 

6、3月，由上海师范大学义卖等经费捐资设立的学思助学金，受

助学生共15名，共资助人民币100,000元。 

7、3月，校基金会设立的“上海市实验学校教育专项基金”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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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荣获“清北荣誉校友奖学金”的学生共11名，2019年度有影响力

学生个人共8名，集体2个，共奖励人民币67,000元。 

8、1-3月，由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86级地理系校友顾登生所在企

业，上海杰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91级地理系校友李敏烨所在企业，

上海市天纬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和92级地理系校友徐烁所在企业，

上海市汇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120,000元，用于设立“大

地奖学金”。 

9、3-12月，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资设立的手拉手助学金，受

助学生共27名，共资助人民币70,500元。 

10、4-7月，由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精锐教育集团）捐资设

立的“精锐教育奖学金”，获奖学生共80名，共奖励人民币160,000

元。 

11、5月，年逾九旬的抗战老干部陈旭再次捐赠人民币100,000

元，用于“君旭奖助学金”。11月，“君旭奖助学金”发放，受助学

生共10名，共资助人民币25,000元。 

12、6月，由校基金会理事、80级生物系校友柏志成所在企业，

上海生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阳光优秀学生党员”及“阳

光学生党员标兵”奖学金，获奖学生共50名，共奖励人民币60,000

元。 

13、6月，由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78级校友严建一捐资设立的 “建

一助学金”，受助学生共12名，共资助人民币36,000元。 

14、6月，由校基金会理事、校友胡敏所在企业，上海徐汇区、

黄浦区新航道进修学校捐资设立的“胡敏英语励志奖学金”，获奖学

生共33名，共奖励人民币85,000元。 

15、9-12月，由校基金会设立的“阳光慈善专项基金”支持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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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慈善”奖学金，辐射11个地区12所学校，获奖学生共325名，共奖

励人民币650,180元；阳光慈善助学金，共资助1个地区2所学校，分

别为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江宁区上坊中心小学，共资助人民币

80,030元；同时捐赠人民币70,000元，资助学生学习用书，以及购买

御寒衣物。 

16、9月，由上海双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设立的湖北恩施高中教育助学金，受助学生共50名，共资助人民币

100,000元。 

17、10月，首次设立“上海师范大学国防奖学金”，获奖退役大

学生共72名，共奖励人民币277,000元。 

18、11月，由张斌教授和他的学生捐资设立的对外汉语学院“张

斌奖学金”，获奖学生共8名，共奖励人民币6,100元。 

19、11—12月，98级历史系校友叶迪所在企业，上海黄埔区菁英

进修学校捐资设立的“菁英教育基金”，“菁英教育励志奖学金”获

奖学生共30名，共奖励人民币90,000元；“菁英教育励志助学金”受

助学生共35名，共资助人民币70,000元。 

20、11月，由永达公益基金会捐资设立的“永达基金助学金”，

受助学生共18名，共奖励人民币48,000元。 

21、11月，由生命科学学院09级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校友

孙铭希所在企业，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捐资400,000元，用于设立

“天能奖学金”。 

22、11月，首次设立“师大之星”专项奖学金，奖励荣获“师大

之星”及提名的个人和集体共计31人（个），共奖励人民币58,600元。 

23、12月，外国语学院88级校友陈音、徐蔚等21人捐赠人民币

50,528元，用于“外国语学院AWLS助学金”，受助学生共16名，共资助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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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48,000元。 

24、12月，由离校老干部管继英捐资设立的“管继英助学金”，

受助学生共17名，共资助人民币34,000元。 

25、12月，由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捐资设立的西藏、新疆少数

民族优秀师范生“君远奖学金”，获奖学生共60名，共奖励人民币

140,000元。 

26、12月，由上海剑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优思奖学

金”，获奖学生共10名，共奖励人民币4,100元。 

27、12月，由李震中教授和他的学生捐资设立的“体育学院李震

中体育教育奖学金”，获奖学生共10名，共奖励人民币8,000元。 

28、12月，由72届校友殷永耀联系捐资设立的美术学院“东方日

月奖学金”，获奖学生共31名，共奖励人民币8,800元。 

29、12月，由上海翔宇公益基金会捐资设立的“翔宇奖学金”，

获奖学生共24名，共奖励人民币75,000元。 

30、12月，由上海乐三兰馨教育基金会捐资设立的“王乐三助学

金”，受助学生共20名，共资助人民币30,000元。 

（五）承前启后，积极走访交流 

校基金会继续大力推进宣传工作，结合传统平台与新媒体的优势，

全年编辑杂志《学思湖》通讯两期，完成网站新闻推送48篇，微信推

送40期。同时，为了更好地、规范性地开展工作，校基金会积极参加

与基金会相关的各项活动，主动走访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合作单位，

加强与兄弟院校基金会的交流学习。 

1、6月，上海大学来访，双方就上海市基金会评估指标体系，上

海市社会组织规范化等级评估材料准备及要求，基金会自评报告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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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月，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立信会计金

融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上海

海洋大学等兄弟院校以及奉贤区教育基金会来访我校基金会，就基金

会组织架构、专项基金管理制度、基金会的等级评估等方面进行了交

流。 

3、9月，校基金会赴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考察调研，

双方就专业学科、师资培训、项目策划、创新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交

流。 

4、9月，校基金会赴杭州走访校基金会理事、82级历史系校友方

杰及其企业奥普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并进行调研，双方就管培生实习、

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5、9月，校基金会受邀参加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会组织管理

局）主办的第十届公益伙伴日活动。校基金会共展出5个品牌项目，

分别是曙明计划、伊顿基金、“大带小”儿童课外阅读关爱项目、上

善计划、阳光慈善项目。我校老校长杨德广作为嘉宾出席首届“上善

论坛”圆桌讨论，校基金会秘书长受邀主持“人民城市建设中的高校

基金会”分论坛圆桌会议。 

（六）暖心捐赠，携手共抗疫情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校友与社会各界爱心企业、人士纷纷为疫

区和母校捐资捐物，解囊相助，合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校基金会积极接收这些爱心捐款和物资，始终与各位校友和社会各界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携手同心，共抗疫情。 

1、1-3月，由校基金会设立的“阳光慈善专项基金”向湖北疫区

捐赠价值人民币360,000元的医用手套40万付，价值人民币118,000

元的空气消毒机及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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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上海胡姬港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海外捐赠两批口罩共

14,540个。 

3、2-3月，哲学与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MSW在读硕士、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信息管理主任张瑾瑜，捐赠两批防疫物资，主

要包括消毒液、口罩、一次性手套等，用于学校防疫工作。 

4、2月，赞比亚经商的爱心人士邢小燕夫妇，从海外捐赠口罩

10,000个。 

5、3月，18级哲学与政法学院法律（非法学）专业在校学生张亚

乐捐赠口罩1,000个，用于学校抗疫工作。 

6、4月，19级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校学

生王勋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2,000个。 

7、5月，爱心人士王龙祥捐赠乙醇消毒液2,000瓶。 

8、9月，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旭辉集团）捐赠一次性隔离衣

25件。 

第二部分：校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校基金会自2008年10月成立至今，培育和扶持了一系列特色品牌

项目，搭建了跨界合作平台，联合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构建了跨界

合作的新机制，成果斐然。但是由于我校基金会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面对时代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学校建设发展的新

挑战、新机遇，师生成长的新需求和新期待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主要表现为： 

1、从外部来看，校基金会与同类高校基金会以及兄弟院校基金

会之间存在规模差异。 

2、从内部来看，校基金会内部架构设置部分存在不合理，人员

配置不规范，人员专业性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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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前期筹资来看，目前校基金会主要收入来源为学校冠名捐

资和教育扶贫培训捐赠，需要进一步拓展筹资渠道，调动二级学院和

其他各方资源的筹资积极性，探索捐款的可持续性。 

4、从中期捐赠情况来看，存在个别协议捐赠和实际到帐有差距

的情况。 

5、从后期反馈机制来看，一是校基金会对捐赠者的后续反馈激

励不足，二是“互联网+资源统筹”的网络数据平台和服务平台建设

存在欠缺，模块功能建设不充分，校基金会—捐赠企业联动交流不够。

需要进一步加强校基金会与捐赠企业的联动，完善网络数据平台和服

务平台模块功能建设，促进校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部分：校基金会2021年工作规划 

在 2021 年的工作中，校基金会将继续努力寻求后疫情时代基金

会发展的新途径，在借鉴同类高校筹资治理实践的同时也要立足于自

身的教育优势所在，积极探索教育特色发展道路。同时为了迎接建党

100周年，校基金会将以党建为引领，与二级学院积极联动策划相关

文化艺术活动，不断提升内外部管理体系和建设水平，推进校基金会

工作规范、高效、持续地开展。 

1、深化服务，切实履行为学校和社会服务的责任 

校基金会要不断提升动态调整的能力，发挥独特的专业价值，充

当好资源的链接角色，为学校和社会服务。一是要做好捐赠方与受助

方的桥梁工作，加强资源链接能力，使每一笔捐赠及时发挥作用。二

是提高校基金会工作人员综合能力，稳步提升其对项目工作的连续性

及前瞻性意识，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三是注重志愿者团队的应急服

务能力培训，增强突发和应急状态下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四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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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基层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组织的密切合作，实现合作赋能。 

2、加强联络，促进“校友与母校发展共同体”建设 

校友是学校声誉的缔造者，是母校社会影响力的传播者，更是学

校发展建设的重要力量。校基金会要积极与校友会协作，进一步加强

与校友的联络，关爱校友发展，助力校友事业，要做好项目设计、项

目实施、项目跟踪、项目辐射等，让更多校友了解并参与到基金会的

日常工作项目中。要立足学校特色，细化筹款项目，设立全面化、多

样化、个性化的筹款项目体系，比如文化体育、艺术发展、学生创新

创业、科研成果转化、校园建设等筹款项目库，使得每一笔具有针对

性的捐赠都落到实处，以此为纽带积极促进“校友与母校发展共同体”

建设。 

3、高效协作，加强与各院系、职能部门的工作配合 

校基金会要与各院系、职能部门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

共同探索，携手并进，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集聚资源。一要通

过互惠、互信的模式加强协同联系，共同参与校友捐赠活动的规划、

设计与运作，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推动捐赠工作的进行。二要加强与职

能部门在学生就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基地建设、科研合作与成果

转化等工作上的有机联合。三要结合院系特色和优势，进一步讲好学

院文化故事，设计好项目，把“老牌项目”做成“品牌项目”。 

4、上“云”用“数”,让基金会工作更规范透明、便捷高效 

后疫情时代，校基金会将继续搭建多元信息公开平台，做好相关

数据公开，提高校基金会信息化管理水平。一是校基金会网站将进一

步公开校基金会有关捐赠（捐赠者另有约定除外），资助项目进展、

资金投入使用等相关信息，做到可溯源、可回查。二是加强与中国银

行和上海蓝矩有限公司的合作，打造捐赠项目网上管理平台，完善“院



 14 

系/部门—基金会—捐赠人”的联动反馈机制，整合校内外各方资源，

提高校内院系部门筹资管理的便捷性。三是及时了解捐赠人需求，建

立捐赠平台移动端，提供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的捐赠服务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