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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倡议
尊敬的各位学长和校友：
首先，我谨代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向您致以最亲切问候和最美好祝愿：祝您和家人
健康幸福，事业兴旺，万事如意！
1896 年，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秉承盛公宣怀“兴学自
强、实业救国”之理念，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为甲午战败后的中国造就实业、科技
人才。抗战期间，交大师生投身民族救亡，为国为民勇于献身。上世纪 50 年代，交通大
学倾其所有割舍大批优势学科，为十余所兄弟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基础。80 年代，交
通大学敢为人先锐意改革，为日后发展赢得先机。经过历代交大人的努力拼搏、矢志奋
斗，交通大学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最快的大学，目前已经形成了综合型大学的学
科布局，实现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完成了现代化大学校园的建设，是中国最值得骄
傲的优秀学府之一。
2006 年 11 月我接任上海交大校长，深为交大“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德育为基、敢
为人先”的育人理念，以及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感到自豪。受命于建校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实乃幸
事，然而面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承载着数十万交大人的热切期盼，我深感任重路遥、充满挑战。当
前，学校发展的资金压力非常巨大，一方面因为闵行新校区建设学校承担了巨额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国家下拨的办
学经费、学费收入仅占学校年度运行经费的四分之一，不足部分须通过争取科研经费、产业投资回报、社会募捐等
形式解决。同时，交通大学正处于从外延发展转入内涵建设、从数量积累进入质量提升、从国内竞争步入国际竞争
的新阶段。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建设、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高效率管理体系的重构等等都需要较大的投入。但是
我深信，集交大数十万优秀师生校友之力，母校至 2020 年若干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至 2050 年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大学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交通大学是一所点燃激情和实现梦想的大学。母校的培养和交大的精神，影响着每一个交大人的人生和价值。
历代交大人铭记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鼎力襄助母校发展。今天，母校依然需要您的参与和帮助，您的慷
慨捐赠将会是母校发展的有力支持，将会让学弟学妹们受益终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您的捐赠将汇入“思源校
友年度捐赠基金”，既可用于您指定的院系和项目，也可由学校统筹用作奖助学金等最急需的款项。学校将十分重
视您的每一笔捐赠，并通过严格的管理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学校基金会年度报告将详细记载捐赠人名单、
捐款用途和成效。
为方便海外校友捐赠，母校设立了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SJTUFA），并已获得美国联邦税务局 501(c)(3)
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资格。美国 Wallace Coulter 基金会特向我美洲基金会捐赠 250 万美元等额配捐基金,以鼓励交大
校友回馈母校。
交通大学，昔日是您立志成才放飞梦想的摇篮，今日是您事业腾飞实现理想的后盾。交大人实干敬业，建树可
嘉，是众多行业的中坚，数十万交大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无可估量。母校永远是交大人温暖的家园和交流互助的桥
梁。为架起这座互助的平台，请访问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网站（www.sjtufa.org）留下您的最新联络信息。
欢迎您致函校长信箱（zhangjiesjtu@sjtu.edu.cn），为母校发展献策建言。
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母校成为交大人永远的骄傲。

张 杰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
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 理事长

捐赠者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具有美国联邦税务局 501(c)(3)公益慈善机构免税资格，税号 76-0802983。美国
Wallace Coulter 基金会特向我美洲基金会捐赠 250 万美元等额配捐基金,以鼓励交大校友回馈母校。请在
下表中选择“希望得到 Coulter 基金会的等额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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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支付方式


在线捐赠: 在线捐赠请访问 http://www.sjtufa.org/donations.htm



信用卡支付:
MasterCard

Visa

Discover

信用卡号

Amex
有效期

/

信用卡用户名
本人授权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从以上信用卡帐户扣除指定的金额
I hereby authorize SJTUFA to debit the above credit card with the amount of $
签名


日期

支票（汇票）支付：
支票（或汇票）抬头（Payable to）: SJTUFA
寄至以下地址：SJTUFA, 16625 Sonora Street, Tustin, CA USA 92782

如果您希望冠名捐赠或将所捐款项用于其他特定项目或院系，请在以下所列选项中选择：
通用基金

奖助学金

学术发展

校园建设

冠名捐赠项目：
其它项目：
指定院系：
（注：只有“通用基金”和“路桥建筑物冠名”类捐赠能获得 Coulter 基金会的等额配比）。
如果您不希望上海交通大学和美洲基金会在荣誉榜上公布您的姓名，请在此框内打勾：

冠名类捐赠项目
奖助学金类

捐赠金额

简介

社团发展基金

$3,000

用于资助上海交通大学现有近 110 个注册社团建设，涵盖了公益慈善、学术科技、文
学艺术、健康体育等各个领域。每年 1000 美元，连续捐赠 3 年，捐赠总额达到 3000
美元，冠名“XXX 社团发展基金”，冠名时间为 3 年。

博士生助学金

$4,000

用于资助经济条件困难、品学兼优的博士生，激励在校博士研究生集中精力从事科学
研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冠名金额需能独立资助至少一位受助人完成学业，起
捐额度为 4000 美元，可在 3 年内将全款捐赠到位，冠名“XXX 博士生助学金”，冠名
时间至捐款发放完毕为止。

社会实践成长基金

$160,000

用于资助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走出校园开展社会调研活动，培养在校学生社会实践能
力，鼓励学生通过与校友的交流沟通受启发受教育，培养大学生对事业和对社会正确
的认知能力。

冠名讲席教授

$180,000

用于选聘海外具有一流水准的知名学者为讲座教授，开设学科前沿进展或针对具体行
业应用研究等讲座，提高讲课内容的领先性和应用性，扩大在校师生的教学知识面。
每年 60,000 美元，连续捐赠 3 年，总计 180,000 美元，冠名时间为 3 年。

国际学术交流基金

$160,000

用于学术论文被国际学术会议主办机构接纳且被邀请参加会议宣读的在校教工或博士
生，以提高科研水平，开拓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200

闵行体育馆座椅，200 美元起捐，座椅背示捐赠者铭牌。

桥梁：$30,000

闵行校区二期建设以来，已兴建电子信息、软件、机械、动力、材料、医学、生物等
教学试验楼群。其间已建成的 23 条道路共有 65 个分段及 24 座桥梁。桥梁路段冠名
时间为 10 年，到期可续捐冠名。

学术发展类

路桥建筑物冠名
闵行体育馆座椅铭牌
闵行校区道路、桥梁

闵行羽毛球训练馆

路段：$75,000
$250,000

闵行体育馆羽毛球训练馆，有羽毛球场地 13 片，同时乒乓球场地 8 组，参加活动学
生每天超过 1000 人，捐赠 25 万美元获冠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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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研究生服务中心

$450,000

闵行校区教学 F 楼
$1,450,000

徐汇校区田径场

$300,000

建 筑 面 积 3500 m ， 其 中 半 封 闭 广 场
2
425 m 。 建筑 体型 为方 与圆的 有 机 衔
接，为学生创造出一个自由、活泼、充
满亲和力的学习和娱乐的场所。

位于闵行校区东区，建筑面
2
积 10000 m ，总造价为 3000
万元人民币。

徐汇校区田径场含 400 米标准塑胶跑道、综合投掷区、器械场、人工草坪以及标准
足球场。

上海交通大学桥梁/路段冠名捐赠细则
第一条：为明确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对上海交通大学桥梁/路段冠名的操作规范，特此细则说明。
第二条：取得桥梁道路冠名权者须与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签署正式冠名协议。
第三条：冠名权利人为北美各界人士或企业团体，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享有优先冠名权。冠名遵循以捐赠时间为序、
不重复冠名的原则。
第四条：冠名名称规定：一般为捐赠者个人或团体名称。冠名一般为汉字或英文，原则上字数不超过 5 个汉字。
第五条：冠名捐赠金额及冠名期限：捐赠金额：桥梁 3 万美金，路段 7.5 万美金。桥梁/路段冠名年限为 10 年。在
冠名时限到期前 1 年，可协商续捐继续冠名。
第六条：冠名权体现：捐赠者名称将出现在路牌（桥段铭牌）上。路名，桥名将在闵行校区地图上予以标注。在冠
名桥梁/路段的显要位置统一制作具有捐赠者提议的个人生平或企业历史简介。
第七条：捐赠仪式：签订捐赠协议后，在捐赠款项到帐后，将会与捐赠人协商命名仪式事宜，如捐赠人无意亲自出
席命名仪式，将在捐款到帐后 1 个月内更改捐赠路桥的名称。
第八条：名称更改：在冠名期限内，名称一般不做更改。若遇特殊情况必须更改名称，须重新签定协议，费用参照
本细则第五条执行。
第九条：冠名期满后，如愿意继续保持该设施的冠名权，可继续捐款，保留冠名权。在有其他申请同一设施冠名权
者的情况下，具有优先权。
第十条：本细则解释权归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

如您对冠名类捐赠有更多问题，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
邮件:
电话:
传真:
电邮:

SJTUFA, 16625 Sonora Street, Tustin, CA USA 92782
949-923-1129
949-651-8818
office@sjtufa.org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美 洲 基 金 会 主 旨
上海交通大学美洲基金会旨在为上海交大的科研教育和国际交流项目募集资金，
推广上海交大与美国院校、企业间的合作，增强校友和母校的纽带，
成为上海交大在美洲的一个平台及中美校友间合作交流的桥梁。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FOUNDATION OF AMERICA
16625 Sonora Street, Tustin, CA USA 92782
Tel. +1-949-923-1129
Fax +1-949-651-8818
www.sjtufa.org

office@sjtuf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