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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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共有来自东华大学化工生物学院的 18 名研究生和 3 名本科生获得资助，受助

总金额为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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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安诺其助学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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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2015 级 154（硕）班学生郭宏振。我来自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农

村家庭。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努力学习，从村庄小学到乡镇初中、县

城重点高中、本科、研究生。这些都来之不易，我时刻懂得要感恩、回馈

社会。在东华大学读研期间，我在不断提升自己科研能力的同时，深刻感

受到了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学习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中国

梦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奋斗，而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培养我

们这些大学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贵公司对我的帮助，我将铭记于心，真

心感恩贵公司的付出。再一次向贵公司致敬，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领导、工作人员，您们辛苦了，谢谢。衷心祝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化工学院 15硕 郭宏振

能获得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我倍感荣幸。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

是一个优秀成功企业回馈社会、回馈教育的直接体现。作为此次的受益人

之一，我首先向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达深深的感谢之情，是您

们的资助，让一个困难学子能够在求学的道路上少一些经济的负担，减一

些沉重的压力，让我成长不再那么艰难，让我相信社会很温暖。其次就是

要感谢学校对我的栽培与信任，是学校栽培才让自己变得比以前优秀，是

学校的信任让我获此殊荣。最后再次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教育的重视和无私奉献，我会合理使用您们的资助，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毕业后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也希望以后有能力后也能够向贵公司学习，

资助需要帮助的优秀学子，为教育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化工学院 161硕 陈德强

我来自湖北，目前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是一名 17级硕士

研究生。我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没有正式的工作，弟弟仍在高中读书，家

里还有 80多岁的爷爷。今年年初，父亲感染了重型肝炎，住院两个多月，

目前在家休养，家庭的负担都落在了在家务农的母亲身上。在父亲治病期

间，弟弟被确诊得了肺结核，现在在治疗和复查中，因此一直休学 . 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使得我们这个脆弱不堪的家庭更加贫困。我在东华读研

究生，都会利用空余时间打工来补贴生活费和学费，由于学业繁重，还是

不能完全支付生活费和学费，给家庭也带来了负担。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给我提供助学金，让我在学校学习无后顾之忧，与此同时也

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后，我在学校会更加努力，奋力科研，回

报学校以及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奉献社会。最后我和我的家人

衷心的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们的帮助。

 ——化工学院 173 硕 桂澄

安诺其助学金获得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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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纺织工程专业的张露。去年我

的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一直到今年二月份期末考试我才知道这件事。

我跟辅导员请假回家，辅导员在了解了整个事情之后，一直安抚我，为我

考虑各种问题。回到家，我看到躺在病床上被病魔折磨得不像人样的父亲，

早已不是原来那个给我坚实臂膀的人，深深的无助感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经过整个寒假思想斗争，新学期开学我想瞒着父亲来学校办休学。但是老

师一见到我便问家里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并且让我申请助学金。也是因为

老师的这个提议让我又有了继续就学的想法。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申请

了助学金。让我意外的是申请到了贵公司资助的的助学金，这 5000元的助

学金对于我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在此，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能给我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能安心学

习。当然，我也会将这笔助学金全部用在我个人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上，不

辜负贵公司对我的热心帮助。

——化工学院 174硕 张露

我是 18级染整专业的一名学生，在我家庭经济拮据的时候，获得了安

诺其助学金的资助，非常感谢贵公司的慷慨相助，您们的善举在很大程度

上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我一

定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感谢贵公司的无私奉献及对教育事业的慷慨

相助，您们这种伟大的情怀让人敬佩，如有机会，很渴望毕业后能进入贵

公司，我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我要向您们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及专业

技能，怀着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心态，踏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虽然

我一直在尽微薄之力做志愿活动，但远不够。我不会忘本，也不会忘记贵

公司的相助，愿不负您们的帮助与关爱。

 ——化工学院 183 硕 袁玉玲

 ——化工学院 183 硕 沈馨

我是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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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级研究生沈馨。首先,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的慷慨

资助,这笔资助对我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了

我一定的经济保障,更在精神层面上给了我继续求学的信心。一年前，我选

择考研,渴望深造，但不幸的是,父亲得了肺癌。由于母亲在父亲生病后也

辞了工作,再加上弟弟正读初三,同时父亲现在每月仍需几千的医药费,家庭

有些不堪重负。我递交了困难生资料,而后非常幸运得到了贵公司安诺其助

学金的帮助。再次真诚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我和我的家

庭的帮助。. 我想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一直感恩贵公司对我的这笔

资助,坚定信念,踏实努力,成为有价值的人,去回报社会;怀揣敬意,秉持善

意,做一个有善念的人去帮助其他人。最后,祝贵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企业

欣欣向荣,所有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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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工 183 硕的晋蕊。首先我要向此次资

助我的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各位领导表达深深的谢意。感谢

贵公司对我这样贫困生的帮助，是您们的关心，让我追求学业的道路得到

保障，可以安心继续我的学术研究之路。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给予我的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是公司对于我的关爱和关怀。我会更加努力地

学习，用自己的成绩和学术成果来回报大家。此次助学金的使用我会慎重

地进行考虑，将她用到我的学业上，不辜负公司领导、老师对我的期望，

定将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度过我的研究生生活。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公

司领导给予我的帮助，以后也要向公司学习，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方面，

都会积极向需要的同学提供自己的帮助，不负贵公司对我的资助，做一个

品行优良的学生。此外，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上我都不会懈怠，牢记自己

的任务以及公司领导、老师和家人对我的期望。虽然家境贫困，但我深知

知识对我的重要性，家境贫寒并不会使我感到自卑，我会因此而更加努力，

在得到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的资助后，我会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向贵

公司学习，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再次向贵公司表达我发自内心的谢意。

——化工学院 183 硕 晋蕊

我是来自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系 18级的学生张硕。十分感谢上海

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我学业上给予的支持与帮助。俗话说得好，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我想这大概是您们高尚品格的体现了。雪中送来的炭

可能对公司而言微不足道，但却温暖了我们的心房，给予了我精神及行动

上的支持，使得我能够更加专注于学习、致力于研究。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更加努力，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辜负您们的善意，亦不

辜负您们对我的期望。最后十分感谢您们的善举，也祝愿公司发展顺利、

一切如意。

——化工学院 183 硕 张硕

首先，我想由衷地对您们说声谢谢，感谢贵公司能给我这样的帮助，

让我能够继续我的学业。我是来自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于今年正式就读东华大学。我来自一个贫

困的农村家庭，父母早年离婚，我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家中还有年迈的奶

奶。父亲在家靠务农为生，还要照顾年迈的奶奶以及承担我的学业花费，

家中入不敷出十分困难。所以能得到这次的安诺其助学金，我非常感谢。

她带给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对于继续我的学业，

我有了更坚定的信念。我深知我所得到的教育的来之不易，正是由于安诺

其助学金，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我深知现在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做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辜负您们对我的期望。

——化工学院 182硕 徐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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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捐助，您们的捐助给予

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能在东华大学顺利学习成长。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

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18级的硕士研究生李兰，我来自河

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家中有四口人，母亲和两个哥哥。父亲去年冬天突发

脑溢血，在县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住院治疗，出院后瘫痪在床，生活

不能自理。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一技之长，靠种地为生。父

亲生病，花光了家中积蓄。今年暑假期间，父亲病情加重，不幸离世。家

庭经济来源少，难以承担我的上学开销。感谢贵公司的捐助，在以后的学

习生活中，我会加倍努力，将来报答社会，报答像您们这样的好心人。

——化工学院 181硕 李兰

我是张滕家璐，现就读于东华大学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专业，现在是

一名研一学生。能够得到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助的安诺其助学

金，我感到非常幸运和荣幸 , 也对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学校

的领导老师们怀有感激和谢意。我来自东北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早

已离异，在大学期间，为了减轻家里父母的负担，我做了很多兼职，比如

红牛饮料促销员、正大蒸饺试吃促销员、家教等。但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

学习，我选择了继续读研，但这也为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而安诺其助

学金为我的生活投射进了一抹明亮的阳光，使我不再迷茫无措，使我坚定

了努力学习、专心科研的信念和决心。感谢贵公司对我的帮助。未来我会

以全新的姿态面对生活，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负大家的期望。

——化工学院 183 硕 张滕家璐

常言道：“上帝在给你关掉一扇窗的时候，也会给你打开另一扇门。”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我的家庭却简单而又充满幸福，同时在

我成长的路上，也有很多人的帮助，在此，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我的帮助。我会谨记帮助我的人，不断拼搏，不断向上，我会

用汗水来证明，我没有辜负您们对我的期望与帮助。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

拥有什么样的家庭是我不能选择的，但我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却掌握在我

的手中。我会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忘初心，向着自己梦想的地方前进。

您们对我的资助，我会好好珍惜的，将其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与他人攀比，

不挥霍浪费，做好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挑战的话，

那我从未停止过向前的步伐；如果说岁月是一场风雨的话，那我从未胆怯

过前路的荆棘。我一路走来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帮助我的人，也许我们从

未谋面过，也许我们不曾再相见，但您们的帮助，我绝不会忘记。是您们

的帮助，才让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是您们的无私，才给了我逐梦的机会；

是您们的奉献，才让我笑看风雨，不畏艰险。我会牢记您们的帮助，砥砺

前行！

——化工学院生物 1701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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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化工 181 硕班的金诚，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各位领导对我们贫困学生提供的帮助。本人来自安徽的一个小农村，父母

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生活本就拮据，后来父亲生了大病丧失了劳动能力，

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母亲。如今我和妹妹昂贵的学费更让一家人焦头

烂额。贵公司对我的资助对我家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在此真诚表达对贵

公司及各位公司领导的谢意。虽然求学之路对我及我的家人来说十分不易，

但是一路走来，能收到像贵公司等各界的援助和鼓励让我十分感动，也给

了我努力向前的动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常怀感恩的心，认真走好求

学的路，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化工学院 181硕 金诚

首先我想向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说声谢谢，谢谢贵公司对我

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今年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了，大学的生活虽然精彩，

但有时候会因为家庭的贫穷产生一丝自卑，正是在您们这些好心人的帮助

下，我的生活回到了正轨，一点点找回了自信。对于我来说，这笔助学金

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帮助，更让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她给予我勇

气，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她让我看到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学

子的关怀和关爱。大学是人生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贵公司的帮助，我们

这些贫困生的大学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贵公司的帮助下，我一定

会珍惜这珍贵的四年光阴，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通过自身的奋

斗改变自己的人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去帮助别

人，造福社会。总之，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简短的谢谢！

——化工学院应化 1701 戚鹏飞

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的 18级硕士苏海燕，首先我要

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学校对我的关心以及帮助！怀揣着满

腔的热血与理想我踏上了新的征途，来到东华大学求学。虽然我来自农村，

家庭条件不好，但是我一直乐观积极，不自卑、不自负，与同学老师相处

融洽。家庭条件不富裕的我十分了解父母的不易，他们承受着很大的经济

压力让我继续学业，所以我必须努力，为了自己，为了父母。在今年暑假

期间，我就在外面打工，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家庭压力，另一方面则锻炼了

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如今我得到贵公司与学校各级领导的关心与帮助，

我会继续努力，更加认真学习，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做一名优秀研究生，

不辜负贵公司与学校对我的关怀，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成为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才 ! 再一次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学校对我的关

心以及帮助！谢谢！

 ——化工学院 181硕 苏海燕



我叫姚明月，是来自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 18级的研究生。首先

请允许我代表受助学生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助。是

您们的爱心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同时温暖着我们这些寒

门学子的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这些学子们将永远把您们的爱心

铭记在心。人生不会总是灰暗的，您们的爱心，如同夜空中闪耀的繁星，

点点星光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在贵公司的帮助下，我相信我不会辜负各位

的希望，立志成才。争取在我学有所成的时候学习贵公司的善举，将您们

的爱心传递下去，温暖更多人的心。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受助学子再次

向贵公司的慷慨解囊表达内心深深的谢意。

——化工学院 181硕 姚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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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我们贫困在校大学生的关心

和爱护，对我们学习的支持和鼓励，让我们有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机会在教

室里学习，有同样的机会听老师们传授知识，在学校里安心地追求自己的

理想，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6月 11日以前，我家虽然是低保家庭，

生活拮据，但是我仍然有着父亲的宠溺，无忧无虑。一场 车祸使我成为了

无依无靠的孤儿，为生活挣扎。所以我很感谢有安诺其助学金帮助我完成

学业。为了不辜负这一份温暖和关怀，我积极加入学生组织，担任团支书，

也在努力学习，希望成为一个可以回报集体、回报社会、回报国家的有用

之人。再次诚挚地感谢您们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

——化工学院化学类 1804 蔡妍

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分析化学专业的薛天凤。能够

申请到贵公司的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我内心感到十分的温暖，同时也

十分感激贵公司的慷慨资助。家庭困难的我总是为囊中羞涩而感到有些自

卑，不过，正是有像贵公司一样富有社会担当、积极回馈社会的公司存在，

让像我这样的学生有生活上的保障。我也不会再彷徨自卑，会勇敢去拼搏

自己的人生，争取日后也做一个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积极回馈社会的人！

这份恩情，我将时时铭记在心，化作我奋发前进的动力，激励着我不断地

向前。再次感谢！

——化工学院 182硕 薛天凤



我叫姜婷，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的 18级研究生。首先，

真诚感谢贵公司对我的资助，缓解我目前的窘困。我父亲在 2017 年 11 月

底确诊了升结肠癌，这对我家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不仅因为治病带来

的巨大经济压力，更因为我们家的顶梁柱倒下了。从确诊到做手术，再到

决定做第一次化疗，一个月的时间让我父亲经历了种种人生最痛苦的事，

当时正值考研后期的我也陷入绝望。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且朴实善良的

农民，母亲由于心脏问题不能做重活。如果父亲没有生病，我们家的日子

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父亲生病后，家里家外一切都变了。六次化疗花光

了父亲这几年的积蓄，由于父亲的自尊心和不好意思对其他人说出自己的

病情，我们家一直在自费为父亲治病，没有通过水滴筹等公益平台寻求帮

助，后期无法承担的时候借了不少外债，也正是那个时候，一直对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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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硕士 183 班的孙潇。本次非常

荣幸能够获得由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

金，特此向贵公司表示由衷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业界赫赫有名，我也了解到贵公司的宗旨为“染靓世界 彩化生活”，

感觉到很亲切。我本硕的专业都是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对本专业始终怀

有一颗热爱之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也会尽全力刻苦读书，认真实验，

巩固好自己的专业根基，争取毕业时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为行业、

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我立志在贵公司的资助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将

这份温暖回报给社会。祝贵公司发展事业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再次表

示由衷感谢！

 ——化工学院 183 硕 孙潇

记得从大学入学的时候就一直接受国家助学金的补助，使得我在生活

方面得以改善，能更加专注于学习。四年期间勤恳学习让我从安徽的一个

小城市来到上海读研，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很难得，本来能接受到国家的

资助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天辅导员告知我我获得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资助的安诺其东华大学助学金时，我是深深地感动了。作为名家境贫

寒的学生，我能深体会到这笔资助对我们是多大的鼓励，鼓励我们认真学

习，同时这笔资助也让我学习到一种精神就是要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多

回馈社会。我感恩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助，也感恩这个社会。

——化工学院 182硕 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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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概念的我才知道，生病没钱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说实话，我现在

回想去年那个时候的日子都想哭，因为太无助了，医生不告诉我父亲还有

几年的寿命，我特别害怕父亲会走，正在读书的我也没有办法为父母分担

经济压力，马上就要考研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那时候几乎每天晚

上都会失眠，我身边的同学在享受生活的时候，我面对的是让人感到恐惧

的未来。2018 年 5 月底，父亲结束了六次化疗，现在在家休养，即使家里

日子不太好过，我也十分感恩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奶奶 4 月份的时

候脑溢血住院，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还在康复中。2018 年 3月中旬，

我顺利通过东华大学的复试被录取，但是这是一件又喜又悲的事情，我开

心我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但是读研究生就意味着我在三年之内不能

赚钱帮父母还债，学费和生活费对我们家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最后，

在我们家千疮百孔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是支持我读研，我特别感谢我父亲，

但同时又为无法改善家中情况而无奈自责。开学的时候我了解到学校有资

助困难生的项目，就像看到一线光明一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提交了困

难生认定表和相关材料，一个月后我从辅导员那里知道我被评上了安诺其

助学金，当时真的特别开心又感激！我们家遭遇的事情是不幸的，但是能

得到贵公司的资助我又是幸运的！ 5000 块钱对我来说是四五个月的生活

费，真的特别感激您们！我把我受到资助的消息告诉了爸妈，他们特别开

心，也感谢企业有这么好的政策！作为一名正在上学的学生，现在我还没

有办法回报您们的帮助，只能在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珍惜自己的学习机

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我也将贵公司这种公益助人的精神牢记于心，

当我有能力的时候，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最后，再一次真诚感谢贵公

司的资助，也祝贵公司越办越好！

——化工学院 181硕 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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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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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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中国·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 2999号行政楼 546室（201620） 

电话：+86(0)21-67792792/62373627   

传真：+86(0)21-67792095/62373627

Add: Room 546,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2999 North Renmin Road, Shanghai, China  201620 
Tel: +86(0)21-67792792/62373627   
Fax: +86(0)21-67792095/6237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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