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2016  年度工作报告。本基金

会理事会及理事、监事保证本年度工作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

一切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基金会印章：

 （说明:法定代表人签字必须由本人手签，不接受电子签章等其他非手签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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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68374339-8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211683743398 登记证号 辽20009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

优惠资格年度和批

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
是 2015-02-27

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国家
税务局、辽宁省地方税务局

辽财税［2015］100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
是 2017-03-06

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国家
税务局、辽宁省地方税务局

辽财税［2016］431号

其他：
  

宗旨
聚沙成塔，公益多助，全面支持和推动大连理工大学的事业发展。致力于加强大连理工
大学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推动大连理工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事业的发展。
本基金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业务范围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建设、资助辽宁省贫困学生。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

金会  其它
业务主管单位 辽宁省教育厅

成立时间 2009-03-09 原始基金数额 200.00 万元

2016年是否认定为慈
善组织

否 认定时间  

2016年是否取得公开
募捐资格证书

 取得证书时间  

微信公众号 dlutedf

基金会住所 大连市高新园区凌工路2号

电子邮箱 edf@dlut.edu.cn 传真 0411-84706759

邮政编码 116023 网址 http://edf.dlut.edu.cn/

秘书长
姓名 杨克旭 固定电话 0411-84706086

移动电话 13942691500 电子邮件 yangkx@dlut.edu.cn

年报工作
联系人

姓名 吴笛 固定电话 0411-84706391

移动电话 13840870201 电子邮件 wendy@dlut.edu.cn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朱志伟 固定电话 0411-84707060

移动电话 18640933858 电子邮件 zzw@dlut.edu.cn

理事长 张德祥 理事数 12

监事数 3
负责人中担任过省部级及以

上领导职务的人数
1

负责人数
(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
12

负责人中现任
国家工作人员的人数

0

专项基金数 0 代表机构数 0

持有股权的实体数 0 专职工作人员数 6

志愿者数 20 举办刊物情况 内部发行刊物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大连永佳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17-03-06 报告编号 0

 说明：

 1、基金会的住所填写能接收邮件、信件的实际办公场所。

 2、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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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

1、本基金会于（ 2016 ）年（ 1 ）月（ 17 ）日召开（ 一 ）届（ 十六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01-17

会议地点：大连理工大学主楼412会议室

会议议题：2016年基金会工作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 张德祥  、姜德学  、宁桂玲  、杨克旭  、宋丹  、苏敬勤  、

张言军  、郭驰  、梁茵  、  、  、  、  、

、
 、  、  、  、  、  、  、

、
 、  、  

 
未出席理事名单： 郭东明  、宋永臣  、朱泓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席监事名单： 杨玉新  、杨炳君  、冯宝军  、  、  、  、

 、  、  、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  、  、  、  、  、

 、  、  、  

 
会议决议：
1.会议听取了校内各部门筹资情况及指标完成情况。2015年计划筹资指标为2015万元，截至年底，筹资
总额2921.6万元，超额完成筹资指标，全校共有11个单位完成全年筹资任务。
2.会议听取了公益支出情况。2015年，基金会不断优化项目管理流程，启动开发项目管理系统，提升工
作效率与管理水平。全年共资助项目128个，涵盖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校园建设、发展基金及校友
支持等方向。
3.会议审议了2016年资金运作计划。在投资管理办法出台前，继续按照现有的《资金运作暂行办法》进
行稳妥的银行理财，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在理事会闭会期间，理财产品的审批，授权常务副理事长进行
审批。
备注：
无

2、本基金会于（ 2016 ）年（ 7 ）月（ 10 ）日召开（ 一 ）届（ 十七 ）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6-07-10

会议地点：大连理工大学主楼412会议室

会议议题：听取2016年基金会工作计划

出席理事名单：张德祥  、姜德学  、宁桂玲  、杨克旭  、宋丹  、苏敬勤  、

张言军  、郭驰  、梁茵  、  、  、  、  、

、
 、  、  、  、  、  、  、

、
 、  、  

 
未出席理事名单： 郭东明  、宋永臣  、朱泓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席监事名单： 杨玉新  、杨炳君  、冯宝军  、  、  、  、



 、  、  、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  、  、  、  、  、

 、  、  、  

 
会议决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二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报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按照相关报批、报备流程，筹
备换届工作。
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
理事长：王寒松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常务副理事长：姜德学 大连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副理事长：宁桂玲 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秘书长：杨克旭 大连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处处长
理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博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文明 首华财经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王冬雷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志伟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研究生工作处处长
苏敬勤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部长
李 杨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部长
张 旭 大连理工大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张言军 大连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主任
张维平 大连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
南 方 香港工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副总裁
郭 驰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
杨晓英 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学生工作部部长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梁 茵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
禚伟明 大连宝禾水务集团董事长
备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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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政治面貌

理事

会职

务

在登记

管理机

关备案

时间

(最近

一届)

本年度出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金

会领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张德祥 男
1950-

07-08

中共党员 理事

长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是 是

2 姜德学 男
1962-

08-08

中共党员 副理

事长

2009-

12-01
2

自 2009-12-01 

至 2016-12-31
0.00 否  

3 郭东明 男
1959-

04-03

中共党员 副理

事长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4 宁桂玲 女
1958-

04-26

民主人士 副理

事长

2013-

03-05
2

自 2013-03-05 

至 2016-12-31
0.00 否  

5 杨克旭 男
1975-

04-29

中共党员 秘书

长

2013-

03-05
2

自 2013-03-05 

至 2016-12-31
0.00 否  

6 宋丹 男
1968-

10-23

中共党员
理事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7 朱泓 女
1963-

02-27

中共党员
理事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8 宋永臣 男
1963-

06-2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3-

03-05
2

自 2013-03-05 

至 2016-12-31
0.00 否  

9 张言军 男
1974-

10-15

中共党员
理事

2013-

03-05
2

自 2009-03-05 

至 2016-12-31
0.00 否  

10 梁茵 女
1966-

11-06

中共党员
理事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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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政治面貌

理事

会职

务

在登记

管理机

关备案

时间

(最近

一届)

本年度出

席理事会

会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基金

会领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1 郭驰 男
1974-

09-13

中共党员
理事

2013-

03-05
2

自 2013-03-05 

至 2015-12-31
0.00 否  

12 苏敬勤 男
1961-

01-13

中共党员
理事

2009-

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5-12-31
0.00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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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在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时

间

(最近一届)

本年度

列席理

事会会

议次数

任期起止时间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

取的报酬

(人民币元)

是否为

党政机

关、国

有企事

业单位

退

（离）

休干部

退

（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杨玉新  女  1968-06-03  中共党员  2013-03-05  2 自 2013-03-05 至 2016-12-31  0.00  否    

   杨炳君  男  1965-02-11  中共党员  2009-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冯宝军  男  1966-03-10  中共党员  2009-03-09  2 自 2009-03-09 至 2016-12-31  0.00  否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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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工作人员( 13 )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果理事、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
的，也需填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所在部门及职务
党组织关系所在党

支部名称

 杨克旭  男  中共党员  1975-03-29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秘书长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邬霞  女  中共党员  1976-04-08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副秘书

长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朱志伟  男  中共党员  1983-02-01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新闻发言

人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吴笛  女  中共党员  1984-02-01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宋增人  男  中共党员  1992-09-14  本科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孙晨  女  中共党员  1986-11-29  本科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金倩  女  中共党员  1988-01-09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俞洲  男  中共党员  1990-05-18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朱龙超  男  中共党员  1989-05-28  本科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关思慧  女  中共党员  1992-05-04  硕士研究生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校友工作处党

支部 

 白秀英  女  中共党员  1959-04-08  专科  会计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

党委财务处党支部 

 徐昭  女  群众  1969-01-11  专科  出纳  无 

 韩旭  男  群众  1987-01-05  本科 
 基金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 
 无 

                  

                  

                  

                  

                  

                  

                  

                  

                  



                  

                  

                  

                  

                  

                  

                  

                  

                  

                  

                  

                  

                  

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为： 75695.8   元

说明：平均年工资值为领薪工作人员工资之和除以领薪工作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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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
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  有  无

专项
基

金、
代表
机

构、
持有
股权
的实
体机
构管
理、
内设
机构
制度

专项基金管理制度  有  无

代表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持有股权的实体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内设机构制度  有  无

证书
印章
管理

法人证书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印章保管、使用管理制度  有  无 保管在 秘书处（办公室）

工作
人员
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有  无 专职工作人员签订聘用合同人数 6

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人数

失业保险 6 养老保险 6 医疗保险 6

工伤保险 6 生育保险 6

奖惩制度  有  无 业务培训制度  有  无

志愿
者管
理

志愿者管理制度  有  无 志愿者数 20

财务
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银行(列
出全部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栾金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

人民币银行账号(列
出全部帐号)

21001501910059100036
7508015560000781

外币开户银行(列出
全部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栾金支行

外币银行账号(列出
全部帐号)

21214208900223000419（美元）21227208900223000426（日元）
21213208900223000449（港币）21212208900223000455（英镑）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国税   地税   未登记

使用票据种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捐赠收据；   税务发票；   其他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持有会计证 专业技术资格

白秀英 会计  是  否 会计师

徐昭 出纳  是  否 会计师

 是  否

 是  否

信息
公开

信息公开制度  有  无

其他
管理
制度

基金会档案管理制度、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基金会资金运作办法、基金会临时用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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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制度中是否包括以下内容

名称 内容 有无制定

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支付标准   有   无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项目相关运行成本

支付标准   有   无

列支原则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资产管理和处置

原则   有   无

风险控制机制   有   无

审批程序   有   无

投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标准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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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情况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

本

情

况

党组织名称
中共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

金会党支部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机关党委 党员总人数 9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邬霞 基金会副秘书长

参与内部治理情

况
  理事会  办公会  其它

党建工作联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中所任职务 手机号码

吴笛 基金会秘书 13840870201

活

动

情

况

是否有专门活动

场所
是 活动经费数额 0元/年 活动经费来源 上级组织划拨

组织生活开展次

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9 次 9 次 0 次 2 次

群团

工作

是否建立工会 是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妇联 否

群团组织开展活动次数 0 次

说明：“党员总人数”应填写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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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事项（点击“⊙ ”选取）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是  否  变更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原始基金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法定代表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基金会类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宗旨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负责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名称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住所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

范围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是  否  变更代表机构、分支机构负责

人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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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基金、代表机构、持有股权的实体及其他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代表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持有股权的实体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内设机构总数 0 个
本年度新设 0 个

本年度注销 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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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开展了异地募捐，是否向所在

地民政部门报送了募捐方案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开展了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捐平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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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表、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自动
求和）

19,936,899.23 0.00 19,936,899.23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自动求和）

19,598,953.63 0.00 19,598,953.63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的捐赠

3,525,482.24 0.00 3,525,482.24

    来自境内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16,073,471.39 0.00 16,073,471.39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自动求和）

337,945.60 0.00 337,945.6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
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37,945.60 0.00 337,945.6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
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
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
性目的赠与）

0.00 0.0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大华集团大连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

0.00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
司

  
2,160,000.00

0.00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远程教育平台建
设

合计 7,660,000.00 0.00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或者500万以上的捐赠单位

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二）公开募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组织公开募捐活动(0)项，募捐取
得的收入（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自动求和） 0.00 0.00 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三）公益支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50,619,194.23

本年度总支出 15,599,209.2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4,958,824.9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340,631.09

行政办公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170,556.75

其他支出 129,196.46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
例）

29.55 %

  综合两年 37.35 %

  综合三年 46.06 %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
比例）

  3.28 %

  综合两年 1.94 %

  综合三年 1.5 %

说明：

公益事业支出包括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支出和开展公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运行费用，上年度基金余额为

上年度期末净资产。

综合近两年公益支出比例=（本年“公益支出”+上年“公益支出”）/（本年“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上年度基

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支出比例为近三年“公益支出”合计与近三年“上年度基金余额”合计比例；综合

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为近两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合计与近两年“总支

出”合计比例，综合近三年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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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中科化物（大连）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00,000.00

0.00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大连慈善基金会   
2,500,000.00

0.00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合计 7,660,000.00 0.00  

说明：1、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2、本表列示累计捐款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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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益支出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的情况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度总收入中有时间受限为上年不得使用的限定性收入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公益支出与业务活动表中“业务活动成本本年累计数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如果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行政办公之和与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本年累计数合计”的合计不一致,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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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本基金会共开展了（ 89405  ）项公益慈善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 机关文体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2 项目名称 ： 团委-正源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青少年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元，共20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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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 阿克苏诺贝尔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9,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537.6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泛亚中视公关策划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公益项目。

4 项目名称 ： 创业姑苏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苏州市团委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000元，共3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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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 团委贫困生返乡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7,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7,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资助贫困生返乡路费。

6 项目名称 ： 远洋探海者社会实践奖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泛亚中视公关策划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资助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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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 ： 创梦杯创业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62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动、社会实
践等项目。

8 项目名称 ： 关爱空巢老人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25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辽宁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社会公益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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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 ： 创业张家港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88.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张家港市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动、社
会实践等项目。

10 项目名称 ： 与信仰对话讲座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西安三人行传媒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
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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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名称 ： 德高贝登杨柳资助专项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德高贝登户外广告（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
校1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3000元，共3000元。

12 项目名称 ： 互联网 暑期社会实践资助专项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辽宁省学生联合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资助
助学金5000元，共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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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项目名称 ： 青春高校健康行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14 项目名称 ： 峰岚文化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峰岚农业（大连）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文化文艺活动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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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名称 ： 趣加.攀登杯科技作品竞赛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趣加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科技、文体活动项目。

16 项目名称 ： 宝钢教育奖教金、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8,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8,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宝钢教育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元，共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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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项目名称 ： 教师教学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7,2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超星尔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18 项目名称 ： 东风日产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车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
5000元，共10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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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项目名称 ： 德豪润达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4,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0名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000元，共
120000元。

20 项目名称 ： 潘家铮水电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名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500元，共26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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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项目名称 ： 东芝医疗研发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0名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500元，共100000元。

22 项目名称 ： 佳能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青少年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5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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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项目名称 ： 中海油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81,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25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
学金3000元，共75000元。

24 项目名称 ： 香港-徐晓麟、徐杨洁纪念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香港培德国际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000元，共
1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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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目名称 ： 学生处-CASC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4762元，共
100000元。

26 项目名称 ： 凌水街道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8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凌水街道办事处出资在我校设立，每年资助10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
学金5000元，共50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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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项目名称 ： 中国船级社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船级社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5名成绩优异学生，共150000元。

28 项目名称 ：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3000
元，共3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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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项目名称 ： 住友化学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82,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8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住友化学株式会社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000元，共180000
元。

30 项目名称 ： 博信达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大连博信达贸易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
资助助学金3000元，共3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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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项目名称 ： 刘龙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刘龙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3000元，共3000
元。

32 项目名称 ： 王秀霞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王秀霞校友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2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2000元，
共4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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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名称 ： IBM奖学金、奖教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国际商用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000
元，共22000元。

34 项目名称 ： Panasonic育英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
5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35 项目名称 ： 中凯化学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7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慈善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5名成绩优异学生，共70000元。

36 项目名称 ： 中冶焦耐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唐羽甜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5000元，共
1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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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项目名称 ： 理工安全慈善基金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2,2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12,2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理工安全装备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740元，共
112200元。

38 项目名称 ： 新科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6,420.57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7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429元，共
4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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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项目名称 ： 润英联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润英联（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元，共60000
元。

40 项目名称 ： NOK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7,573.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6,905.92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日本NOK株式会社（美元结汇）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9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987
元，共5671.32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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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项目名称 ： 羽毛球协会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5,145.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孙连峰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42 项目名称 ： 师生出国出境交流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8,182.98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师队伍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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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名称 ： HIWIN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000元，共
120000元。

44 项目名称 ： 孙工会校友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孙工会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2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5000
元，共1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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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项目名称 ： 周舰校友新生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周舰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0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1000
元，共100000元。

46 项目名称 ： 港澳台侨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000元，共3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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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项目名称 ： 上银菁英学生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9,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5名成绩优异学生，共300000元。

48 项目名称 ： 困难学生资助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136.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
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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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项目名称 ： 资产处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50 项目名称 ： 研究生院专项（奖学金、学生活动）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0元，共100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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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项目名称 ： 蒋震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168.5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49,696.51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蒋震工业慈善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
8323元，共249696.51元。

52 项目名称 ： 必维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必维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6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4167元，共
2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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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项目名称 ： 水田宗子村井隆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7,713.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7,713.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水田宗子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848元，共57713元。

54 项目名称 ： 华为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0元，共100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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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项目名称 ： 昭和电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昭和电工株式会社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333元，共40000元。

56 项目名称 ： INTEL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5,737.9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英特尔半导体（美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0
元，共5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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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项目名称 ： 研究生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张军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资助研究生学业发展、科技研究等项目。

58 项目名称 ： 研究生院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辽宁和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名成绩4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
共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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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项目名称 ： 校友年度捐赠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100.1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60 项目名称 ： 赤峰五甲大学生创业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7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五甲万京信息产业集团捐赠设立，用于支持大学生创业。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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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项目名称 ： 赤峰五甲校友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6,637.93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五甲万京信息产业集团捐赠设立，用于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校友活动。

62 项目名称 ： 张枚京剧艺术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302.4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旅顺口区慈善总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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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名称 ： 网球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1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工设计院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64 项目名称 ： 学生大病紧急救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救助大连理工大学患大病的校内师生。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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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项目名称 ： 樱花园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孙嘉威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基础建设，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购置等项目。

66 项目名称 ： 王冠举校友爱心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4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
助助学金10000元，共4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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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项目名称 ： 为忠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吴为忠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2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5000
元，共100000元

68 项目名称 ： 香港校友会新生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香港校友会潘珍捐款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
助学金2000元，共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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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项目名称 ： 校友年度捐赠-关爱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0,488.98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9,846.33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救助大连理工大学患大病的校内师生。

70 项目名称 ： 校友年度捐赠-图书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8,817.3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4,376.29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丰富学校图书馆的图书。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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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项目名称 ： 校友年度捐赠-校园文化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校园文化建设。

72 项目名称 ： 常州在职同学助学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常州大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4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
资助助学金3000元，共12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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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项目名称 ： 援梦专列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7,947.74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9,506.85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江枝茂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74 项目名称 ： 斯嘉丽创新创业奖励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王爱瑾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2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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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项目名称 ： 年度捐赠-关爱基金（高启凡）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1,161.83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救助大连理工大学患大病的高启凡同学。

76 项目名称 ： 年度捐赠-关爱基金（潘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31,331.36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1,331.36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和爱心人士共同捐赠设立，用于救助大连理工大学患大病的潘健同学。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77 项目名称 ： 筑梦卓越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6.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纪忠恺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78 项目名称 ： 南宁庞博士生物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南宁庞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6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每人资助助学金20000元，共1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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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项目名称 ： 后勤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2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胜利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基础建设，图书资料和仪器
设备购置等项目。

80 项目名称 ： 创新院教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2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5,01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芝倪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等。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81 项目名称 ： 体育馆体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9,9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竞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等。

82 项目名称 ： 建工学部校友文化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9,472.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李昕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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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项目名称 ： 中国路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000元，共
10000元。

84 项目名称 ： 新兴铸管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20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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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项目名称 ： 张光斗科技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8000元，共16000
元。

86 项目名称 ： 中交四航院奖学金/中交四航院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
6000元，共18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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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项目名称 ： “筑梦.圆梦”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等项目。

88 项目名称 ： TDK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TDK大连电子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6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562元，共25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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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项目名称 ： 恩德斯学生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奖学金项目。

90 项目名称 ： E H大连理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上海恩德斯豪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
3000元，共3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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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项目名称 ： 科技文化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729.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等项目。

92 项目名称 ： BOE俱乐部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3,968.8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Fidelity（大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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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项目名称 ： 敏通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深圳市敏视汇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
元，共5000元。

94 项目名称 ： 美尔镁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石桥市美尔镁制品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4000元，共
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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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项目名称 ： 硅格英才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深圳市硅格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000元，
共12000元。

96 项目名称 ： 电子系86届毕业生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柳成久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2000
元，共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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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项目名称 ： 华畅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华畅科技（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3名家庭困难学生，
每人资助助学金10000元，共30000元。

98 项目名称 ： 江苏软件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8,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江苏软件产业人才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8000元，共
8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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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项目名称 ： “花旗杯”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4,858.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花旗银行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花旗杯大赛支出，共14858元。

100 项目名称 ： 学生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9,875.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步云广告文化信息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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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项目名称 ： 软件学院爱心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1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步云广告文化信息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102 项目名称 ： IBM奖教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44,045.59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IBM大学合作部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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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项目名称 ： 继续教育研发培训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84,218.29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市工程师继续教育协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等。

104 项目名称 ： 钱令希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4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8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工程力学系99级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元，共128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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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项目名称 ： 涡轮学子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杨宗明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3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10000元，共130000元。

106 项目名称 ：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55,7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107 项目名称 ： ABS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8,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美国船级社（ABS）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9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7111元，共64000元。

108 项目名称 ： 日本海事协会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日本海事协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2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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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项目名称 ： 梦飞重病救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41,275.65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金宗杰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30000
元，共30000元。

110 项目名称 ： 跑出大工，奔向世界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834.66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众筹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校发展建设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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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项目名称 ： 极致飞控学生社团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5,066.26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辽宁壮龙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建设。

112 项目名称 ： 中凯化学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凯化学（大连）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 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
1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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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项目名称 ： 侯毓汾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化工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奖励成绩优异学生项目。

114 项目名称 ： 化工过程模拟优化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52,11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鄂尔多斯市金诚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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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项目名称 ： 博融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大连博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
人资助助学金10000元，共130000元。

116 项目名称 ： 优秀学生“DICP”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
元，共5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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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项目名称 ： 德美化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8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
共40000元。

118 项目名称 ： 烟台万华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元，共5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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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项目名称 ： 程兰征物理化学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魏宁宁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000元，共2000元。

120 项目名称 ：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15,910.66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张本良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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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项目名称 ： 凯因科技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
55000元。

122 项目名称 ： 管经证券期货中心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淄博新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加速大连理工大学证券期货中心的建设和发
展，支付证券期货研究人员的奖教金。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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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项目名称 ： 泰德煤网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泰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等项目。

124 项目名称 ： 浩隆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吕金伟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3000元，共3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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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项目名称 ： 武春友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恒基新润水务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126 项目名称 ： 经管学部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5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会员管理委员会同乐服务队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5名家
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1500元，共 7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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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项目名称 ： 卓越杯案例分析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9,811.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128 项目名称 ： MBA实践课程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
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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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项目名称 ： 管经学部社会实践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管理学院经济系06届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社会实践项目。

130 项目名称 ： 管理学部个人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4,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杨晓丹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2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131 项目名称 ： EMBA教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2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深圳梵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132 项目名称 ： 管经学部奖教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7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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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项目名称 ： 大连狮子会同乐会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7,5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会员管理委员会同乐服务队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3名家
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2500元，共7500元。

134 项目名称 ： 云南爱心小学捐赠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恒基润水务有限公司捐款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社会公益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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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项目名称 ： 晨怡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44,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夏晨怡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6000元，共72000元。

136 项目名称 ： 教师关爱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8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建设工程学部91级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137 项目名称 ： 小出集团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9,32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小出集团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300元，共2300元。

138 项目名称 ： 机械学院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5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工机械系九四级校友，九零级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
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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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项目名称 ： 机械本科毕业生工作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3,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基础建设，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购置项目。

140 项目名称 ： 奥拓福励学奖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沈阳奥拓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9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263元，
共10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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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项目名称 ： 奥林巴斯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
15000元。

142 项目名称 ： 材料九二校友阳光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宋力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3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1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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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项目名称 ： 造船84级校友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造船84级校友捐赠设立，用于材料学院校友活动。

144 项目名称 ： 数学学院发展基金（天途有限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87,232.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天途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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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项目名称 ： 物理89级校友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3,083.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物理系89级1班全体同学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奖励、创业就业、社团活动、社会实
践等项目。

146 项目名称 ： 物理80级校友奖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2,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物理80级校友宇德海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资
助助学金4400元 ，共22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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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项目名称 ： 近物所科教协同育人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4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500元，共
100000元。

148 项目名称 ： 设计院体育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7,58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三研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基础建设，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购置等
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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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项目名称 ： 体教部体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等。

150 项目名称 ： 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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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项目名称 ： 年度捐赠（盘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76,646.37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捐赠设立，用于支持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教育事业发展。

152 项目名称 ： 年度捐赠-关爱基金（盘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4,382.98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1,41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捐赠设立，用于支持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学生大病救助。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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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项目名称 ： 盘锦校区学生奖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3,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曹宏禄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5名家庭困难学生，共50000元。

154 项目名称 ： 宝学-宝来化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
10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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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项目名称 ： 刘天顺校友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刘天顺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5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4800 元，共24000 元。

156 项目名称 ： 盘锦校区商学院奖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3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协委员慈善基金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2名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共4.8万元。
。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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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项目名称 ： 宝禾水务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大连宝和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
150000元。

158 项目名称 ： 王非校友优秀学生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王非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7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857元，共2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159 项目名称 ： 河北镕达化工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5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河北镕化工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5000元，共50000
元。

160 项目名称 ： 王家琪校友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

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王家琪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7名成绩优异同学，每人奖学金3571元，共25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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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项目名称 ： 大连摆渡人盘锦校区自强社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摆渡人教育机构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学生资助、社团活动项目。

162 项目名称 ： 学生体育运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97,2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9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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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项目名称 ： 骨诊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5,664.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潘妮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0名成绩优异同学，每人奖学金1000元，共10000元。

164 项目名称 ： 英才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75,322.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秦伟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1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5000元，共6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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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项目名称 ： 学生国际化基金（盘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8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校区教工出资在学校设立，用于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166 项目名称 ： 学生艺术发展基金（盘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2,2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校区教工出资在学校设立，用于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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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项目名称 ： 食品与环境学院基金（盘锦）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9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校区教工出资在学校设立，用于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项目。

168 项目名称 ： 盘锦公交公司辽东湾分公司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6,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盘锦公交公司辽东湾分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3000

元，共3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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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项目名称 ： 盘锦校区艺术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凯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齐宝财）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校园科技文化体育活动项目。

170 项目名称 ： 工会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773.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盘锦校区图书馆水吧出资在我校设立，用于教职工的资助、奖励和教师队伍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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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项目名称 ： 盘锦建行爱心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李柏峰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1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共5000元。

172 项目名称 ： 我为屈老立塑像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5,216.16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在校师生出资设立，用于我校盘锦校区设立屈伯川雕像。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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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项目名称 ： 建设银行爱心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66,9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5,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建行辽滨支行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5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3000元，共

15000元。

174 项目名称 ： 浙江商会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浙江商会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20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资助助学金5000元，共100000

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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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项目名称 ： 东华女子优秀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4,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匿名校友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2000元，共4000元。

176 项目名称 ：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9,450,9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72,807.25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大连理工大学校友及爱心认识捐赠，用于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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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项目名称 ： 钱正英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8,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由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在我校设立，资助2名成绩优异学生，每人奖学金4000元，共8000元。

178 项目名称 ：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基金-西部校区建设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1,0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基金-西部校区建设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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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项目名称 ： 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践基地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2,400,00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180 项目名称 ： 太比雅智慧水业人才奖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0.00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该项目是北京太比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金，资助我校家庭困难学生，共1000000元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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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 ：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间：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该项目是否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金融机构合作开展的购房补贴（资助）活动： 是  否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运作  混合

服务人群 ：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动物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

群

服务领域 ：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法律与公民

权力  政策倡导  灾害救助  扶贫及社区发展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全国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

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

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项目介绍：

说明：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项目合作方

等。

第15页插页



2、本年度开展的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否

本年度开展了（ 0  ）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
项目名称 ：

项目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地点 ：

项目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内容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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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年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  否

下年度计划开展了（ 0  ）项援藏、援疆和援助其他贫困地区的有关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
项目

名称

：

项目

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

地点

：

项目

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

内容

简述

：

、
项目

名称

：

项目

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

地点

：

项目

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

内容

简述

：

、
项目

名称

：

项目

支出

：

人民币  元，    项目周期 ：   年  月至  年  月

项目

地点

：

项目

类别

：

 民生保障类  扶贫济困类  其他类



项目

内容

简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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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外活动情况

1. 基本信息   无此情况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单位：个数）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构

主要负责人
工作人员 志愿者 其他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本年度参加

国际会议情况
共计参加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次 次 次

本年度出国（境）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个，本单位共计人次出访。

举办外文网站
 是  否 ，外文网站数量：个，外文网站使用的语言： 英语 

 法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世界语  其它

举办外文刊物
 是  否 ，外文刊物数量： 个，外文刊物使用的语言： 英语 

 法语  俄语  日语  德语  世界语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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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境外捐赠（含募捐）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无此情况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组织的捐赠

政府 0.00 0.00 0.00

企业 337,945.60 0.00 337,945.60

其它 0.00 0.00 0.00

总计 337,945.60 0.00 337,9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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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无此情况

`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家（地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工作对象和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人数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16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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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外交流合作项目（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无此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境外合作方 项目资金(人民币元)

项目形式 实施国家(地区)
合作方类型 所在国家(地区) 中方 外方

                  

                  

                  

                  

                  

注：1. 合作方类型：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个人。 

    2.项目形式不包括会议、考察、访问等非项目性的一次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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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无此情况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数额（单

位：人民币元/年）

担任职务或

获得资格情况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2016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3.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际组

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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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问题和管理政策建议  无此情况

1.2016年对外活动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如：组织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开展重要的对外经

济活动，实施重要的人文社会交往项目，组织或者参与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组织或者参与重要

的国际行动，开展有影响的对外扶贫救援，参与制定国际行业规则，在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

非政府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或者与其建立正式工作关系，建立海外机构，依法发起或者参与发起

成立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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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健全对外活动管理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无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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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
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
旅、物
流、交
通、会
议、培
训、审
计、评估
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凌水
街道奖
学金 

 1,000,000.00  1,080,000.00   0.00   0.00   0.00   0.00   1,080,000.00 

 大连
理工大
学教育
事业发
展基
金-西
部校区
建设 

 0.00   1,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00.00 

 大连
理工大
学创新
实践基
地 

 0.00   2,400,000.00   0.00   0.00   0.00   0.00   2,400,000.00 

                       

                       

                       

                       

                       

                       

                       

                       

                       

                       

                       

                       

                       

                       

                       

                       

                       

合　　
计

 1,000,000.00  4,480,000.00   0.00   0.00   0.00   0.00   4,480,000.00 

说明：

一、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2年以上的（包括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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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
会年度
公益总
支出比

例

用途

凌水街道奖学金 大连理工大学在
校学生140人

1,080,000.00 7.22%
学生奖学金，每年50万奖励140名
学生

大连理工大学教育事业发
展基金-西部校区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
1,000,000.00 6.69%

西校区基础设施建设

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践基
地

大连理工大学
2,400,000.00 16.04%

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践基地建设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4,480,000.00 29.95%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的

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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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行为）

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

表人

受托
人是
否具
有金
融机
构资
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
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收益金
额

实际收回金额

无
无 无 0.00 0 固定 0.00 0.00

   

   

   

   

   

   

   

   

   

   

   

   

   

   

合 计 0.00     0.00 0.00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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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无投资收益 0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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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无    无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

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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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元） 余额（元）

无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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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收款：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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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付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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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付百分比

应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其他应付款：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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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预收百分比

预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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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1、应收款项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364300 0 364300 5000 0 500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364300 0 364300 5000 0 5000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
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总
额的比例

1

宋增人

2000 0.55% 0 0
2016-
12-17

捐赠系统充值

2

腾人轶

300000 82.35% 0 0
2016-
06-21

希望小学建设

3

曹平

60000 16.47% 0 0
2016-
10-14

出差

4

杨洋

2300 0.63% 0 0
2016-
11-17

活动打印条幅借款

5

孙智妍

0 0 5000 100.00%
2016-
10-20

BOE俱乐部项目学生活动
借款

合 计 364300 5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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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预付账款及客户

单位：人民币元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0 0

1-2年

2-3年

3年以上

合  计 0 0 0 0 0 0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
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总
额的比例

1

无

0 0 0 0
2017-
03-17

无

 

 

 

 

合 计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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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应付款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许鑫助学金
3000 0 3000 0

袁小达助学金
2400 0 2400 0

合  计 5400 0 5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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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预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  计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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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本基金会本年的成绩和不足：

    2016年，基金会紧抓基础工作，规范管理，高效执行，用心服务，全年共接受社会捐赠3938笔，捐赠收入1993.7
万元，资助项目134个，累计支出1495.9万元，投资收益120.67万元。 
规范管理，推进专业化的内部建设。 
    汇编基础文件，起草、修订《财务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办法》、《投委会管理办法》、《人事管理制度》、
《捐赠配比奖励资金暂行办法》等管理制度，充分利用校友资源，邀请校内外专家进行专题研讨，确保内部制度的完整
性、可行性。 
    深入贯彻民政、组织部门对基金会党建、领导干部兼职的工作要求，完成基金会党组织建立工作，完成基金会主要
负责人兼职审批材料报批工作。 
    积极争取国家捐赠配比奖励资金，共申报58个项目，金额2077.88万元；积极落实校内捐赠配比奖励工作，共对20
个项目进行配比奖励，金额235.10万元。 
    规范内部建设，顺利完成各项认证，努力建设5A级基金会。顺利完成基金会年检、审计、非营利组织资格认定工
作；筹备并完成基金会评估申报工作，共形成2000余页、150余万字的申报材料。 
高效执行，推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 
    优化捐赠项目管理流程，修订项目管理的系列文件，按照项目类型标准化管理项目入账、报销、执行程序，公开承
诺办结时限，提高捐赠项目的执行效率。 
    独立开发项目管理系统并成功上线运行，现已完成212个在执行项目的录入工作，实现了项目、联系人信息一键查
询、统计、导出等功能，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准确率。 
    整合微信、支付宝、银联等小微在线捐赠渠道，为校友进行小额捐赠提供了便捷、高效、安全的捐赠平台，全年共
3442人次参与年度捐赠，金额49.25万元。 
    重视基金会信誉，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短信、校友通讯等媒介对捐赠进展、捐赠资金使用情况实时向捐赠者及社
会公开，保证项目在阳光下执行，提高基金会的透明度。 
用心服务，推广差异化的服务机制。 
    筹款设计用心，深入推进筹资工作。抓住校友捐赠的“痛点”，反复论证项目方案，努力设计“共赢”的大额捐赠项
目，初步与“银科基金会”达成1000万元的捐赠意向；在首届校友返校日当天，通过“书香满校园”展区，吸引93名校友
参与现场捐赠；以新生入学为契机设计“援梦专列”小额捐赠，并作为我校新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重要部分，在央视2套经
济半小时节目《贫困生圆梦路上的国家力量》专题中被报道。 
    项目执行用心。本着“用心对待每一笔善款”的原则，认真执行每一个项目，仔细审查每一笔支出，通过邀请捐赠者
参加项目评审、举行资助仪式、制作项目反馈手册等方式，向捐赠者反馈项目执行进展，赢取捐赠者的信任。 
    捐赠服务用心。全年共签署协议423份，颁发证书603张，协助制定并审核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70余份，审核各类
单据700余张；建立奖助学金评审工作沟通平台，及时向受资助单位反馈捐赠进账、使用情况，全年共有奖、助学金项
目108个，同比增长了38.46%，累计支出284.26万元，累计资助学生1881人。 
    反馈联络用心。首次定制校友年度捐赠专属纪念币，得到广大校友的认可；根据捐赠属性制定捐赠者联络方案，创
新性引入捐赠拓展者属性；筛选亮点项目的捐赠者、受赠者、执行者事迹进行专题报道，提高捐赠项目的知名度和捐赠
者的认同感；全年共发送反馈邮件16021封，节日祝福短信5251条。 
    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工作中的不足，主要问题是筹资项目不够丰富，目前现有筹资项目多数为学生奖助学
金等常规项目，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楼宇建设等方面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因此，在未来工作
中，我们将依据学校学科发展的需求，积极策划优质丰富的筹资项目。

（本页不能完全填写的可以复制本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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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会计报告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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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8,551.7256,111,901.54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5,400.00 0.00

 应收款项 3 364,300.00 5,000.00  应付工资 63 0.00 0.00

 预付账款 4 0.00 0.00  应交税金 65 0.00 0.00

 存 货 8 0.00 0.00  预收账款 66 0.00 0.00

 待摊费用 9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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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72,851.7256,116,901.54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5,400.00 0.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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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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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12,418.00 131,778.00     

 减：累计折旧 32 60,675.49 83,000.32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51,742.51 48,7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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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51,742.51 48,777.68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19,761,469.6123,740,819.56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30,857,724.6232,424,859.66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50,619,194.2356,165,679.22

 资产总计 60 50,624,594.2356,165,679.22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50,624,594.2356,165,6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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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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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7,211.01 23,518,840.22 29,216,051.23 9,546,646.47 10,390,252.76 19,936,8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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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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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6 0 0 0 0 0 0

  其他收入 9 941,081.37 0.00 941,081.37 1,208,795.03 0.00 1,208,795.03

  收入合计 11 6,638,292.38 23,518,840.22 30,157,132.60 10,755,441.50 10,390,252.76 21,145,694.26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

成本
12 18,748,342.49 0.00 18,748,342.49 14,958,824.97 0.00 14,958,824.97

 （二）管理费

用
21 335,153.51 0.00 335,153.51 534,248.87 0.00 534,248.87

 （三）筹资费

用
24 86,704.67 0.00 86,704.67 106,135.43 0.00 106,135.43

 （四）其他费

用
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费用合计 35 19,170,200.67 0.00 19,170,200.67 15,599,209.27 0.00 15,599,209.27

三、限定性净资

产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40 7,314,220.54 -7,314,220.54 0.00 8,823,117.72 -8,823,117.72 0.00

四、净资产变动

额（若为净资产

减少额，以“-”号

填列）

45 -5,217,687.75 16,204,619.68 10,986,931.93 3,979,349.95 1,567,135.04 5,546,484.99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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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6 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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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6,899.23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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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095.03

现金流入小计 13 21,504,994.26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14,964,224.97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0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0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511,924.04

现金流出小计 23 15,476,149.01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6,028,845.2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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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9,36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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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9,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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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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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106,135.43

现金流出小计 58 106,135.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106,1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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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3,3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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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情况：

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年检
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二)评估情况：

　　A、尚未参加评估 

　　B、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3A ，有效期 自 2012  年至 2017  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时间 违法行为

 

 

 

(四)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2015年度检查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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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杨玉新  :

意见：

经审查，我认为，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年度收支情况真实、完整、合法，年末财务状况
客观、公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监事杨炳君  :

意见：

经审查，我认为，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年度收支情况真实、完整、合法，年末财务状况
客观、公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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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冯宝军  :

意见：

经审查，我认为，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年度收支情况真实、完整、合法，年末财务状况
客观、公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监事  :

意见：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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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 在媒体上公布2015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

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2

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3

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4

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5

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6

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7

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8

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9

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0

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1

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2

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3

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4

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5

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6

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7

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8

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19

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刊载日期

$20

 说明：刊载媒体包括并不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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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媒体上公布2015年度工作报告全文 是  否 

如选“是”，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1
中国社会组织网

2016-12-16

2
中国社会报

2016-09-3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说明：刊载媒体包括并不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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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布内部管理制度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

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

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3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3

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4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4

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5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5

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6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6

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7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7

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8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8

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9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9

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0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0

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1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1

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2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2

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3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3

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4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4

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5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5

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6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6

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7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7

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8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8

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9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9

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0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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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布公益慈善资助项目收支明细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序号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

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

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3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3

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4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4

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5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5

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6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6

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7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7

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8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8

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9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9

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0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0

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1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1

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2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2

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3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3

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4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4

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5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5

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6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6

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7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7

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8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8

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9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9

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0
信息披露索引子
表.刊载日期$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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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是  否 

  如选“是”， 请说明在哪些媒体上进行公布

刊载媒体名称 刊载日期 刊载内容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1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2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3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4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5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6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7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8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19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网站名称$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

刊载日期$20
信息披露索引子表.披露事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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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初审意见：

 经办人：

 

(印 鉴)

 年   月   日

 登记管理机关结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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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购买主体 项目周期
项目资金（万

元）

 1
 

 凌水街道奖学
金 

 

大连凌水街道办事处

 

 2016-10-15  -  2017-10-15  50.00 

 

 
  

 

 

    -      

 

 
  

 

 

    -      

 

 
  

 

 

    -      

 

 
  

 

 

    -      

 

 
  

 

 

    -      

 

 
  

 

 

    -      

 

 
  

 

 

    -      

 

 
  

 

 

    -      

 

 
  

 

 

    -      

 

 
  

 

 

    -      

 

 
  

 

 

    -      

 

 
  

 

 

    -      

 

 
  

 

 

    -      

 

 
  

 

 

    -      

说明：1、购买主体指项目发包单位；项目周期指项目起止时间。



说明：1、购买主体指项目发包单位；项目周期指项目起止时间。
      2、如无此表情况，可保存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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