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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教育发展基金会全面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以建设“综合性、创新型、国际化”

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为导向，探索创新、加压奋进、构建生态，同时积极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业，聚焦服务，

改进作风，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并取得预期成效，有力支撑学校建设发展。

截至 �� 月 �� 日，教育发展基金会总资产规模 ��.�� 亿元；全年新签捐赠协议 ��� 项（���� 万元以上的

大额捐赠有 �� 项），捐赠协议总金额 ��.�� 亿元，到账经费 ��.�� 亿元；全年支持学校奖助学金等公益支出

�.�� 亿元。

探索创新：支持学校全面发展

一是构建 TRSC 捐赠支持体系。（�）教学发展 TEACHING。推出思源教席冠名计划，全面支撑教育教

学活动。（�）科学研究 RESEARCH。引导捐赠人对教师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支持，有利于营造“十年磨一剑”

的学术氛围。（�）学生成长 STUDENT。在奖助学金的基础上，拓展对学生成长的发展型资助。（�）文化传

承 CULTURE。通过讲好捐赠故事，传承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二是设立新一届校董会。制定新的校董会章程，成立第三届校董会，召开首次校董会现场会议。

加压奋进：要成为学校重要财源

在分析国内外高校基金会发展形势后，给出“十四五”捐赠到款 �� 亿的发展目标（十三五期间捐赠到款

��.�� 亿），并据此目标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战术路径。

构建生态：打造交大系筹资与创业生态

一是构建校院两级筹资体系。认真分析大额筹资特点，将大额筹资的重点由境外捐赠逐步转移

到内地，并提出“重点是校友、重心在院系”的筹资原则。首次召开全校筹资与发展工作会议，着

力打造“点（重点项目研讨）—线（院系筹资沙龙）—面（筹资与发展大会）”的系统性校院二级筹资体系。

在重点捐赠项目方面，通过主动提供筹资辅导和服务支撑，助力“鸿文永久基金”增设，促成“黄

旭华奖学金”、“张良起奖学金”、“谦纯优秀青年学者奖”等多项重要捐赠。

二是发布全国高校首个未来产业引导母基金。�� 月 �� 日，在 ���� 交大创业者大会（秋季）上，

正式宣告设立上海交通大学未来产业引导母基金，首期基金预计规模 �� 亿元，将用市场化办法，

重点支持上海交大背景的种子期、成长型科创企业发展。

积极服务校友创业，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基金会通过组织和策划好“C 计划”系列活动，培育交大创新创业创投的肥沃土壤，助力学校

科技成果转化和校友创业。��� 周年校庆期间，举行“问道 · 通未来⸺新能源与新能源智能汽车企

业家校友高端对话”活动。 

肩负公益责任，助力教育帮扶

一是设立“交大洱源 - 基础教育发展基金”。本年度，基金会副秘书长黄金贤同志挂职洱源副

县长工作。基金会争取社会捐赠，在洱源县设立“交大洱源 - 基础教育发展基金”。

二是设立“商汤救助基金”。基金会携手校友会、学生处，在原有捐赠基金的基础上，合并设

立学校“暖心行动”援助基金。在河南水灾之际，设立“商汤救助基金”，共计重点帮扶学生 �� 人，

补助金额 ��.�� 万元。山西水灾之际，“商汤救助基金”再次帮扶学生 �� 人，补助金额 ��.�� 万元。

党的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发展联络处（教育发展基金会）党支部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勇于担当作为，坚决把党中央和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党支部组

织健全，活动规范，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年，召开党员大会�次，支委会�次，党小组会�次，

组织生活会、主题党日活动及党课 �� 次。根据学校党委部署和机关党委安排，党支部以“党史学

习教育”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为抓手，以为广大师生群众办实事为落脚点，守正创新，

有力确保筹资工作迈上新台阶。

上海交通教育发展基金会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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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由上海交通大学发起，于 ���� 年在上海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主

要职责是接受和管理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给予上海交通大学的捐赠，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基金

会依法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年获第二届“上海慈善奖”优秀慈善组织奖，���� 年

依法认定为慈善组织，���� 年复评为 �A 社会组织。

基金会广泛联络社会各界，拓宽办学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对学校发

展的关心和支持。捐赠资金主要用于学校教学发展、科研支持、学生成长和文化传承等。基金会在

资源拓展、项目执行与管理、捐赠人服务和资金保值增值等方面，不断提升管理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确保基金会工作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 年与医学院联动成立

了基金会医学分会，并推动各院系根据自身发展需求，成立院级教育发展基金。截至 ���� 年 ��

月 �� 日，教育发展基金会总资产规模 ��.�� 亿元；全年新签捐赠协议 ��� 项（���� 万元以上的

大额捐赠有 �� 项），捐赠协议总金额 ��.�� 亿元，到账经费 ��.�� 亿元；全年支持学校奖助学金等

公益支出 �.�� 亿元。

基金会积极拓展境外渠道。���� 年，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具有美

国联邦税务局 ���(C)(�) 慈善机构免税资格（归类为 ��� PRIVATE FOUNDATION）。���� 年，

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教育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立，具有香港《税务条例》第 �� 条豁免缴税资格（归

类为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和基金设立后，均已接受社会捐赠，为学校教育事业发

展集聚资源。

思源致远，携手同行。欢迎广大校友和社会友好踊跃捐赠，支持上海交通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简介

理事长：
杨振斌

理事：
杨振斌    沈南鹏    刘共庭    杨振宇    吴    炯

沙    烨    俞伟景    夏晓辉    陈光明    翁吉义    

毛丞宇    黄    佳    倪黎冬    贺    瞿    程骄杰

监事长：
李    维

监事：
李    维    王光艳    赵秀举  

秘书长：
程骄杰

副秘书长：
黄金贤    于    洋

上海交通大学第六届理事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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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晚，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发布公告，控股股东宁波瑞庭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公司 ��� 万股股票，按当天收盘价计算，��� 万股市值

��.�� 亿元。这一数额创下迄今为止中国高校接受的第三大捐赠记录，也是作为本科校友捐赠母校，目

前国内金额最大的一笔。此消息一出，瞬间沸腾，刷屏朋友圈，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是上海交大船舶

工程专业 ���� 级校友，本人非常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生活也非常俭朴，曾学长原本并不想公开捐

赠事宜，但是按照规定必须先上市公司公告方能完成后续事宜，所以才进行了公告。

2021年大事记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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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是崇尚教育引领学校发展的旗帜，也是精神高尚的学子楷模，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最高荣誉之

一。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 周年之际，聘请多位优秀校友和社会贤达为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届校董。

其中有：宁德时代董事长、船舶工程专业 ���� 届本科校友曾毓群，紫竹高新区董事长、总经理沈雯，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届校友杨元庆，迈瑞医疗集团联合创始人、���� 届校友成明和，风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级校友吴炯，深圳普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届校友赵建军，元知科技

集团董事长朱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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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CONNECTION链接、COMMUNICATION沟通、

C O O P E R A T I O N 合 作 、 C R E A T I V I T Y 创 新 、

CONSUMMATION 成就）旨在链接科研、创业和资本，以交大

母基金为纽带，联合优秀投资机构和标杆企业，推动交大科技

成果商业化，助力交大校友创业公司成长，协助投资机构提升

回报，构建交大系科技创新创业和资本的互动生态。

���� 年 � 月 �� 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在闵行校区召开。校党委书记杨振斌，校长、党委副书记林忠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以及

理事刘共庭、施永敏、杨振宇、沙烨、俞伟景、夏晓辉、陈光明、程骄杰参加会议，吴宇挺代表吴炯理事，

方勇代表吴滔理事参会。监事会成员王光艳、李维、赵秀举，校基金会医学分会秘书长蔡伟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基金会 ���� 年工作报告、投资工作报告、基金会副秘书长调整方案、第六届理事

会理事构成方案、基金会章程修订方案等议题。

创 业 者 大 会 是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C 计划”走进校园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的���周年校庆和��月��日，

分别召开了上海交通大学问道 · 通

未来⸺新能源与新能源智能汽车

企业家校友高端对话和“厚植生态，

笃行致远”����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

创业者（秋季）大会。两次交大创

业者大会的召开，把学术界、创业

界和创投界耦合起来，既能促进校

友企业的发展，又能推动学校科技

成果转化。

在秋季创业者大会上，上海交

通大学未来产业母基金宣告启动。

这也是首只由高校发起设立，支持

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与校友创业的引

导母基金。该基金依托上海交大深

厚的科技成果转化要素和庞大的校

友创业基础，将发挥母基金的杠杆

作用和乘数效应，吸引社会资本、

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等

共同参与，通过设立母基金、直投

基金等，用市场化的办法，重点支

持种子期、成长型科创企业发展，

首期预计规模达 ��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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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之一，上海交通大学一直重视帮扶工作，认真履行定点帮扶云南洱源县

的艰巨任务，助力乡村振兴。根据学校的要求与部署，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洱源县人民政府

商得一致，设立“交大洱源 - 基础教育发展基金”，为洱源县教育振兴工作提供相关保障。“交大洱源 -

基础教育发展基金”首期设立“交大洱源 - 吴剑勋王晔助学基金”、“交大洱源 - 孙斌教育基金”、“交大

洱源 - 励学励行基金”三个项目，分别用于乔后镇小学及初中困难学生总体资助，洱源一中特班发展，

以及洱源县困难中学生个案帮扶。

在上海交大建校 ��� 年之际，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上海交大 ���� 届校友杨元庆，个人出资 �

亿元人民币，用联想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为母校捐建一座全国高校一流的绿色水冷高性能计算中心 -“思

源一号”。�� 月 �� 日，目前中国高校最强算力“思源一号”落户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将为李政

道研究所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提供算力基座，也助力上海交大在双碳建设、疫情应对、量子计算、生命科

学等关键科技领域展开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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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海交通大学“张良起奖学金”捐赠仪式在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二楼会议室举行。����届校友、

国防科技大学原校长张良起学长夫人刘杜珍学嫂，遵从张良起学长的遗愿，把毕生积蓄 ��� 万元人民币

捐赠给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张良起奖学金”，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该消息一经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与社会反响。除传统媒体外，本次活动在全网新媒体浏览量超����万，登微博热搜，

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官微破 �� 万 +，各媒体平台的网友朋友们都深受感动，也纷纷留言表达了对二老

崇高的敬意。�� 岁高龄的浦幼源先生被该捐赠深深打动，慷慨捐资支持“张良起奖学基金”。

为支持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激励优秀毕业生积极投身祖国国防军工事业，上海交通大学 ���� 届校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院士在母校设立“旭华基金”用于支持“黄旭华奖学金”项目，以奖励学校矢

志投身国防军工等重点行业的应届毕业生。 经评审，共有 �� 名 ���� 届毕业生获评了上海交通大学首届

黄旭华奖学金。他们将以黄旭华学长为榜样，勇担时代使命，践行社会责任，以行动诠释家国情怀，用

青春书写爱国篇章，燃烧激情梦想，助力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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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上海交通大学“唐仲英荣誉体系”发布会在江苏吴江顺利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唐仲英

荣誉体系”立意高远，秉承唐仲英先生“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精神理念，遵循“开放、

共享”原则，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探索科学研究和服务社

会有机融合的持续发展之路。荣誉体系包含“唐仲英首席科学家”、“仲英青年学者”、“唐仲英访问学者”，

以及“唐仲英学者研究计划”四个部分。宁光院士、樊春海院士、董晨院士入选首批“唐仲英首席科学家”，

傅洛伊、张晨虹、刘珅、卢敏、瞿叶高获评“仲英青年学者”。�� 月 �� 日，上海交通大学仲英青年学者“洱

源工作坊”落地洱源一中，为同学们开拓视野、提振教育水平发挥作用。 

在上海交大建校 ��� 年之际，迈瑞医疗集团联合创始人成明和学长和夫人姚佳学长伉俪再次捐

资设立上海交通大学“成明和姚佳教席基金”，积极助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除了设立教席基金外，

成明和学长还捐赠支持了“交大名师”奖。� 月 �� 日，���� 年“教书育人，科研创新”表彰大会召开，

我校王振义、颜德岳、JOHN EDWARD HOPCROFT、孙麒麟、郑杭、王维克、俞勇、王如竹 � 名

教师获评首届“交大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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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基金

会管理条例》和财政部颁发的《民问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及其补充规定。

（二）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以公历 � 月 � 日起 �� 月 �� 日止为一个会

计年度。

（三）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贵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资产

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的外币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价折

合为人民币记账，月末按中国银行公布的外汇中间价进

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计入当期筹资费用。

（六）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

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

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七）应收款项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

(�）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

偿后，仍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并且具有明显特征

表明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以上确实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报经批准后作为坏

账转销。

�、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年末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逐项目分析，对

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八）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计价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按其初始投资成本入账，即投资时

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 

�、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对被投资企业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

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本基金会

对被投资企业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长

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

年度终了，本基金会对长期投资是否发生了减值

进行检查。如果长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

准备，确认长期投资减值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如果长

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高于其账面价值，在该长期投资期

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可收回金额高于账面价

值的差额，冲减当期费用。

（九）固定资产计价与折旧政策 

�、固定资产的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

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 年，且单

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固定资产分类

本基金会固定资产分为办公家具、电子设备、运

输设备和其他设备。 

�、固定资产计价

固定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购置固定资产

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

他支出。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平均计算，并按各类固

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的经济使用年限扣除残值（原值的

�%）制定其折旧率。固定资产各类折旧率如下：

一、基本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

基金会〉于 ���� 年 � 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登记。

���� 年 � 月 �� 日更换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统

一代码（登记证号）为：�����������������E。 

注册资金：����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振斌。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 号。

业务主管单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类型：非

公募基金会。

业务范围：接受社会捐赠，运作管理资金，

设立资助项目、开展教育、培训及咨询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评估后，

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按照持续经

营假设为基础编制。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声明

本基金会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 ����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

四、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 ��
电子设备 � ��
运输设备 � ��.��
其他设备 � ��



（�）资产负债表摘要（����年）                                            单位：元
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 ����������.��
其中：货币资金 ���������.�� ���������.��
长期投资 ����������.�� ����������.��
固定资产 ������.�� ������.��
资产总计 ����������.�� ����������.��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负债                                            �.�� �����.��  
负债合计 �.�� �����.��
限定性净资产 ����������.�� ����������.��
非限定性净资产 ���������.�� ���������.��
净资产合计 ����������.�� ����������.��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 ����������.��

六、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业务活动表摘要（����年）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一、本年收入 ����������.��

其中：捐赠收入 ����������.��

          投资收益 ��������.��

          政府补助收入 ������.��

二、本年费用

（一） 业务活动成本 ���������.��

（二） 管理费用 �������.��

三、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

�．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
二、本年度用于公益资助项目的支出                                   ���������.��

�、公益支出
非公募基金会                                                           单位：元
项目                                                                       数额
本年度总支出                                                                                           ���������.��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

五、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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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

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十一）收入确认方法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

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

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项负债和费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交大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交大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

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基金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上海交通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其他事项

交大基金会 2021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业务活动成本）401245257.73 元， 上年末净资产 1638132781. 16

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例为 24.49%；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0 元，行政办公支出 0 元，工作

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 0。

四、管理层和泊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交大基金会的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衰，使其实现

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交大基金会的持续活动能力，并运用持续活动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

算交大基金会、停止营运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交大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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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师师

中国注册会师师

���� 年 � 月 �� 日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市计意

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

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顶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

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并保持了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

获取充分、适当的申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选漏、虚假陈

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的风险。

(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怡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活动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 可能导致对交大基金会

持续活动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 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裘 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

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 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

导致交大基金会不能 持续经营。 

(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田、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

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七、审计报告结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已获得上海市“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财税 [����]��� 号），

对公益性捐赠所得数税前扣除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策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

总额 ��%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允许企业捐赠

超出 ��% 的部分在以后三年内继续在税前扣除。

二、个人通过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政策规

定准予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个人将

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

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税所得额 ��% 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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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账

一、人民币账号
招商银行
户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 21288258981000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上海分行 徐家汇支行

中国银行
户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 453359250512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 上海市 交通大学支行

二、外币账号
美元帐号：
账户：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 4520 5924 0307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支行

港币帐号：
账户：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 4533 5923 6972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支行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广元西路45号
电话：0086 ‒ 21 ‒ 64484460

1.Bank Transfer (USD)

Bank Account Nam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Banking Account: 452059240307

Name of Bank: BANK OF CHINA, SHANGHAI XUHUI SUB-BRANCH

SWIFT CODE: BKCHCNBJ300

Address: NO.45 WEST GUANGYUAN ROAD, SHANGHAI,CHINA

POST CODE: 200030

Tel: +86-21-64484460

2. Accounts For US Dollars

Accou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 452059240307

Name of Bank: BANK OF CHINA,SHANGHAI XUHUI SUB-BRANCH

Accounts For Hongkong Dollars

Accou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ccount Number : 4533 5923 6972

Name of Bank: BANK OF CHINA,SHANGHAI XUHUI SUB-BRANCH 

SWIFT CODE: BKCHCNBJ300

Add: NO.45 WEST GUANGYUAN ROAD,SHANGHAI,CHINA

Tel: 0086 – 21 – 64484460

免税政策
TAX – EXEMPTION POLICY

捐赠方式
THE WAY OF GIVING

备注: 使用以上美元、港币账号，需向基金会提供捐赠协议，以便基金会根据银行、外管局要求，及时去银行办理外汇入账及结汇手

续。自银行收到外汇捐款超过一个月不能提供捐赠协议，银行有权退回该笔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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