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基础 大胆创新 透明规范 助推慈善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根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
（2010 年民政部令第 39 号）及上
海市有关规定，2019 年度上海市第一批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公布，校基
金会荣获“5A 级社会组织”称号，这也是社会组织评估的最高等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捐赠收入人民币 20,690,635.39 元，
投 资 及 利 息 收 入 人 民 币 2,255,200.24 元 ， 公 益 支 出 人 民 币
12,024,311.06 元，管理费支出人民币 175,126.94 元。本年度公益
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61858091.01 元）的 19.57%，本年度管
理费占本年度总支出的 1.43%。2019 年新增设立及实施项目 8 项，分
别是：旭辉基金·师大学子赴舟山科创双语学校实习、翔宇奖学金、
君旭奖助学金、张波奖助学金、建一奖教、奖助学金、君远青年教师
奖教金、上海翼捷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捐赠百万元智能餐厨垃圾无
害化处理设备等。
现从三个部分对具体工作进行汇报:
第一部分:从五个方面对校基金会 2019 年度工作进行总结
（一）助力校园建设计划，见证学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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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继英等 350 多人的个人捐赠，共计人民币 2,127,756.60
元；收到 48 家理事企业、爱心企业、校友企业及公益伙伴捐赠，共
计人民币 18,562,878.63 元。
2、6 月，2000 届数学系校友顾连英所在企业上海翼捷酒店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捐赠价值人民币 128 万元的智能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理设备。
3、6 月，基金会支持学校六一儿童节系列活动，共支出人民币
2,330 元。
4、9 月，基金会支持学校博物馆新馆开馆等活动，共支出人民币
20,959 元。
5、10 月，在建校 65 周年之际，1989 届艺术系校友严克勤向母
校赠送书法作品《杂说》；美术学院 2018 级山水画专业研究生张艺蓝、
2016 级（国画人物）专业研究生徐艺分别为母校创作《印象师大》
、
《为人师表 德莅天下》。
6、10 月，基金会支持 65 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校友返校日等活
动，共支出人民币 1,213,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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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校及在基础教育一线工作者的
创新成果、团队培养及科研扶植的支持。
1、1 月，由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俞鹰等人捐赠设立的音乐学院
“第二届园音杯钢琴演奏及讲解比赛活动”奖学基金，用于鼓励和培
养学生更好地提升艺术水平和专业素养。本年度到账人民币 30,000
元，共 20 名同学获奖，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23,000 元。
2、3 月，由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捐资设立“上海师

范大学科东奖优金”，用于鼓励学生进行培养房地产相关课题的研究。
通过论文成果评比，
共 19 名同学获奖，
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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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推动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共
36 名同学获奖，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25,500 元。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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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6 名同学获
奖，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105,500 元。
5、5 月，绿地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捐赠 200 万元设立专项基金，主
要用于上海师范大学在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培育等方面的工作。
6、5 月，上海师大附属学校品牌落户浙江宁波生命科学城，宁波
宁南贸易物流区管理委员会协议捐赠人民币 1000 万元，今年实际到
账人民币 200 万元，用于支持上海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发展，奖励上海
师范大学师范生和学科教育教研室教师。
7、6 月，由音乐学院舞蹈系教师苗小龙，2008 届校友赵亮及上
海壹七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劲刚设立的“音乐学院 175 杯
舞蹈大赛奖学金”，通过舞蹈表演类和创作类的比赛促进新时代舞蹈
人才的培养及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共 36 名同学获奖，共奖励金额
人民币 28,500 元。
8、1—12 月，由伊顿（中国）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伊顿基金·大
带小儿童阅读关爱项目,60 名本硕志愿者服务足迹遍布上海徐汇、闵
行、长宁、奉贤、嘉定、松江、普陀、浦东、静安九个区。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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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计服务人数 8394 人,服务总时长超过 9500 分钟，共支出人民币
46,493.45 元。
9、1—12 月，由纪录电影《二十二》导演郭柯票房收益捐赠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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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出人
民币 689,730.71
10、3—10 月，举办首届上海师范大学“笔墨丹青·情系师大”
国画书法大赛，共 36 名同学获奖，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38,000 元。
（三）教师能力提升计划，弘扬尊师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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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的学校
管理者、骨干教师及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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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校基金会设立的“上海南汇中学教育专项基金”对南中
在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发展性督导评估期间作出突出贡献的 28 位教
师进行表彰，共奖励人民币 13.75 万元。
2、9—10 月，校基金会设立的“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育专项
基金”表彰奖励高三教师、竞赛获奖指导教师、蓓蕾教师奖教金共 88
人，共奖励人民币 18.76 万元。
3、1—12 月，校内设立奖教金共 6 项，分别是外语学院建一奖教

金，获奖教师 18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4 万元；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永达教育基金奖教金，获奖教师 2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1 万元；2019
年王乐三奖教金，获奖教师 10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5 万元；2019 年
新丽小教专业奖教金，获奖教师 2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1 万元；2019
年君远青年教师奖教金，获奖教师 54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19 万元；
首届“艺术园丁”奖教金，获奖教师 5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2.5 万
元。
4、3—12 月，基金会为支持西部教育项目开展了 1 场教育论坛
和 10 场教师来沪培训，涉及 5 家捐赠单位，辐射内蒙古、云南、重
庆、四川峨边、宁夏、贵州赫章、贵州剑河、贵州安龙、河北崇礼和
西藏等 10 个地区，502 位中小学校长和专科教师参加了培训。具体
项目分别是：
（1）由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约 300 多万元实施的
“上善系列”教育助学信托计划，今年完成了 1 场教育论坛——内蒙
古乌兰察布教育论坛，共有 160 位内蒙古中小学校长参加。6 场教师
来沪培训，分别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学校长来沪培训班（15 人）；
云南省初中学校教学管理者高级研修班（50 人）；重庆市江北区小学
校长来沪培训班（40 人）；四川峨边小学校长来沪培训班（40 人）；
云南初中英语骨干教师研修班（50 人）
；西藏地区中小学校长研修班
（25 人）
。
（2）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捐赠人民币 20 万元，支持
“贵州省赫章县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共有 20 位中小学校长参加

了为期 2 周的培训。
（3）由爱心人士友博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陈林海董事长
和宁夏教育厅共同捐赠人民币 55 万元，支持宁夏小学语文骨干教师
高级研修班，50 位语文教师参加了为期 2 周的培训。
（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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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万元，支持华鑫证券教育助学计划贵州剑河、河北崇礼
中小学校长研修班，41 位中小学校长参加了为期 2 周的培训。
（5）由伊顿（中国）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伊顿基金，支持贵州
安龙一中 11 位各科教师来沪进行为期 9 天的培训，共支出人民币
91,584 元。
（四）学子成才接力计划，助推崇智尚学
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保障学生在顺
利完成学业的同时帮助其无后顾之忧地追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是校基
金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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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项，获奖同学 793 人，共奖励人民币 1,468,750 元；
设立校内外助学金共 17 项，受益同学 470 人，共资助人民币 639,900
元。
1、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捐资设立的叶圣陶奖学金，获奖同学
9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27,000 元。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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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22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6,700 元。

3、3 月，由爱心人士安东尼捐资设立的博爱助学金，受助同学 20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30,000 元。
4、3 月，上海市实验学校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高考优秀学生奖学
金，获奖同学 9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45,000 元。
5、4—12 月，由杨德广教授发起的阳光慈善专项基金西部地区
“阳光优秀生”奖学金，共奖励 12 个地区 15 所学校，获奖同学 557
人，奖励金额人民币 75 万元。同时捐赠人民币 50 万元，资助宁夏贺
兰县回民高级中学两个多媒体教室和一个物理实验室设备。
6、4 月，由基金会理事张春泽所在企业，上海长昭实业有限公司
捐赠设立长昭近铁助学金，受助同学 22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44,000
元。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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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30,000 元。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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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35,000 元。
9、4 月，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资设立的手拉手助学金，受助同
学 1 人，资助金额人民币 2,500 元。
10、4 月，由爱心人士候秋瑾捐资设立的岳洋凡灵助学金，受助
同学 2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5,000 元。
11、4 月，由爱心人士张名良、俞丽君夫妇设立的志在四方助学
金，受助同学 10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
12、4 月，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资设立的爱我中华助学金，受

助同学 29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87,000 元。
13、4 月，由中国狮子联合会捐资设立上海师范大学“大学生助
飞计划”，受助同学 20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32,000 元。
14、4 月，由外国语学院 78 级校友严建一捐资设立“建一助学
金”，受助同学 12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36,000 元。
15、5 月，九旬抗战老干部陈旭老同志向校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000 元，设立“君旭奖助学金”。
16、5 月，我校老领导、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张
波向校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100,000 元，设立“张波奖助学金”。
17、5 月，由基金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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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优秀学生党员”奖学金，获奖同学 60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60,000 元。
18、5 月，由基金会理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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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33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85,000 元。
19、6 月，由永达公益基金会捐资设立“永达基金助学金”，受
助同学 18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48,000 元。
20、6 月，由 98 级历史系校友叶迪所在上海黄浦区菁英进修学
校捐资设立的菁英教育励志奖学金，获奖同学 30 人，共奖励金额人
民币 90,000 元。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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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30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70,000 元。
22、7 月，招募 18 名本研学生参与李氏家族捐资设立的“精英
学子”美国塞基诺州立大学暑期交流项目，支出金额 48,000 美元。
23、7 月，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出资组织优秀大学生赴美开展
“模拟联合国活动”，我校选派 2017 级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 1 班
荆鸣昊同学参加。
24、7 月，由上海韩哲一教育扶贫基金会捐资设立的曙明计划项
目，支持第二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甘肃、广西两地 15 位志愿者，
支出人民币 53,816 元。支持开展千元计划 12 项，支出人民币
46,495.76 元。支持暑期“三下乡”4 条线路（延安、云南、长沙、
浙江）的社会实践活动，支出人民币 86,436 元，约有 100 位师生参
与。
25、9—10 月，由伊顿（中国）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伊顿基金，
支持 7 个学院的 14 名师范生赴安龙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支教活动，
支出人民币 19520.5 元；开展千元计划 3 项，支出人民币 4975.26 元；
支持 40 名安龙一中优秀学生，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20,000 元。
26、9—10 月，由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旭辉基金”
支持 3 名师大学子赴舟山科创双语学校为期两个月的实习项目，共支
出人民币 2400 元。
27、11 月，由上海翔宇公益基金会捐资设立的“翔宇奖学金”，
获奖同学 25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75,000 元。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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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8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6,100 元。
29、12 月，由舜盛创业投资（苏州）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 “艺
术精英”奖学金，获奖同学 25 人，共奖励人民币 50,000 元。
30、12 月，由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捐资设立的叶圣陶奖学金，获
奖同学 9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27,000 元。
31、12 月，由上海莘莘营养配膳有限公司捐资设立的莘莘学子助
学金，受助学生 50 人，共资助金额 100,000 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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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20 人，
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16,000 元。
33、12 月，由外国语学院 88 级校友徐蔚等人设立的“外国语学
院 AWLS 助学金”，受助同学 16 人，共资助金额人民币 48,000 元。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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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同学 8 人，共奖励金额人民币 3,300 元。
（五）强化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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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网站改版并推送新闻 72 篇，
推送微信 67 期。同时，为了更好地、规范性地开展工作，积极走访
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合作单位，并与兄弟院校基金会进行交流学习。
1、1 月，校基金会前往舟山中旭科创双语学校进行考察。
2、1 月，校基金会、校友会走访杭州师范大学校友会、教育基金
会，双方就基金会资金募集、项目开发与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和校
友会信息数据平台建设、外省（市）校友组织建设经验、学院校友分

会工作指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3、4 月，校基金会、教务处走访舟山中旭科创双语学校，就我校
学生赴中旭舟山科创双语学校实习这一合作项目进行深入交流。
4、5 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来访我校校友会、基金会，就基金会
组织架构、制度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
5、10 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来访我校校友会、基金会，双方就
校友组织规范化建设、校友数据、活动策划、基金会组织架构、专项
基金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并且就双方在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工
作困惑进行建议与经验分享。
6、11 月，校基金会、校友会走访上海大学对外联络处。双方就
校友会信息数据平台建设、外省（市）校友组织建设经验、学院校友
分会工作指导和基金会资金募集、项目开发与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7、11 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来访我校校友会、基金会，双方就
校友组织规范化建设、校友数据、活动策划、外地校友会的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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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就双方在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工作困惑进行探讨与经验分享。
8、12 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来访我校基金会，双方就基金会制
度建设、项目设计、管理及财务管理等进行交流分享。
第二部分:校基金会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校基金会从 2008 年 10 月成立至今，培育和扶持了一些项目，也
拓展了一些合作单位，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面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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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惑，主要表现为：
1、校基金会需要加强内部架构设置的合理化及人员配置规范化。
2、校基金会秘书处还需继续加强中外基金会尤其是高校（同类
师范院校）基金会优秀运作经验学习。
3、校基金会项目推广和对外宣传要“齐头并进”，让社会各界
全面了解基金会各个项目。
4、存在个别协议捐赠和实际到帐有差距的情况。
5、二级学院的筹资和调动各方资源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三部分：校基金会 2020 年工作规划
基金会自筹备迎接等级评估工作以来，就同步进行“总结”
、
“提
升”与“落实”。在 2020 年的工作中，基金会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以
“5A 级”为起点，着力寻求推动基金会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开展的各
项举措和推动基金会的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1、继续做好情感维系，让校友捐赠有“温度”
紧密结合校友工作，营造校友捐赠文化。加强校院两级联动，普
及并推广校基金会的慈善项目和捐赠途径，加强校友间联络，维系好
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情感纽带,向更多有意向捐赠的校友和爱心人士进
行介绍。一是发挥学院校友分会的作用，加大走访、联络频率，关爱
校友发展，助力校友事业，形成校友经济和公益互助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是借助基金会网站、公众号，做好校友捐赠故事宣传，打造捐赠楷
模，弘扬校友的慈善力量；三是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尤其是学院

要充分发挥学学科和科研优势，通过校友分会平台，对接校友和社会
需求，搭建合作共赢平台。
2、做好“借智”与“联动”，加强与各学院、职能部门合作
随着基金会在学校建设工作中参与度和贡献度的不断提升，“基
金会”在全校师生中越来越深入人心。要充分认识到学校在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进程中，对进一步汇聚社会资源提出了紧迫的目标和
要求，校院两级发展联络工作队伍的筹资能力是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
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进一步树立院系作为筹资的责任主体，
从而助推人才引进、学科发展、学术研究；进一步转变从 “量入为
出”到“量出为入”的工作理念，制订出院系发展的预算资金目标，
激发出筹资的内生动力；结合院系特色和优势，进一步讲好文化故事、
设计好项目、维系好校友及社会关系，构建好队伍、掌握好策略。校
基金会广泛听取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的需求和建议，并让其全面了解
基金会的职能范围、平台资源以及难点需求，构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体系，形成社会化、信息化的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为基金会发展和
项目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渠道。
3、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基金会工作有序推进
基金会意识到依法治校工作已经成为推进学校管理理念变革和
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手段，成为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构建
法治、民主、和谐育人环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未来基
金会将继续以《慈善法》和《基金会章程》为依据，组织基金会工作
人员加强《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

《慈善组织信用信息公开办法》
《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
行办法》和《上海市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政策常态
化学习，增加知识储备。继续结合校院两级管理机制及项目管理工作
实际需要，对收益单位开展相关培训，提升业务能力和工作绩效，从
而更好地谋划和开展基金会工作，提升筹资能力建设。
4、加强宣传和平台建设，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校基金会将继续搭建多元信息公开平台，及时发布校基金会工作
报告、捐赠项目、新闻动态等相关信息，提高校基金会信息化水平。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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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使用等相关信息，主动接受业务主管
部门、捐赠方、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二是拟与上海蓝矩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落实网络捐赠平台，实现捐赠常态化，不断升级
捐赠项目管理系统，逐步形成一套“院系/部门—基金会—捐赠人”
的联动反馈机制，提升整合校内各方资源和调动校内院系部门筹资管
理的积极性；三是尝试建立捐赠平台移动端，提升捐赠便捷性；四是
对接校友网络，建立潜在捐赠人数据库，与校就业指导中心联动，更
新校友就业、创业和迁居情况，挖掘热心社会公益的个人及企业信息，
营造良好的校友捐赠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