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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度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2016.9.1-2017.8.31）

一、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基金项目介绍

(一)项目名称：建龙基金

项目介绍：为支持国家教育事业，促进东北大学的发展建设，

加强东北大学与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面合作，北京建

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在张学良教育基

金会设立东北大学建龙基金。建龙集团每年向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提供人民币 80 万元，暂定从 2014-2016 连续提供 3 年。基金共

用做东北大学建龙奖学金、东北大学特聘教授、东北大学“建龙

钢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建龙钢铁”大学生社团文化节、“建

龙大讲堂”活动组织及奖励费、资助及日常管理费等。

（二）项目名称：资土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由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发起，主要由其

学院校友捐资设立本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学院发展建设。

（三）项目名称：阳光文法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基金是由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发起募集，主要

面向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校友及社会广大爱心人士，所有捐赠款项

全部用于文法学院的发展建设，主要包括有设立奖助学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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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软硬件发展建设等。

（四）项目名称：萱草基金

项目介绍：2010 年起，周崑先生发起设立了萱草基金，本

项基金在“东北大学周鲸文奖学金”、 “东北大学周昆爱心助学

金”等项目基础上，以服务东北大学发展为目标，以社会慈善为

主要方式积极开展活动。

（五）项目名称：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为了纪念陈昌曙先生对中国技术哲学和东北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发扬他的学术传统和

治学精神，促进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东北大学“科

学技术哲学”同学会（以下简称“同学会”），每年向张学良教育

基金会捐赠 100 万元设立“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主要用

于设立“技术哲学发展贡献奖”、“技术哲学优秀教师奖励金”、

“技术哲学优秀学术成果奖”、技术哲学科研项目资助金”、“技

术哲学学术交流金”、“技术哲学出版金”、“技术哲学奖学金”、

“技术哲学助学金”、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设立专项资助项目，并

开展其他有助于促进东北大学技术哲学发展的相关活动。由于基

金设立较晚，故各项评选于下一年度开展。

（六）项目名称：材冶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由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发展，由其学院校友

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于 2011 年设立，基金全部用于支持材冶学

院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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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名称：万益大爱救助基金

项目介绍：为缓解东北大学家庭困难学生突患重特大疾病医

疗费用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沈阳万益安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捐资 10 万元设立“东北大学万益大爱救助基金”。基金接受东北

大学师生、校友和其他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企事业单位的捐赠。

（八）项目名称：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江河建筑学院发展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刘载望、

富海霞校友夫妇共同捐资设立的。捐赠资金总计 5000 万元人民

币，其中：1000 万元于江河学院正式成立前捐入张学良教育基

金会，专项用于江河学院的基础建设；4000 万元从 2013 年起至

2022 年，按年分次捐入张学良教育基金会，专项用于江河学院

的人才队伍建设及“东北大学刘大阶、方文玉奖学金”、“江河奖

教金”开支。

（九）项目名称：大连校友基金

项目介绍：为了支持母校的发展建设，藉东北大学 90 周年

校庆之际，东北大学大连校友会发起并共同协议捐资 1000 万元

用于支持母校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大连校友会奖学金”的

发放。

（十）项目名称：工商管理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基金由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发起，由其校

友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学院的发展建设。

（十一）项目名称：东北大学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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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藉 2013 年东北大学 90 周年建校之际，由海内外

校友共同捐资设立本项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浑南新

校区的建设。

（十二）项目名称：中北通磁基金

项目介绍：中北通磁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沈阳中北通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捐资设立，协议捐资 140 万元，2013-2016

年连续四年，每年捐资不低于 35 万元。本基金用于设立“中北

通磁”奖学金、大学生赴企业开展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及支持学

校发展的相关活动。中北通磁奖学金是为了鼓励优秀的学生报考

东北大学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材料物理、材料科学与工

程专业，吸引优秀人才，提高专业的知名度，尤其是吸引优秀贫

困学生报考东北大学而设立。

（十三）项目名称 ：后勤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基金由东北大学后勤服务中心发起，由企业、

团体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后勤

工作。

（十四）项目名称 ：中天钢铁基金

项目介绍：为了支持东北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天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向东北大学捐资 100 万元设立中天基金。该项基金自

2013 年起，连续 4 年，每年使用 25 万用于设立“东北大学中天

钢铁奖学金”、支持东北大学人才培养、科研交流、学生创新活

动以及双方开展的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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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项目名称 ：绿谷基金

项目介绍：绿谷基金由东北大学校友、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

涛先生捐资设立。基金共计 2500 万元人民币。首期 2000 万元捐

赠资金专项用于东北大学浑南校区建设；其余 500 万元，从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捐赠 100 万元，用于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发

展建设。

（十六）项目名称：集体婚礼专项基金

项目介绍：校友集体婚礼基金用于支持东北大学校友集体婚

礼活动。东北大学现有校友 30 余万，草根阶级校友和最为广泛

的青年校友作为校友会的根基和未来，逐渐成为校友总会重点服

务的对象。校友和社会大众都对此活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提升

了校友会和基金会的社会影响。

（十七）项目名称 ：马龙翔教育基金

项目介绍：马龙翔（1912—1993），著名教育家马叙伦之子，

东北大学教授，当代中国著名的冶金与材料学家和教育家，我国

有色金属压力加工的开拓者，为东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学科的建

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马龙翔教育基金设立于2015年，马

龙翔教育基金来源于马龙翔学生的捐赠，总计10万元。基金主要

用于设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学生实践活动基金”、“材

料加工工程青年教师论文奖”、“材料加工工程离退休教师基金”、

“材料加工工程兼职教师基金”、“材料加工工程出版基金”及

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设立专项资助项目，并开展其他有助于促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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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材料加工工程学科发展的活动。

（十八）项目名称 ：奖助学金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各个奖助学金子项目共同构成，主要目

的在奖励和资助东北大学在读优秀、困难学生，鼓励和支持他们

顺利完成学业。

（十九）项目名称：中荷学院小康社会人才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基金由东北大学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

院发起，由其校友及社会爱心人士捐资设立，基金主要用于支持

学院的发展建设。

（二十）项目名称 ：“一元爱心超市”捐赠款

项目介绍：“一元爱心超市”系列活动是由东北大学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主办，东北大学研究生科技服务中心策划并实施的校

园品牌公益活动。“一元爱心超市”让一件件闲置的爱心物品汇

聚成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又让一个个东大人感受到“家”

的温暖。

（二十一）项目名称 ：建龙创新创业基金

项目介绍：建龙集团自 2013 年 11 月起每年向东北大学提供

人民币 200 万元，从 2014-2018 连续提供五年，共计人民币 1000

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开展“建龙重工”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组

织开展“建龙重工”大学生创业训练计划及相关活动、创业师资

队伍建设、大学生创业环境建设、“建龙重工”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金。



7

（二十二）项目名称 ：万雄教育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万雄集团出资，共计 5 年，每年 10 万

元，连续支持东北大学工商管理相关专业学生的学生活动、奖助

学金等内容。

（二十三）项目名称 ：嘉春基金

项目介绍：由嘉春集团出资，连续 5 年，每年 10 万元，用

于奖励资助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师生相关项目的发展建设。

（二十四）项目名称：艺术学院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由东北大学大连校友会出资，主要用于支持东北

大学艺术学院的发展建设。

（二十五）项目名称 ：校友爱心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东北大学校友自在线捐赠而来，项目资

金主要用于奖励资助东北大学困难学生。

（二十六）项目名称：东北大学校友总会黄金分会发展基金

项目介绍：本项目由东北大学校友总会黄金分会相关理事单

位捐赠，捐赠款主要用于支持黄金分会的相关活动开展。

(二十七) 项目名称：《金桥工程》出版基金

项目介绍：该基金的设立于 2015 年 12 月主要用于《东北大

学校友企业风采录》丛书的印制和出版。第一本《知行·东北大

学校友企业名录》于 2016 年 11 月出版发行，内容涵盖了 17 个

行业产业的 82 家校友企业信息，充分展示了东大人的奋斗成果

和精神丰谷，展示了东北大学产学研结合的办学特色，是东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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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办学历史经验总结的重要载体。

（二十八）项目名称：绿谷集团捐赠四诊仪

项目介绍：上海绿谷生命园医药有限公司向东北大学捐赠

110 万用于购置两台“医疗设备-道生四诊仪”，设备用于东北大

学医院进行中医养生方案及辅助治疗的检测。

（二十九）项目名称：先进传感器与智能仪器创新人才培养

基金

项目介绍：该基金由东北大学教授赵勇老师于 2016 年 4 月

捐资设立，基金捐赠 60 万，每年 12 万，连续 5年（2016 年-2020

年），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贫困大学生和

开展科技竞赛活动。

（三十）项目名称：资土学院校友基金

项目介绍：该基金由资土学院毕业校友于 2016 年 5 月捐资

设立，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土学院发展。

（三十一）项目名称：CSE 沈阳风驰软件教育基金

项目介绍：CSE 沈阳风驰软件教育基金是沈阳风驰网际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王谦于 2016 年 6 月捐赠 75000 元设立的教

育基金。该基金由计算机学院指定具体人员支配使用，用以支持

共建“CSE 风驰-足球队”、“CSE 风驰-篮球队”、“CSE 风驰-辩论

队”，赞助“CSE 风驰-学生干部精英训练营”、“CSE 风驰-科技节”

等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项目。

（三十二）项目名称：深信服星云俱乐部活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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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深信服星云俱乐部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于

2016 年 7 月发起成立，捐赠单位为深圳市深信服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俱乐部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开展创

新创业、科技竞赛、体育运动等大学生活动。

（三十三）项目名称：方大教育基金

项目介绍：方大集团致力于产业报国并希望通过支持教育事

业，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从 2016 年起

7 月起方大集团每年向张学良教育基金会捐资 100 万元，连续 5

年，总计 500 万元用于设立江西方大钢铁教育基金。基金下设“东

北大学江西方大钢铁奖学金”、“东北大学江西方大钢铁奖教金”、

“东北大学江西方大钢铁创新创业奖”三个子项目。用于奖励东

北大学优秀学生和教师，支持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

（三十四）项目名称：鼎立基金

项目介绍：该基金由沈阳鼎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捐赠设立，

主要用于支持东北大学外语学院发展。

（三十五）项目介绍：东北大学图书基金

项目介绍：该基金由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发起，主要由广大校

友和爱心人士捐赠，基金主要用于东北大学图书馆图书购置和维

护。

（三十六）项目名称：姚天顺教育基金

项目介绍：姚天顺教育基金是在姚天顺教授的弟子朱靖波教

授的倡议下，学院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已毕业的弟子们捐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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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设立的，主要用于设立“姚天顺奖学金” “姚天顺贫困生

资助金”“学生重疾资助金”“学生活动专项金”等专项资助项目，

并开展其它有助于促进东北大学计算机学科发展的活动。

二、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基金收支情况

2016 年 9 月 1 日-2017 年 8 月 31 日期间，张学良教育基金

会共接受社会捐赠 1448.73 万元，公益支出 827.74 万元。其中

奖助学生、教师支出 398.55 万元；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类支

出 75 万元；校园文化及学生创新活动支出 112.19 万元；学院、

部门发展支出 240 万元；社会公益支出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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