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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是 2009 年由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捐资设立的，助学金用于资助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品学兼优、家

境贫困、生活俭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2012 年安诺其与东华大学基

金会签订捐赠协议，捐赠 40 万元作为安诺其助学金。2014 年 10 月

续签捐赠协议，再次为安诺其助学金注入 50万元，资助期延长至 2020

年。 

根据《东华大学学生帮困助学管理办法》和捐赠协议相关规定，

经过严格评审，2019年度共有来自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的 18名研

究生和 10名本科生获得资助，受助总金额为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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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名单 

 

序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民族 困难等级 金额（元） 

1 应化 1602 161040106 曾桂顺 汉族 困难 5,000.00 

2 应化 1701 171010117 朱贵江 汉族 困难 5,000.00 

3 应化 1701 171010217 戚鹏飞 汉族 特困 5,000.00 

4 轻化（中德）1801 181040101 陈岩岩 汉族 困难 5,000.00 

5 化学类 1901 191010113 索朗措姆 藏族 特困 5,000.00 

6 化学类 1901 191010114 肖俊 汉族 特困 5,000.00 

7 化学类 1904 191010412 次仁卓嘎 藏族 特困 5,000.00 

8 化学类 1905 191010501 蓝凤争 瑶族 特困 5,000.00 

9 化学类 1905 191010504 欧阳柳 土家族 特困 5,000.00 

10 化工 183硕 2180597 王志远 汉族 特困 3,000.00 

11 191硕 2190523 王辉 汉族 特困 3,000.00 

12 191硕 2190527 田志龙 侗族 特困 3,000.00 

13 191硕 2190538 黄思文 汉族 特困 3,000.00 

14 192硕 2190548 王决恒 汉族 特困 3,000.00 

15 192硕 2190552 王志强 汉族 特困 3,000.00 

16 192硕 2190578 王伟 汉族 特困 3,000.00 

17 192硕 2190581 楚运通 汉族 特困 3,000.00 

18 193硕 2190605 江琳 汉族 特困 3,000.00 

19 194硕 2190617 李宝洁 汉族 特困 3,000.00 

20 194硕 2190620 董佳星 汉族 特困 3,000.00 

21 194硕 2190644 苏慧 汉族 特困 3,000.00 

22 194硕 2190656 周燕 汉族 特困 3,000.00 

23 194硕 2190671 张金萍 汉族 特困 3,000.00 

24 194硕 2190672 陈婷婷 汉族 困难 3,000.00 

25 195硕 2190719 李文杰 汉族 特困 3,000.00 

26 195硕 2190721 杨贝贝 汉族 特困 3,000.00 

27 195硕 2190732 张停琳 汉族 困难 3,000.00 

28 卓越轻化 1701 171010418 邓积铭 汉族 困难 1,000.00 

金额合计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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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诺其助学金获得者感言 

 

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东华大学化工学院 183 硕班的王志远，首先

我向贵公司对我的学业的资助表示真诚的感谢。我的

父母是残疾人，由于疾病的原因，他们没有什么劳动

能力，我能在东华大学读研已是很感恩了。我平时在学校除了正常做

科研外，有空还会去做兼职，减轻家里的负担。此次能申请到安诺其

助学金，我真的非常感恩，感恩老师学生的推荐，感恩学校这个平台，

更加感恩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们贫困学子提供的助学

金支持。这份助学金不仅能大大减轻家里的负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科研中，而且让我体会到了贵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让我更加坚

定，目前我要做的是认真做好科研，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懂得感恩社会。再次对贵公司表示真诚的感谢！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183硕王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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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好!我叫王辉，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

院的一名研一新生，来自普通的安徽农村。我在单亲家

庭中长大，从小和父亲以及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父亲

双耳失聪又无法正常行走，爷爷奶奶年纪也都将近八十，全家的经济

仅靠务农所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来上海读书之前，我也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再读研，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我不想再为我的家庭增添一丝丝负担，但正因为有您这样的

资助企业，我才得以来到东华继续读研。在消费方面，刚来到上海的

我确实有一点不能适应，但您的资助一定可以改善我的生活条件，同

时大大减轻我的家庭经济负担。 

从小在穷苦家庭中长大的我深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或

许现在的我无法直接报答您，但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恩情，在学习以及

科研中努力上进，不负您的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也会尽我自己

全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最后，再次真诚感谢您的无私，向您

说句：谢谢!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化学类 191硕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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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叫田志龙，是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 19 级的一

名硕士新生。日前，我获得了贵公司捐助的助学金，在

此向贵公司表示我最真挚的谢意。 

我来自湖南怀化的一个贫困村，家庭条件也较为贫困，且母亲也

一直患有慢性疾病，受益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我家在成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帮助后家庭情况才有所好转。 

为了走出农村、摆脱贫困，我选择主动向大城市靠拢，向上海这

个国际都市靠拢。尽管来学校之前我已对上海的消费水平有了一定的

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还是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许多生活用品较我那

个小县城可能贵出一倍还多。生活拮据，却不愿再开口向父母索要太

多，我深知光学费就已经让他们付出太多，我不能再给他们带去担忧。 

在我为自己在学校的生活费用发愁时，我获得了贵公司助学金的

支持，对我来说这就如雪中送炭，暗室逢灯，灰暗的世界又充满了光

明。助学金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希望，是对前途的希望，是对我们这些

贫困学子的希望。再次向贵公司致以最真挚的谢意和敬意。 

我将把助学金用来购置学习生活用品，不乱消费，不奢侈消费。

请你们放心，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更加上进，让自己成才，将

来也能够回馈社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臂之力，不负所望。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191硕  田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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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东华大学 19级的一名研究生新生，非常感谢

贵公司能给予我助学金帮助我缓解生活压力，在此我

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家位于湖南省长沙西部的农村里，家里靠父亲一人务工赚钱养

家，因为经历过了生活的拮据和艰难，我更懂得唯有奋发图强才能改

变命运。在本科期间，我也得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资助，这些资助

化作了我源源不断的动力，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我积极参加各项活

动来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担任学生干部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

充实而繁忙的工作之余，我的学习没有落下，多次排列班级前三。我

的努力得到了学校和老师们的肯定，曾两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获

得湖南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 

我知道研究生阶段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坚信唯有努力和认真，

才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我相信，有一天我可以用自己的一份力量，

将爱心资助传承下去，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来回馈国家和社会。

我将带着贵公司给予我的帮助，带着感恩之心勇往直前。再次感谢贵

公司对我的帮助，谢谢您们！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化学类 191硕 黄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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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们好!  

我叫王决恒，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很幸运经

过努力成为东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现就读于 19级东

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生部，目前担任 192硕研究生班

级班长和学院党支部临时负责人相关职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主要

是因为父母身体状况不好，我自己现在还处于在读状态暂无收入），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并能够顺利地完成研究生学业，特申请此项安诺其

助学金，现在收到安诺其助学金的资助，让我在这座被称为魔都的上

海，感受到了阳光和温暖，我心中充满了希望，不再是初到上海的彷

徨和无奈，现在我对在东华大学求学的道路上充满激情。 

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更是能体会到来自国家、社会和学校对我们

这些莘莘学子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我也清楚的看到，学校各阶层领

导、老师们都会严格按照帮扶政策执行结合学生实际现状，最大程度

上达到对贫困生的精准资助。非常感谢各位领导、老师们的付出，我

以你们为榜样。 

研究生阶段，相对于我的大学阶段可能会更加辛苦，本来对生活

上一直受到困扰的我，得到来自社会和学校的的资助，我现在也已不

再为衣食住行瞻前顾后，解决了我生活上的绝大多数困扰，这便是足

够的理由让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也更加坚定我要成为一名出

色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学者，这是我的理想和信念，也是父母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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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些人的期望，我不要辜负你们的资助和父母的期望，我要更努

力地去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才，将来我也会用我

的能力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让社会、国家和父母对我的帮助和

爱传承下去。我知道努力不是靠嘴皮子说说，而是实际行动和作为，

所以接下来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东华大学的一名优秀的研究生，为

之后能够走向更优秀的人生打下坚实基础，所以我对自己定下了几点

要求：第一，不怕累，不贪睡，养成自己优秀的学习习惯和高强度的

抗压能力，并且保持自己身心健康。第二，有爱心，有责任，树立自

己良好道德行为规范，与人交流充满善意，懂得感恩，把传递爱心融

入到生活实处。第三，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用成果来说事，

用实践去检验自己。 

最后，再次向各位领导、老师们表示我最真城的感谢和真情的祝

福。你们交给了我最贵重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和美好，愿善意与爱永存，

谢谢！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王决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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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们好！ 

我叫王伟，1997年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的一个偏远

小乡村，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2015年进入本科开始我

的另一段人生起点。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参加学校社会各种志愿

者活动，曾担任班干部以及学生会干部等诸多职位。暑假寒假期间也

积极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参与实习，一方面丰富自己的社会知识，另

一方面给家庭减轻负担。 

2019 年以专业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东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的研究生。国家对于研究生有很大的政策支持，但进入学校的第一个

学期对上海的消费不是很适应。正当迷茫无措的时候，您们对我伸出

了援助之手，使我更加从容的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所以我对您们是非

常感激的，我现在还谈不上对您们有什么回馈，我只能好好学习，抓

紧时间成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建设社会，以期感谢您们的帮助。 

再次感谢您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对我学习的支持和鼓励！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192硕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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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市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东华大学化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一名研一

新生。我叫楚运通，来自一个 5口之家。由于爸爸腿部

残疾不能干重活，奶奶先天性耳聋且因为高龄的原因现

在需要天天吃药，家里的收入主要是靠爸爸和妈妈打零工挣取，而我

和弟弟现在上学需要不少的钱。因此，我向学院提出了贫困生申请。

当我从学院老师处得知，得到贵公司的帮助时，我是非常开心的，幸

运的。对于贵公司的帮助，我以及我的家人都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有

了贵公司的帮助，我能有更好的条件去学习，静心科研。等我毕业学

到知识的时候，我也愿意到公司去工作，报答公司对我的帮助与支持。

我也会把贵公司帮助弱小，帮助贫困的奉献精神传递下去。我会合理

安排自己的时间，参加志愿活动，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传递爱。 

最后，祝愿贵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祝公司领导与员工工作顺利，

阖家幸福！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生物类 1902硕楚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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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叫李宝洁，本科来自青岛大学。此次获得安诺其

奖学金，我内心还是蛮高兴的，因为它减轻我的经济负

担。我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母亲为视力一级残疾，生

活不能自理，去年夏天又突发急性脑梗，现在还未完全恢复，需要长

期药物治疗，家里只有父亲一人靠着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常年

操劳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我考上大学，现在又上研究生，也需要很

大一笔费用。在此，非常感谢学校和政府能够提供助学金，让我们这

些家庭困难的同学能够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地更好。有些学生获得了助

学金，可能会不珍惜，挥霍无度；我不会是这样的学生，我会把它用

在我的学习上，在生活上能够满足我基本的生活需求就好了，简单生

活也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我会好好学习，乐观积极的面对生活。在我

看来，这不仅是一笔助学金，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来到

了东华大学，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有很多人在关心着

我们，我内心里感到非常的温暖，我也不会辜负父母、老师和学校的

期望，努力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模样！谢谢安诺其，谢谢东华大学，谢

谢资助我们的党和政府！ 

此致 

敬礼！ 

——化学生物学院 李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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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纺织化学与

染整工程专业的 19级研一新生，我叫董佳星。经过学院

评定，我最终被认定为特困学生，得到这份资助对我来

说真的很重要，特别感谢贵公司伸出的援助之手，谢谢！ 

我家是农村的，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靠务农和打零工供我读书，

家中条件本就不好，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更差点把全家人压垮。我家中

共有 3口人，父亲已 61岁，母亲 57岁，身体状况都不好。母亲患高

血压，两年前，被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做了手术，现在每天必须靠药

物维持正常生活，因为长期服药，出现好多并发症，丧失全部劳动力。

父亲不仅要照顾母亲，还得打零工，年逾六旬的他，承受了太大压力。

村里了解我家情况后，给母亲办了低保证明，可对家里还是杯水车薪。 

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今年如愿考上了东华大学，虽然读了研，

还是没有太大的经济能力，看父母承受了那么多，我心中有愧，特别

想为他们分担压力，所以就积极申请了这份资助。今天学院组织我们

受资助的同学，开展了慰问活动，一位本科一年级的学妹一直在哭，

我心中也是百感交集，真的感受到了贵公司对我们的关怀，发自内心

的感激您们，拿到这份资助，内心感觉有了更多的责任感，想做些实

事回报社会，尽量发光发热，今后一定要更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更要

刻苦读书，搞好科研，不负这份资助和期望！再次感谢贵公司的资助！

——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194硕 董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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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们好，我叫曾桂顺，来自广东清远。由于家庭

贫困，而且在家中我又是长女，所以我很早就接触社

会了，进过礼品厂也在美食店工作过，很小就开始培

养独立的意识。之所以从广东来到上海，是因为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

闯。但由于我的父母年纪已高，曾经挺直的背，如今也逐渐变驼了，

我的弟弟妹妹也还在上学，虽然我到了上海以后经常到外面找兼职，

但是家中的经济负担还是很重。很不幸的是今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突

然又被查出我有慢性病支气管结核，前前后后的治疗费用已经花去了

一万多块，我们家的经济负担突然就变得更重了，家里的氛围变得越

来越沉重了。因此我非常感谢安诺其的援助，您们伸出的援手，减轻

了压在我们家身上的经济压力大山的重量，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

暖。身为学生的我虽然现在没有能力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但我日后

将像您们一样竭尽所能将我现在感受到的温暖传递下去。再次感谢您

们的援助，并祝您们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应化 1602 曾桂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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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们好！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也可能永远不会相识，

但我还是要写这封信以表示对你们慷慨帮助的感谢。 

我是来自湖北恩施一个小乡村的一名女孩子，家

里有四口人。父亲以年过六十，却还在为家里的各种费用四处奔波，

尤其是我的学费，生活费，最是让他头疼。虽然他的身体还算健康，

但我还是担心工地上那不饶人的烈日寒风会让他吃不消。母亲虽然残

疾，做事着实多有不便，但她的意志坚定，而且比常人还要勤奋，即

使拖着疾病满身，也还是不忘干活——这就是我为什么佩服她的原因。

虽然自小，亲戚们都说我听话，学习好，但那是因为母亲说过知识才

能带我还有这个家走向更好的方向，而不会让我经历她们经历的一切。 

我如今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系 1905 班，本来对于家境贫寒的我

来说，实在不应该选择在上海——这个消费水平出乎意料的高的大城

市读大学，但只因心中有自己的梦想并想向着它靠近，所以东华大学

才成为了我最希望就读的大学，因此填报志愿时便没有想过上海的消

费高，而是毅然选择了东华大学。虽然父母从没有责怪我的选择，只

是让我专心读书，不用担心那些费用，只要我读，他们就送，那怕砸

锅卖铁，四处借钱。但哥哥曾带着训斥的口气挖苦我说“你可真厉害，

选上海，那里消费多高你知道吗？”确实，他说的是对的。到了上海

以后，我才发现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比家乡的贵了许多。碰到必须买的，

也只能一边叹息着“这也太贵了吧”一边结账。有时还会望着卡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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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钱而自己却不知去处而吓一跳，心想着“怎么可能，怎么这么快

就用完了！”所以我只能采取该卖的东西便宜买，不该买的东西不买

的策略。 

得到你们的帮助后，我便不用如以前那般担忧我的生活费了，向

父母要生活费是也不用那么开不了口。无疑，你们的帮助不仅大大减

轻了我父母身上的担子，也使我能更轻松地面对我的大学生活。以前

因为家里贫困而接受帮助时，心中不自觉有一种羞愧还有莫名的压力

与拘束，但现在，你们的帮助给我的是让我变得更好的阶梯与我努力

向前走的动力，还有时刻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感恩，它们使我

对这个世界多了一分希望与期待。 

于是，我便可以更专心于自己的学业。除此之外，仅是老师在课

堂上教授的知识自然是不够的，课余时间我便去图书馆待一会儿，看

一看喜欢的书，拓宽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其他知识面。更不可缺的是课

余时间参加的各种志愿者活动，那不仅仅是把温暖传递给身处寒冷里

的人，还有认识各色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还能作为社会实践，

锻炼自己许多。虽然第一次当羽毛球裁判时我紧张得会报错分数，但

这也让我知道任何你看起来可能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实际的那么简单，

如果不用心去做，是不可能做好的。这也让我感受到了选手们对我的

包容。虽然第一次支教当老师时我还不太能管理好一个全是二年级小

朋友的班的纪律，但我感受到的是小孩子对所有事物的好奇与热情，

他们没有太多心思，只是笑着，闹着，真实而可爱。虽然第一次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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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运动会当业余摄影师时有些笨拙，但我从一个老爷爷——专业摄影

师身上学到了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我也在那些老人身上看到了人

老心不老，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认真。这之后，我从内心深处觉得志

愿者活动会对我造成许多积极的影响，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以前内向，

自卑的性格，因为那些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带给我的是生命那不会

被时间打败的力量，是希望，是快乐。 

最后，我想再次向你们表达我的感谢，谢谢，谢谢！我想，我只

有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才对得起你们的帮助。都说善有善报，我真诚

的希望你们能在以后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乐于帮助你们的人，而

且，我也不会闲着，我会利用好自己的时间，也向你们一样去帮助别

人，将那温暖的火炬传给下一个人。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欧阳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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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叫戚鹏飞，现在是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一名

大三的学生，首先我代表我的家庭向安诺其集团说一

声谢谢，谢谢你们在经济上对我给予的帮助。我的父

亲在几年前因病去世，现在主要依靠母亲务农和务工贴补家用。家里

条件不是很好。 

我在学校努力做一名好学生，学习成绩良好，不少学科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学校每年会有很多志愿者活动，我会积极参加，上学年工

时超过一百。我在上一个学年担任化工生物学院志管中心秘书部部长，

参与和组织了很多志愿者活动，我还担任东华大学校史馆志愿者服务

队队长，给大家介绍东华的校史。我还在课外参加了老师的课题组，

希望能在科研上取得小小的收获。我知道，我在大学的悠闲时光是来

之不易的，我要倍加珍惜并为此奋斗。 

很感谢安诺其集团向我伸来援助之手，让我觉得这世界一直都很

美好。这笔钱能够减轻我家庭的负担，更让我有了更大的动力努力学

习。我会好好使用这笔钱，用于学习和日常生活必要开销。现在我会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将来也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带着安诺

其给我的帮助，还有期盼，努力展翅高飞。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 应化 1701戚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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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好，十分感谢有您的助学支持。在单亲家庭中

成长的我，一直以来都很独立。从小受到母亲的言传

身教要努力学习，将来有一番大成就，不会像她一样

当一辈子农民。现在，她已经 64 岁了，本应安享天伦之乐的她现在

却要为我上大学发愁，操持家务、干农活。本觉得以我这样的家庭背

景来上海念书是寸步难行的，但人间总有温暖，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给予我的助学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家庭经

济压力，也让我可以放心地在学校中学习。社会和国家为我提供如此

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必将不浪费一分一秒，勤奋学习，认真做好每一

件事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努力成才，用实际行动去回报社会。最

后，再次向贵公司致以我崇高的敬意，谢谢您。 

此致 

敬礼！ 

——化工生物学院化学类 1901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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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您好，我是朱贵江，是东华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的

一名学生，贵公司向我赞助的安诺其助学金这为我的

生活费以及学费减轻了不少压力，能让我有更多精力

投入到学习当中，因此我非常感谢贵公司，所以写这封信表达我的感

激之情。 

我出生于安徽滁州，一个不大的城市，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东

华大学，在学校也依旧坚持着勤奋刻苦，热心公益，经常参加志愿者

活动，因为一路以来，无论是学校，政府，还是社会都对我们贫困学

子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正是因为有像你们一样的好心人的支持，我才

能一步步走到现在，所以我学习之外也会尽自己所能为社会作出一份

贡献。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继续努力，好好提升自己，完成学业的同

时参加各种志愿活动实践活动锻炼自己，争取有朝一日能为社会，为

国家作出贡献，对于帮助过我的人，组织，我永远都不会忘，最后再

次真诚的感谢贵公司继续我的帮助，谢谢！ 

此致 

敬礼！ 

——东华大学应用化学学生 朱贵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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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管理办法 

 

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支持国家教育发展大业，弘扬尊

师助学的优良传统，鼓励并帮助东华大学家庭贫困的在校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健康成长，特向东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设立“安诺其

东华大学助学金”。  

第一条  资助对象和金额  

1．受助对象为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的全日制本科

生和硕士生。 

2．每年资助总额为 10万元人民币，受助名额为 79名，其中： 

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一等奖共 6名：每人每年人民币 3000元； 

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二等奖共 9名：每人每年人民币 2000元； 

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三等奖共 64名：每人每年人民币 1000元。 

受助学生名额及额度根据当年情况可适当调整。 

第二条  评选条件  

凡申请“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经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 品德良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纪守法； 

3. 学习目的明确，积极主动，勤奋刻苦； 

4. 热爱国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热爱本专业。 

第三条  评选办法 

1. 由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和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共同组成“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负

责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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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程序：每年 9 月初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

由学院推荐，最后经评审委员会审核评审，于 9 月 30 日前确定受助

名单。评审工作结束后东华大学负责向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受助者名单备案； 

3. 凡获得“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者，由东华大学化学化工

与生物工程学院张榜公布名单，由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和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颁发证书和助学金； 

4. 为更好地了解受助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受助学生从受

助开始直至完成学业期间，每学年结束前（7月初）需向所在学院提

交一份《学年学习生活总结》，总结上一学年学习、生活上的心得体

会，由学院汇总后交安诺其公司。 

本办法解释权归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和上海安诺

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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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简介 

上海东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Donghua 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是 2010年 9月正式注册成立的高教领域

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 500万元，来源于社

会各界向东华大学的捐赠。本基金会的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汇八方涓流、襄教育伟业，全面

支持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长远建设和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 

上海东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接受社会各界、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赠；合理使用基金支持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扶植重

点学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促进国际交流；通过科学方法，规范

地运作基金，使其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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