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公益项目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三、公益事业支出等情况/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支出情况

（一）捐赠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捐赠收入 854837361.29 26827779.00 881665140.29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收入 659294174.59 26827779.00 686121953.59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68825063.29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617296890.3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195543186.70 0.00 195543186.7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2590549.04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捐赠

192952637.66

（二）公开募捐收入情况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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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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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三）大额捐赠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155000000.00 0.00

64675063.29 4150000

594619111.3 22677779

2590549.04 0

192952637.66 0

0 0

0 0

0 0

0 0

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 95000000 0 北京大学发树医学发展基金、贝公
楼修缮及改造工程项目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60000000 0
北京大学新奥工学大楼基金、工学
院新奥发展基金、新结构经济学研
究院新奥基金

第10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人民币元

（四）支出情况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本年度总支出 762862890.99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管理费用

其他支出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 (综合三年  %)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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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于上年解除时间限定的净资产为 元

请说明具体情况：

7011329397.14

765824775.04

-4085723.14

1123839.09

10.92 11.99

-0.54

0

无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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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益慈善项目开展和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1.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共开展了(12)项公益慈善项目，项目总支出为(765824775.04)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学生资助项目

是 否

元112411322.42

元62939444.34

元0

元19854386.04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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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北大一直将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任务，并根据时代发展和教育规律，不断提升教育理念和质量，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致力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
任感、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国际视野开阔、在各行各业起引领作用的高素质人才。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设立众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学生科研基
金、国际交流基金等项目，在学业、国际交流、社会实践、科学研究等各方面帮助学生成长成才。2021年，继续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交流、社会实践、创
新活动等学生项目虽无法如期开展，但学生奖助项目奖励资助学生仍保持7500多人次。这些项目在校内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社会各界慷慨捐赠的善举也
是对学生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第二课堂的重要作用，让学生学会感恩母校、感谢恩师、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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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教师发展项目

是 否

元131825600.51

元104144793.66

元0

元38174971.89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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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大学之为大，首先在于大师的学识、智慧和品行。为延揽和培育热衷于创新型研究、拥有高水平教学能力的顶尖学者和杰出青年人才，为提升教育质量、培
养未来领袖、破解前沿难题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讲席教授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励基金、优秀教师奖等项目。这些项目的设
立，在引进杰出人才，鼓励学术创新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在多个学科领域设立了博雅青年学者项目、杰出青年
学者项目和奖教金项目，用于聘请一流学者、培养青年教师及奖励优秀教师，如学而思博雅青年学者项目、兴证全球公司教育基金-杰出青年学者项目、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彤程发展基金-彤程博士后项目等。一些往年设立的长期项目如黄廷方博雅讲席教授、李兆基博雅讲席教授、王宽诚讲席教授、徐淑希讲席教
授、国华杰出学者奖、树人奖教金等仍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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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学科建设项目

是 否

元332823019.52

元156638779.57

元0

元107481834.65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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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北大有理学部、信息与工程科学部、人文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经济与管理学部和医学部6个学部，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综合学科优势和前沿交叉学
科发展潜力突出。依托北大雄厚的学科实力和创新包容的学风传统，北大科研人员关注的领域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新型工程技术和医科的各
个领域，瞄准的课题包括关系人类福祉的健康、环境、能源、气候等各类难题和全面深化改革、区域和平与发展、文化传承与交流等各个前沿课题。与此相
对应，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多个学科发展基金，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彤程发展基金-院系发展项目、龙翔教育基金-全球健康发展项目、新
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汪建中发展基金、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和谐天明项目、法学院发展基金等。同时一些持续多年的项目，如百度基金、光华发展基金、
国家发展研究院发树教育发展基金、大雅堂发展项目、外国语学院新东方院系发展项目、BIOPIC发展基金、文研院发展项目等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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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校园建设项目

是 否

元55462385.97

元46166003.97

元0

元25392581.09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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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为帮助学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着力建设第一流的校园和设施，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继续支持校园建设项目，致力于将北大打造成人文校园、
绿色校园、魅力校园，为师生潜心治学、为教学科研事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齐备的设施和相宜的环境。2021年贝公楼修缮及改造工程项目、数学科学学
院大楼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实施，提升公共服务和教学科研空间和质量，让师生能够专注学业、安心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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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社会公益项目

是 否

元9034690.55

元510594.8

元0

元3934690.55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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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北京大学历来重视社会公益服务，鼓励学生向实践学习，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提升能力、服务社会。西部
支教团西藏助学金设立于2007年，由北大校友、美籍华人徐晓苓女士捐赠，十余年来，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西藏分团志愿者每年亲手将助学金送至拉萨中
学学生手中，为贫困学生解决学习、生活所急需, 帮助学生们重树进取之心。民间图书馆阅读推广基金选择贫困地区或以留守儿童为主的乡村小学，援建图书
馆或班级图书角，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改善学生和当地居民的阅读条件，2021年进一步开展李更生阅读推广基金的“更生图书馆微
课（LGS Little Free Class）”公益项目。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级贫困县智力帮扶项目旨在帮扶贫困县县域干部提高管理能力、开拓思路，同时借助国家发展
研究院老师赴贫困县县域开展考察、调研活动，支援各县域经济发展。章文晋基金面向全国五所高校发放奖学金，激励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同学们成长成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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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其他项目

是 否

元64074541.32

元73145159.39

元50000

元4722.48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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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认定的其他项目是指未能归入上述项目类别的社会捐赠项目，主要包括非限定性用途的捐赠项目、众多校友捐赠项目等，项目支出主要
是根据学校发展建设的需要，为急需支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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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北京大学发树医学发展基金

是 否

元75000000

元50000000

元0

元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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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为祝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推动国家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2018年7月18日，福建省发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发树与北京大学医学部签署捐赠协
议，约定分十年每年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共计5亿元设立“北京大学发树医学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北京大学医学部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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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北京大学十四五发展基金-学科建设项目

是 否

元0

元160000000

元0

元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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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2021年，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的决议，决定设立“北京大学十四五发展基金”，由基金会的非限定性净资产拨付，用于弥补学科建设经费缺口，
支持学科发展建设，加强北京大学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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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种
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餐饮中心大楼建设基金

是 否

元0

元64364044.99

元0

元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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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北京大学的校园环境，郭鹤年先生通过郑格如基金会两度捐资支持北京大学餐饮中心大楼建设。该大楼位于北大燕园校区西南角，紧邻
学生宿舍和办公区，建筑面积3.46万平方米，地上四层为就餐区，共有餐位约4200个，是集餐饮、聚会、研究、学习、交流、展示为一体的现代化、智能
化、多功能的综合型餐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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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种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医学部发展基金

是 否

元51033580

元18152454.32

元0

元70000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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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北京大学医学部具有百年历史，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学科覆盖医学门类中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护理学
等门类的部分学科。教学贯穿了本科、研究生及继续教育全过程。医学部发展基金下设有各类奖学金、奖教金、学科建设、研究资助等多个子项目。医学部
发展基金的设立，从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等多角度助力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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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种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北京大学新奥工学大楼基金

是 否

元50000000

元10000

元0

元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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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为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建设发展，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15年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进行公益性捐赠，用于支持北京大学新奥工学大楼的建设。该大
楼位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区，为工学院建设办公和研发大楼，建筑面积60000余平方米。大楼的建成将极大改善工学院教学、科研、对外交流的硬件条件，有
力地支撑学院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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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是否对该项目进行了专项审计：

项目收入：

项目支出：

项目来自公开募捐的资金（物资折价)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资金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收入：

项目来自境外物资捐赠的
种类（可多选）：

运作模式：

服务对象：

服务领域:

服务地区：

项目介绍：

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基金

是 否

元0

元29753500

元0

元0

元0

衣服、被褥、鞋帽等生活必需用品 食品类及饮用水 医疗类 教学仪器、一般学习用品类
直接用于环境保护的专用仪器 其他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

资助 运作 混合

所有人 儿童 老人 妇女 残疾人 少数族裔 某类特殊人群 某类病种人群 其他

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 体育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生态环境 应急救援 社区发展

乡村振兴 志愿服务 公益事业发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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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 大连市 青岛市 厦门市 宁波市

为北京大学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强有力财政支持是基金会的重要任务。围绕这一目标设立的北京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基金项目，旨在促进北京大学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基础学科的发展，该项目2021年主要支持燕京学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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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捐活动备案情况

共新增募捐方案备案 个， 其中涉及互联网募捐备案 个，线下异地募捐 个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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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情况 
是否开展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开展了（1）项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元，受益人 户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
选）：

项目内容简
述：

有 无

学生资助项目-助学金

912400 88 88

10个 0 47个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2021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依托北京大学资助中心重点关注和帮扶来自国内
10省市、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贫困县的学生，以国家乡村振兴政策为指导，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工作，通过发放助学金、提供学业辅导
以及心理引导等服务，助力贫困县的人才培养工程，把他们培养成为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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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年度计划开展的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情况 
下年度是否计划开展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活动

项目名称：

项目支出： 人民币 元，受益人 户 人

项目受益地
点：

省 市 县

项目类别（多
选）：

项目内容简
述：

有 无

学生资助项目-助学金

1000000 100 100

10个 0 50个

XX省XX市XX县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健康医疗 基础设施
直接救助 志愿服务 易地搬迁 其他

2022年，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将依托北京大学资助中心继续精准定位，尽最大能力支持来自贫困县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让他们成为国家脱贫攻
坚任务的受益者，把他们培养成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参与者，引导他们成为重点帮扶地区彻底改变面貌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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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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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00

160000000.00

64364044.99

18152454.32

10000.00

合计 176033580.00 292526499.31 0.00 0.00 0.00 0.00 292526499.31

北京大学发树医学发展
基金

75000000 50000000 0 0 0 0

北京大学十四五发展基
金-学科建设项目

0 160000000 0 0 0 0

餐饮中心大楼建设基金 0 64364044.99 0 0 0 0

医学部发展基金 51033580 18152454.32 0 0 0 0

北京大学新奥工学大楼
基金

50000000 10000 0 0 0 0

第16页



单位：人民币元

（七）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本组织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合计 210000000.00 27.42%

北京大学十四五发展基金-
学科建设项目

北京大学 160000000 20.89% 支持北京大学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发树医学发展基
金

北京大学医学部 50000000 6.53% 支持北京大学医学部发展
建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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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慈善信托情况 

2021年共参与 单慈善信托。其中，本慈善组织作为受托人运营 单慈善信托，作为委托人设立

单慈善信托。

有 无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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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组织作为委托人设立的慈善信托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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