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会基金会
年度工作报告书年度工作报告书

（（2019年度）年度）

单单  位位  名名  称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基金会

（盖章）（盖章）

统一信用代码统一信用代码 53330000A9337664X2

填填  写写  日日  期期

浙浙 江江 省省 民民 政政 厅厅 制制

第1页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书年度工作报告书

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及相关规定，编制（及相关规定，编制（2019）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年度工作报告。基金会理事会及理事、
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监事保证年度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承担由此引起的
一切法律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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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3330000A9337664X2

宗旨

本基金会的宗旨是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单位设立的目的是致力于加强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与国内外各界的联系和合作，多渠道筹集办学资金，推动和促进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业务范围
奖励优秀师生、资助贫困学生、支持学校办学条件建设和其他教育公益项

目。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非公募基金会 
是否慈善组
织

慈善认定
认定（登记）为
慈善组织时间

2017-12-14

是否取得公
开募捐资格
证书

否 取得证书时间

成立时间 2013-02-05 原始基金数额 300.0000万元
业务主管单
位

浙江省教育厅

基金会住所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2号大街1号

电子邮箱 khran@hdu.edu.cn 传真

邮政编码 310008 网址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张钟蕾 87713501 13516808717

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康会然 87713566 15355446676 khran@hdu.edu.cn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张钟蕾 87713501 13516808717

理事长姓名 王兴杰 理事数 11

理事长证件
类型

身份证
理事长
证件号
码

3301031965032
81632

理事长
手机

15355446676

监事数 3
负责人数（理事
长、副理事长、
秘书长）

3

专职工作人
数

1 举办刊物情况 是

会计师事务
所名称

浙江新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出
具日期

2020-06-16 审计报告编号
新中天审字（2020）第1

043号
党建领导机
关

校友基金工作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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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构建设情况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本年度共召开（2）次理事会）次理事会

本基金会于2019-01-16 日召开（第二届）届（第3次）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9-01-16

会议地点 线上会议

会议议题
关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修订和薛禹胜院士教

育发展基金结构性存款方案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80

出席理事名单
王兴杰 李春波（周玮代）林皓（李明代） 张钟蕾 李志立 朱祖谦 陆向

华 冯瑛 王艳
未出席理事名单 郭满金 王泽霞

出席监事名单 张武标 周蓉蓉

未出席监事名单 鲁剑伟

会议决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r\n第二届理事会第3次会议决议\r\n\
r\n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3次会议于2019年
1月1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形式举行，基金会理事会应到理事11人，实
到 人，符合基金会章程的规定。会议内容主要关于《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修订和薛禹胜院士教育发展基金结构性存款
方案，具体内容如下：\r\n一、基金会宗旨相关内容：第一章 第三条 \r\
n二、基金会财务管理相关内容：\r\n1、第四章 第三十条\r\n2、第四章 
第四十五条\r\n三、基金会党组织建设相关内容：\r\n1、第一章 第五条 
\r\n2、第三章 第十条\r\n3、第七章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七条\r\n四、薛

禹胜院士教育发展基金结构性存款方案。

备注

本基金会于2019-12-16 日召开（第二届）届（第4次）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 2019-12-16

会议地点 北京

会议议题 表决通过理事成员调整方案、审议通过基金会相关制度

理事会成员参会
比例

72

出席理事名单 王兴杰 郭满金 林皓 张钟蕾 金月华 夏涛 李明 郑皓

未出席理事名单 李春波 王泽霞 朱祖谦

出席监事名单 张武标 周蓉蓉

未出席监事名单 鲁剑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r\n2019年度理事会决议\r\n\r\n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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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

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19年度理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16日
在北京大方饭店召开，会议由张钟蕾同志主持。基金会应到理事11人
，实到 人，符合基金会章程的规定。\r\n会议表决通过了理事会人员调
整方案，修订通过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信息公开制
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监事会制度》、《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审议通过了《2018
年工作报告》、《2020年度投资理财计划》，讨论通过了未立项资金
立项方案，讨论了《关于捐赠激励及配比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并向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发出本办法建议案。\r\n会议同意基金会设定的筹资
目标，要求多渠道加强宣传，开展活动，营造浓厚的捐赠文化，打造
出有较强影响力的捐赠品牌项目，推动和促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r\n\r\n二○一九年十一月十

六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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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会成员情况（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理事
会职
务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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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补
贴(人
民币
元)

领取
报酬
和补
贴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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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兴
杰

男
1957-03

-19
理事
长

身份
证

3301
0619
5803
1900

51

1395
7189
681

2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2 张钟
蕾

女
1978-10

-19
秘书
长

身份
证

3304
2519
7810
1900

27

1351
6808
717

2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3 朱祖
谦

男
1951-10

-01
副理
事长

身份
证

3301
0619
5110
0100

19

1390
5810
808

1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是 是

4 郭满
金

男
1948-05

-02 理事
身份
证

3624
0119
4805
0200

18

1535
5446
676

1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5 李春
波

男
1959-04

-25 理事
身份
证

3306
2409
5804
2500

30

1535
5446
676

1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6 林皓 男
1966-06

-30 理事
身份
证

3301
0619
6606
3001

10

1535
5446
676

2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7 王泽
霞

女
1965-05

-23 理事
身份
证

3301
0619
6505
2300

45

1381
9189
901

0
2017-07-
0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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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月
华

女
1968-09

-26 理事
身份
证

3307
0219
6809
2612

27

1377
7495
282

1
2019-11-
1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9 夏涛 男
1977-06

-23 理事
身份
证

3307
2219
7706
2354

25

1375
7100
041

1
2019-11-
1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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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郑皓 女
1978-05

-29 理事
身份
证

5301
0219
7805
2907

24

1398
9821
926

1
2019-11-
1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11 李明 男
1978-04

-21 理事
身份
证

1424
2419
7804
2147

15

1381
9198
022

1
2019-11-
16至2022

-07-05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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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事情况（三）监事情况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日
期

证件
类型

证件
号码

手机
监事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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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补
贴(人
民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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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武
标

男
1971-0

2-28
身份
证

3301
0619
7102
2800

34

1807
2829
166

监事1 1
2019-11-
16至202
2-07-05

0.00 无 否

2 周蓉
蓉

女
1964-1

0-12
身份
证

3301
0619
6410
1201
0X

1535
5446
676

监事1 1
2017-07-
06至202
2-07-05

0.00 无 否

3 鲁剑
伟

男
1969-0

5-10
身份
证

3301
0619
6905
1000

39

1535
5446
676

监事长
1 0

2017-07-
06至202
0-07-05

0.00 无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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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四）专职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本机构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专职工作人员，如果理事、）位。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专职工作人员，如果理事、
监事中有专职在基金会工作的，也需填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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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在基
金会领取的
报酬和补贴
(人民币元)

康会然 女
中共预备党
员

1988-10
-26

研究生
教育

校友联络办
校友基
金工作
党支部

0.00

第11页



（五）内部制度建设（五）内部制度建设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
度

有  无 

专项基金、
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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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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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室（秘书
处）处

印章保管、
使用管理制
度

有  无 保管在
办公室（秘书
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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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专职工作人
员参加社会
保险人数

失业保
险

0 养老保险 0 医疗保险 0

工伤保
险

0 生育保
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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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财务和资产
管理

财务管理制
度

有  无 

资产管理制
度

有  无 

人民币开户
银行及账号
（列出全部
账号）

交通银行杭州下沙支行 331065950018170085349

外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
列出全部账
号）

无

财政登记 有  无 税务登记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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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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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和资产
管理

财会人员

姓名 岗位

是否
持有
会计
证

专业
技术
资格

证件类
型

证件号码 手机

王玲
霞

1 是
会计
证

身份证
33900519911

2013023
18768186

418
郑雨
欣

2 是
会计
证

身份证
33088119960

6030028
18158708

763

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制
度

有  无 

其他管理制
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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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党组织建设（六）党组织建设

是否建立党组织 是

基本情况

党组织名称 校友基金工作党支部 党组织类型 党支部

上级党组织名称 学校党委 党员总人数 6人

党组织书记
姓名 在基金会所任职务

李明 副秘书长

党建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在基金会所任
职务

手机号码

康会然 职员 15355446676

活动情况

是否有专门
活动场所

是
活动经
费数额

600.00元/年 活动经费来源
上级党组织拨

款

组织生活开
展次数

党员大会 支委会 党小组会 党课

12次 12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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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党建工作指
导员姓名

马香媛

党建工
作指导
员联系
方式

13957141896

党建工
作指导
员派出
单位

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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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七）年度登记、备案事项办理情况

1.本年度变更登记事项本年度变更登记事项

事项 办理情况 批准时间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9-11-16
修改章程 已办理  正办理  未办理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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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情况

募捐项目名称 募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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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八）专项基金、分支（代表）机构及内设机构基本情况

专项基金总数 0个
本年度新设 0个

本年度注销 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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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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项基金情况专项基金情况

序
号

专项基金名称 成立时间 发起人 出资人 负责人 使用账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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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是否成立
专项基金
管理机构

专项基金
管理机构
人数

本年召
开会议
次数

募集资
金来源

资金的
使用是
否符合
基金会
的管理
制度和
章程

开展的公益项目
名称

信息公开的媒体

说明：说明：
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信息公开媒体是指进行如下公示的媒体：
公布募捐公告公布募捐公告(包括通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活动进行募捐包括通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活动进行募捐)
公布公益资助项目公布公益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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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设机构情况内设机构情况

序
号

名称 负责人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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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财务会计情况三、财务会计情况

（一）资产负债表（一）资产负债表

（（2019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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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5672.9
5

20379888.2
9 短期借款 61 0.00 0.00

短期投资 2 0.00 0.00 应付款项 62 0.00 0.00
应收款项 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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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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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5672.9
5

20379888.2
9 其他流动负债 78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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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减：累计折旧 32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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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00 0.0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00 0.0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
产

101 587071.47 892177.64

受托代理资产
：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8338601.4
8

19487710.6
5

受托代理资产 51 0.00 0.00 净资产合计 110 18925672.9
5

20379888.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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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60 18925672.9
5

20379888.2
9

负债和净资产
总计

120 18925672.9
5

20379888.2
9

第22页



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二）业务活动表（二）业务活动表

（（2019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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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808.0
0

3893085.
60

4107893.
60 33166.00 6999230.

80
703239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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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收入 9 20691.43 0.00 20691.43 324880.3
9 0.00 324880.3

9

收入合计 11 235499.4
3

3893085.
60

4128585.
03

358046.3
9

6999230.
80

7357277.
19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0.00 3558279.
89

3558279.
89 0.00 5850121.

63
5850121.

63
（二）管理费用 21 36998.50 0.00 36998.50 51977.62 0.00 51977.62
（三）筹资费用 2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978.80 0.00 978.80 962.60 0.00 962.60

费用合计 35 37977.30 3558279.
89

3596257.
19 52940.22 5850121.

63
5903061.

85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额，
以“-”号填列）

45 197522.1
3

334805.7
1

532327.8
4

305106.1
7

1149109.
17

145421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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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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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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编制单位： 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现金流量表（三）现金流量表

（（2019年度）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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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23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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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80.39
现金流入小计 13 7357277.19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9507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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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296.52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0.00

现金流出小计 23 5903061.8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4542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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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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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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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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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2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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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款项及客户（四）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应收款项账龄

2、应收款项客户、应收款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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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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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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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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付账款及客户（五）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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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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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付账款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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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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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付款项及客户（六）应付款项及客户

项目
年初账面余
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
额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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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收账款及客户（七）预收账款及客户

项目
年初账面余
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
额

客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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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费用明细（八）管理费用明细

管理费用名称 管理费用金额

日常办公及差旅费等 51977.62

合计 519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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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7032396.80 0.00 7032396.8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032396.80 0.00 7032396.8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2706319.00 0.00 2706319.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4326077.80 0.00 4326077.8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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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陶松锐 1500000.00 0.00 校园建设基金

薛禹胜 1400000.00 0.00 薛禹胜院士教育
发展基金

武汉金平果科教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00 0.00 邱均平颜金莲教
育发展jijin

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525000.00 0.00 财务文化与信息
化建设基金

合计 4025000.00 0.00

说明：说明：
1、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50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万元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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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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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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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二）公开募捐情况（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二）公开募捐情况（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填写）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本年度组织通过公开募捐取得的捐
赠收入

0.00 0.00 0.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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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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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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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单位：人民币元

（三）公益事业支出情况（三）公益事业支出情况

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18925672.95

本年度总支出 5903061.8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850121.63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51977.62

其他支出 962.6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30.91%(综合两年25.13%，综合三

年22.20%)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例

0.88%(综合两年0.96%，综合三年0
.82%)

说明：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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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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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基金余额为上年度期末净资产。费用，上年末基金余额为上年度期末净资产。
2、综合近两年公益事业支出比例、综合近两年公益事业支出比例=（本年（本年“公益事业支出公益事业支出”+上年上年“公益事业支公益事业支
出出”）） /（本年（本年“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上年“上年度基金余额上年度基金余额”；综合近三年公益事业支出；综合近三年公益事业支出
同理计算。同理计算。
3、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综合近两年工资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本年本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
支出支出”+上年上年“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与行政办公支出”）） /(本年本年“总支出总支出”+上年上年“总支总支
出出”）；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综合近三年同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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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有关比例的情况说明计算有关比例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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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0.00 （单位：人民币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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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四）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77）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5850121.63）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
下：

1

项目名称：\"TI杯“电子设计竞赛赞助费（德州仪器公司）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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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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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97284.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7284.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支持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联系，达到培养
高素质信息科学技术人才之目的，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向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于支持教务处组织“TI”杯浙江
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事项。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校园文化建设赞助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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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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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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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8955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955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
万元整，用于促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引导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知，丰富学生科技
创新生活，活跃校园可口可乐氛围。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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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中汇大学生创新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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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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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0124.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124.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支持教育，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营造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加强企
业与高校间的交流，培养学有所用的复合型人才，经协商，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叁万元整，用于大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4

项目名称：教材建设项目经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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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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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61400.04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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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1400.04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编写出高质量的优秀教材，促进高校的教材建
设，经双方友好协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于教材建设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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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华为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5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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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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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2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2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万贰仟元整，
用于设立“华为奖学金”奖励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和自动化学
院等工科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财务文化与信息化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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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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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489103.46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77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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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89103.46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建设，加深银校合作，经友好协商，浙江华联集团有
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拾贰万伍仟元整，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沙开发区支行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
拾伍万元整，共计柒拾柒万伍仟元，用于支持我校财务文化与信息化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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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名称：海天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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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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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用于帮助家境贫困、品德优秀、成绩优良的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拓展视野，
顺利完成学业。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8

项目名称：保卫处校卫队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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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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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2481.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9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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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481.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张天友共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万贰仟玖佰陆拾五元整
，用于我校保卫处校卫队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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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名称：保卫处“十佳护校之星”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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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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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杨建芳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万元整，用于保卫处设立“
十佳护校之星”基金。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10

项目名称：“泰隆之星”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5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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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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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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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25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
万贰仟伍佰元，用于设立“泰隆之星”奖学金。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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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浩天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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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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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北京浩天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伍万元，用于人文与法学院资助学生发展。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12

项目名称：第十届网络攻防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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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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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68916.2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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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8916.2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友好协商，
北京长亭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万元
整，杭州拜思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万壹
仟元整，共计陆万壹仟元，用于支持我校举办网络攻防大赛赛事。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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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通信工程学院学生活动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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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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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3533.94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62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533.94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杭州
知悟科技有限公司、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天坤通信有限公司、恒生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捐
赠人民币贰万陆仟贰佰元整，用于支持通信工程学院学生发展基金。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14

项目名称：园艺协会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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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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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5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元

第48页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徐汉
华先生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仟元，用于支持学校园艺
协会发展。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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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华为-中国大学生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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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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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391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91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在高校校园内弘扬正能量，鼓励青年学生奋斗和创造价值，经双方友
好协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拾伍
万元，用于支持大学生竞赛公益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16

项目名称：\"尚德学子\"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3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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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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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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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5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升社会正气，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鼓励大
学生们关爱社会、崇尚德行，为改善社会风气，提高民众道德素养起表率和示范作
用，经协商，杭州云林公益基金会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
叁万伍仟元整，设立\"尚德学子\"奖学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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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校园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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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9308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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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7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30829.8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杭州
言实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贰拾五万元整，陶松锐
先生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共计壹佰柒
拾伍万元，用于支持学生校园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18

项目名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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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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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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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杭州鑫
钜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万元整，用
于支持学校退休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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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学生学科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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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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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48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485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在校学生科技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经双方协商，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
民币伍万元整，浙江宇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
赠人民币贰拾万元，共计贰拾伍万元，用于设立学生学科竞赛基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大学生物理科技创新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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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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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365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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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65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在校学生科技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经双方协商，杭州可吉诺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仟元整，杭州杭光实验设备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肆万元整，共计肆万伍仟元，用于支持浙江省大学生物
理科技创新竞赛活动。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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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通信工程学院软件定义无线电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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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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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36940.3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6940.3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安那络
器件（中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贰万陆
仟元整，用于通信工程学院组织第二届软件定义无线电大赛。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22

项目名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芯国际·孟宁奖助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3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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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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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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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中芯国际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拾万元，用
于设立孟宁奖助学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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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薛禹胜院士教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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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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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492088.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为进一步发扬“薛禹胜
院士教育基金”项目主旨精神，积极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基金会向自动化学院的在校
师生发起“薛禹胜院士教育基金”线上捐赠倡议，截止2019年6月26，微信平台共筹集
到来自自动化学院师生77人的捐赠款人民币玖万贰仟零捌拾捌圆，2019年，薛禹胜
院士捐赠壹佰肆拾万元，共计壹佰肆拾玖万贰仟零捌拾捌圆，经双方协定，本捐赠
资金全部用于自动化学院学科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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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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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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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院所合作，共同提升法学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经双方友好
协商，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万元
整，用于设立“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学生发展基金”用于法学专业发展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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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鼎阳电子设计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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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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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培养在校学生科技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经双方协商，深圳市鼎阳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肆万元整，用于支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事项。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26

项目名称：浙杭学生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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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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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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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院所合作，共同提升法学专业学生培养质量，浙江浙杭律
师事务所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万元整，用于设立“浙杭
律师事务所学生发展基金”用于法学专业发展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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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IT狂人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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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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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上海腾
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仟伍佰元，
用于设立IT狂人发展基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28

项目名称：机械工程学院学生活动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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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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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13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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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谷山川
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仟壹佰叄拾贰捌角，用于机械工
程学院团委学生会学生活动。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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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校园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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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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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30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杭州印
象校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拾万元
，用于支持学校校园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30

项目名称：2017级工业工程专业学生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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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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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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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泽栎橡
塑制品（上海）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仟元，
用于设立2017级工业工程专业学生活动基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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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吉利吉先锋俱乐部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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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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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开展教育领域公益项目，浙江省李书福公益基金会向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肆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吉利吉先锋校园俱乐部
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32

项目名称：艺术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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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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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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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南京梅
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万元，用于
校团委组织艺术活动和设立艺术教育发展基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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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俱乐部活动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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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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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21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推进民
主政治建设，更好地提升体育与艺术教学部对内、对外服务水平，提升凝聚力，经
友好协商，杭州爱逸族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
币贰万壹仟元，用于设立俱乐部活动基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34

项目名称：保卫处队伍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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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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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849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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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双方协商，吴昊龙
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捌仟肆佰玖拾壹元，用于保卫处队
伍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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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校友文化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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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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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78354.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执2019年度秩年返校
之际，侯江涛校友携手多位校友通过微信平台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
万零捌佰伍拾肆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861A1班、861A2校友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99221班校友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人民币贰仟伍佰元，共计柒万捌仟叁佰伍拾肆元，用于设立校友文化建设基金项目
。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保卫处安全管理技能培训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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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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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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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12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用于保卫处安全管理技能
培训。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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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电仪器Ceyear思仪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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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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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5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鼓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
面发展，经双方协商，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捐赠人民币伍万元，用于设立中电仪器Ceyear思仪奖学金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38

项目名称：邱均平颜金莲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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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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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6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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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武汉金
平果科教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陆拾万
元，用于设立邱均平颜金莲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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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校园文化建设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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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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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4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弘扬公益精神，经友好协商，浙江新
益智能驱动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捐赠人民币壹仟伍
佰元，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捐赠人民币叁
仟元，共计肆仟伍佰元，用于支持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40

项目名称：人文学院爱心资助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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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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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8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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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8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与田洋（丁小萍老师女儿）的协议，为了发扬扶
危助困的人文精神，传递爱心，帮助人文与法学院的困难师生，田洋于2014年向我
校人文与法学院捐赠人民币三万元整，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18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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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信息工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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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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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895.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895.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合格的、优秀的的人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上海杨浦区高顿进修学校、孙赟校友、计虹校友共向学校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柒万壹仟元，资金于2013年11月全部到账，该项经费与20
19年支出2895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汇文杯”电子设计竞赛项目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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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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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96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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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96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汇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
赠协议，为支持学校学生科技竞赛活动，杭州汇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向我
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万元整，用于设立“汇文杯”电子设计竞赛项目。该
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96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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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中法”创新能力培养经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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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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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32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25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高等教育，加强科研究所与高校间的交流，营造更为优越
的学术环境，培养学有所用的新型人才，以促进社会公用事业发展，经双方友好协
商，深圳市中法公用事业发展研究院于2016年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人民币拾伍万圆整，分三年支付，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青年教师及
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325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护航G20信息安全建设经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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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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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65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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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654.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协议，为了支持教育，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于2013年向我校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已到账贰拾万元，用于网络信息中心“数字校园
”项目建设，其中捌万元设立护航G20信息安全建设经费基金，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
支出1654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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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学费收缴工作项目经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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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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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79.5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9.5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交通银行下沙支行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捐赠协
议，为支持学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交通银行下沙支行于2016年向我校教育发展基
金会捐赠人民币贰万贰仟元整，用于学费收缴工作。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79.5元
。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物流化报账系统开发经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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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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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0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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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校园文化建设，弘扬公益精神
，经双方协商，赵友永于2016年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
拾万圆整，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计划财务处物流化报账系统开发。该项目经费于2
019年支出10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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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校园文化建设费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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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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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38885.2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8885.2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电福建校友会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协议，为促进
校园文化建设，杭电福建校友会于2016年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
人民币三十伍万元整，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经费，该项目经费于201
9年支出38885.2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教学改革与创业创新项目（招就）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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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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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2216.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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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21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协
议，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杭州恩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2016年向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设立教学改革与
创业创新项目基金，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12216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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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智慧校园开发项目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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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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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6054.09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54.09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科教兴国战略，践行“互联网+”和学校的合作，有效探
索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新模式、新机制，加强企业与高校间的交流，本着诚实信
用、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向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5万元，用于支持党委学生工作部智慧校
园开发项目。此款项分别于2017年1月打入5万，2017年4月打入10万全部到账，该
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6054.09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刘君奖学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4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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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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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第84页



50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1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支持学校教育，校友刘君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万元整
，用于设立计算机学院“刘君奖学金”。该项资金于2017年1月全部到账，该经费于20
19年支出41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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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基于图像处理的界面识别系统”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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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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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726.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2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
协议，本着共同发展、资源分享、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原则，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
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30万元整，共建“信多达集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孵化中心”，资金于2017年2月到账，其中5万元，设立“
基于图像处理的界面识别系统”基金。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726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保卫处安全信息化建设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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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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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31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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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17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马野先生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为支
持学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马野先生于2017年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
万肆仟元整，用于保卫处安全信息化建设。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317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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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智慧学工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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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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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047.84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47.84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校园文化建设，弘扬公益精神
，经双方友好协商，杭州巨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捐赠人民币10万元整，建立“智慧就业项目基金”，用于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其资金50,000元于2017年3月到账。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1047.84元
。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北信源.皓志”学生创新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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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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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72099.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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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72099.28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支持教育，培养人才，营造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加强企业与高校
间的交流，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协商，我校84级校友林
皓先生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200万元整，用于设立“林皓
创新创业基金”。其中100万元用于电子信息学院设立“北信源·皓志”学生创新专项基
金，主要用于电子信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网络安全学院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该项资金于2016年10月全部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72099.28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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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静思教育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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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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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6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6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支持教育、培养人才，营造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弘扬公益精神，
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我校83级校友马静女士
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万元整，用于设立“静思教育基金
”，主要用于经济学院发展建设、学生国际化交流学习。该项资金于2016年10月全部
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6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亨利.戴创新创业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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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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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79456.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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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9456.3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科研
素养，锻炼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科研兴趣，经友好协商，本着诚实信用、互利
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我校78级校友、这件钱江花木城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戴云法陈栗夫妇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整
，用于设立“亨利.戴创新创业基金”，主要用于经济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该项资金于2016年10月全部到账，该经费于2019年支出79456.3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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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教师教学改革与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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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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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0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了支持教育，培养人才，营造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加强企业与高校
间的交流，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协商，我校计算机学院
严义教授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整，用于设立计算机学院“教师
教学改革与发展基金”。该笔资金于2016年9月全部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0
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新生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2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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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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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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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5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春波协议，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600万元整，其中162万元用于设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新生
发展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50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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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十佳大学生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3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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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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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3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春波协议，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600万元整，其中18万元用于设立“十佳大学生发展基金”资
金于2017年5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30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师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59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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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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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第94页



60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91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春波协议，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600万元整，其中180万元用于设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师
发展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591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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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8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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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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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84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春波协议，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其中240万元用于设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
生发展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840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正扬电子信息人才培养基金（电子）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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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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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2246.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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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24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协
议，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我校84级校友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虹顾
一新夫妇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50万元整。其中15万元用
于电子信息学院设立“正扬电子信息人才培养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资金全部到账
，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12246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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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正扬国际化发展基金（机械）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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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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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3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5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协
议，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我校84级校友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虹、
顾一新夫妇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50万元整。其中15万元
用于机械学院设立“正扬国际化发展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资金全部到账，该项经
费于2019年支出235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正扬教师发展基金（会计）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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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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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45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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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58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协
议，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我校84级校友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虹顾
一新夫妇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50万元整。其中20万元用
于会计学院设立“正扬教师发展基金”。资金于2017年5月资金全部到账，该项经费于
2019年支出458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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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智能汽车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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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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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303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03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双方友好协商，苏州普源精电科
技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人民币340000元整，用于赞助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组织2017年浙江省大学生智能车竞赛活动。资金于2017年6月
全部到账。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2303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安克梦想教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605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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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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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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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6059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薛安克教授协议，为促进学校
教育发展，薛安克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459,375.00元，
资金于2017年9月到账，其中 53,600元用于设立“安克梦想教育发展基金”，该项经费
于2019年支出6059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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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人文学院教师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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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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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48951.18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48951.18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校友操应旺协议，为支持学校
教育，校友操应旺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个人画作售卖所得人民币102000元
，用于设立人文学院学院“教师发展基金”。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1126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68

项目名称：大数据创新研究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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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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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795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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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795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浙江省博爱教育基金会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处三方协议，为支持学校教育，浙江省博爱教育基金会于2
017年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用于设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产
学研合作处“大数据创新研究基金”。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795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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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CFA教育发展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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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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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532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532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与联系，推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事
业发展。上海高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
币伍万叁仟贰佰元，用于设立“经济学院CFA教育发展基金”项目，资金于2017年12
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532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校友宣传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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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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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31446.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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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31446.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2016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期间，广州校友会代表张招兴、陈
锦棋、许岳明以及温州校友会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共21
万元，用于设立校友宣传基金。资金于2016年10月全部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
出131446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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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项目名称：同花顺杯证券投资大赛专项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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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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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5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5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与联系，推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事
业发展。杭州猎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
币陆万元人民币，用于设立“同花顺杯证券投资大赛基金”项目，资金于2018年11月
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15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ACM队竞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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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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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6423.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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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6423.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促进高校教学科研与产业实践相结合，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的实现，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捐赠人民币伍万元，用于设立“ACM队竞赛基金”项目，资金于2018年11月到账，该
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26423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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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大学生网络与信息安全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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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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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9842.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9842.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为更好地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经双方友好协商，深信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贰万元，用于支持浙江省
大学生网络与信息安全大赛事项。资金于2018年12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
19842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2019信多达杯电商营销大赛”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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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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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0767.5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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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767.5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
协议，本着共同发展、资源分享、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原则，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
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十萬元整，共建“信多达集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孵化中心”，现资金于2016年3月到账，其中2.37万元，
设立“扫地机器人研发”基金。该项目于2019年支出10767.5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第109页



75

项目名称：“扫地机器人研发”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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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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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2370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237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公司合作
协议，本着共同发展、资源分享、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原则，杭州信多达电器有限
公司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叁十萬元整，共建“信多达集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孵化中心”，现资金于2016年3月到账，5.9万元，设立“2
019信多达杯电商营销大赛”基金。该项目经费于2019年支出237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项目名称：创新创业基金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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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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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1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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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000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根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的
协议，东莞正扬电子机械有限公司向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用于设立创新创业基金。现资金已经于2017年9月到账，该项经费于2019年支出100
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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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资助校友陈国安困难补助

本年度是否为该项目开展了公开募捐： 是  否 

本年度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是  否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12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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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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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

其他费用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收入：人民币 0.00元

项目本年度支出：人民币 12350.00元

运作模式 ：资助

服务对象： 所有人;

服务领域：教育

服务地区： 省内
项目介绍：2012年。根据学校办公会决定，自2012-2020年，资助帮扶困难校友，
每月1000元，2019年税前支出12350.00元。
慈善项目联系人：康会然

慈善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0571-87713566

是否委托第三方执行：否

说明：说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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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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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及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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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本年度共备案募捐方案  0 个，其中互联网募捐个，其中互联网募捐  1 个，异地募捐个，异地募捐  0 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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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度开展的援助、本年度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本年度是否开展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是   否否  

本年度开展了（本年度开展了（0）项援助）项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具体内容，具体内容
如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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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年度计划开展的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

2019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援助“三区三州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等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  是是   
否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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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五）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2019年度共开展了年度共开展了  0 项慈善信托，涉及项慈善信托，涉及  无无  领域，金额总计领域，金额总计  0.00 元。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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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金会的关联方（六）基金会的关联方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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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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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8页



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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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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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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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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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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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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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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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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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度工作总结（七）年度工作总结

基金会2019年度总结

1、起草并正式出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捐赠激励及配比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在原奖

励10%基础上,拿出配比资金50%支持原捐赠项目,进一步激发各学院和部门捐赠活力。

2、从被动回应捐赠方需求向主动精准服务捐赠方转变,主动上门与宋庆龄基金会等大型公

益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慈善组织活动,争取社会自资金支持,本年度成功募集并顺利实施宋

庆龄基金会项目捐赠。

3、做好中芯国际学生奖助学金、薛禹胜院士发展基金、杨善林院士捐赠基金等大额捐赠

项目的跟踪和策划,本年度单笔捐赠50万元以上的大额捐赠共有4比;同时积极筹划“添砖加瓦

”、校友林、校友微信随手捐等小额捐赠的覆盖面,本年度捐赠人次达到800人次。

4、进一步完善捐赠反馈制度,做到分分有回应,笔笔有反馈。通过邀请捐赠人返校颁奖、

组织受资助学生回访捐赠企业等活动加强与捐赠人的联络互动。

5、讲好捐赠故事,营造捐赠文化,推荐选送的支持学生创新创业的林皓校友荣获浙江省第

六届慈善奖个人捐赠奖;我校牵头组织的薛禹胜院士基金交流会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媒体纷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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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受监督管理情况五、接受监督管理情况

(一一)年检年报情况年检年报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是否发放了2018年度责令整改
通知书

是  否 

整改情况整改情况

整改原因整改原因

(二二)评估情况评估情况

1、尚未参加评估，或者评估登记有效期已过 是  否 
2、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 ：4A，有效期自2018-12-20 至 2023-12-19

(三三)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税收优惠资格获得情况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优惠资
格年度和批次

是否取得 资格有效期 批准文件名称及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是 2019-12-31 浙财税政〔2019〕11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是 2022-12-31 杭财税政〔2019〕1
号

其他 否
杭财税政【20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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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处罚情况（四）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本基金会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是   否否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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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整改情况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针对登记管理机关针对2018年度工作向本基金会发出过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年度工作向本基金会发出过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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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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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六六)信息公开情况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信息公开：是
公开渠道（公众号，官网，微博等）：官网

、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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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六、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情况

(一一)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购买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购买的资产管理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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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二）持有股权的实体情况

序号 实体名称
设立
时间

法定
代表
人

工商
登记
类型

被投
资实
体注
册资
金

认缴
注册
资金

本基
金会
出资
额

持股
比例

投资
资产
占基
金会
总资
产的
比例

与基
金会
的关
系

核算
方法

序号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说明：说明：
1、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50%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以上且有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投
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子公司。
2、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非控制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以下且无权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
3、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共同控制是指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
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投
资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资企业与其他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为其合营企业。  
4、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重大影响是指对被投资单位的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之间且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
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利，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
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的制定。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单位为其联营企业。
5、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若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按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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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三）委托投资情况（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
资）资）

受托机构
受托人是否有资
质在中国境内从
事投资管理业务

委托金
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
定方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
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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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公开情况七、信息公开情况

是否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基金会信
息公布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息公开义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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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八、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姓
名

张武标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姓
名

周蓉蓉

意见

签名

日期

监事姓
名

鲁剑伟

意见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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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九、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
位名称

浙江省教育厅

经办人

经办人联系
方式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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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十、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十、登记管理机关审核意见

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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