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 特 教 育 
Better Education 

为了儿童更好地生活而教育！ 



 

百特教育理事长 

 

 

2011年是百特教育成立以来的第三个年头，机构仍处于创业的爬坡期。这一年，我

们在社区少年教育领域进行了探索，同时保持了在青少年金融教育领域的快速发展，并

试图寻找到机构战略发展的平衡点。 

在青少年金融教育领域，我们一方面维持了与花旗基金会的良好合作，在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和重庆继续普及中小学金融教育，得到了学校的欢迎；另一方面，在巴

克莱投资银行、G-Satr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分会等的资

助上，“阿福童”社会和理财教育项目拓展到了16个省市，30个地区，67所学校 ，培训

了1232名教师，惠及13647名学生，其中，弱势群体学生约占70.81%，并且逐步探索出了

一条可以复制和传播的项目拓展模式。 

在社区青少年教育服务领域，我们在浦东新区民政局、新区福利彩票办公室以及塘

桥街道、川沙街道、三林街道的关心支持下，成功开展了面向城市贫困家庭儿童和打工

子弟子女的课后素质教育和学习辅导项目，摸索了在社区集合多方资源开展青少年服务

的创新模式，获得了市民政局的嘉奖，也得到了区民政局领导和合作街道的好评。 

2011年，机构的筹款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开始有了一部分的服务性收入。截止

到2011年12月31日，“百特教育慈善基金”和百特教育机构的合并总收入为1,943,370.97

元，其中捐赠收入为1,192,704.17元，政府购买服务收入为377,489.0元，服务收入为93,921.5

元。如图所示： 

百特教育年度工作报告（2011 年） 

 

2011 年是我们机构继续发展壮大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得到了浦东新区民政部门和

合作街道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使得我们在浦东新区的社区青少年发展项目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这一年，我们有了 7 名全职工作人员，3 名稳定的兼职人员，机构的人力资源配置

功能上逐渐完善，组织上开始有了层次，机构抗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提升。 

随着我国公益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公益的价值，参与并加入到公益的

行列之中。我们处于一个好的发展时机，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挑战面前，我们需要调

整机构发展的策略，创新内部管理机制，整合多方资源，使得百特教育做得更好更强，去

实现我们促进青少年独立思考，合作行动，成为改变命运的天使的使命。 
 

百特教育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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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特教育简介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于2009年7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注册成立，业务主管单位

是浦东新区教育局。是国内第一家致力于青少年社会和理财教育的非营利组织。服务对象是

6—22岁的青少年，尤其是贫困儿童，如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以及与儿童成长密切相关的

教师和家长。 

 

使命 

通过体验学习，帮助青少年自我激励，独立思考，合作行动，成长为负责任、懂理财、

积极改变世界的公民。 

 

机构理念 

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采用体验学习的教育方法，开发和推广青少年财商教育

课程，培养青少年的五种软技能：自我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财商技能、领导力和创业

能力。 

 

理事会成员： 

 理事长：   王胜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副理事长： 周彬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理事：     贾影     企业社会责任咨询专家 

 理事：     朱小斌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理事：     张玮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从 左 到 右 ： 王 胜  张 玮    贾 影    周 彬                 朱 小 斌 

 

专职员工 

项目总监：        张玮  

项目经理：        郑祎杰 

课程研发主管：    秦冬梅  

财务及技术主管：  符海虹 

项目主管：        陈潇斐 

项目主管：        于潇 

项目主管（扬州）：庞建杰 

 

主要志愿者 

首席培训师： 王雄     扬州中学特级教师 

研究员：     向蓓莉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财务助理：   张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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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财务报告概要（人民币） 

 

总收入 1,943,371.0 

总支出 1,581,197.9 

净资产 984,383.0 

负债 890,742.3 

主要捐赠方 (公共或私人单位) 花旗基金会 

浦东新区民政局 

巴克莱投资银行 

G-Star 基金会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VISA 国际 

 

金融教育项目 

 “阿福童行动”——社会生活与理财教育 

阿福童社会生活与理财教育服务于6-18岁
的儿童及青少年，帮助儿童及青少年形成良好
的社会生活方式，鼓励他们节约资源，开启儿
童及青少年社会和金融创业活动。通过社会和
理财教育，儿童有机会探索对生活、社会和世

界的看法，并尝试将所学付诸生活，改变自我，
改变班级，改善学校，改善社区，甚至可以打
破社会的贫穷。 
 
 

阿福童课程的5个核心理念 

1.认识自我并探索自我 

2.权利和责任 

3.储蓄和消费 

4.计划和预算 

5.儿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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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有道——中学生理财教育 

 

此项在东南亚享有盛名的中学生理财教育项目是由上

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在花旗集团基金会(Citi Foundation)

的赞助下，通过新加坡培训协会(Learning Society)引进中

国。 

 

《理财有道》是第一本引进中国高中的理财教育书籍，

为中国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世界金融知识的窗口。该书内容涵

盖重要的理财知识，这些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但是

在中国校园的课程中往往被忽视它的价值。如：个人财务规

划、资金的时间价值、理性消费、现金价值、外汇、股票、

债券、基金、个人财务信用、信用卡、购房、保险和金融体

系等。  

《理财有道》只是对金融知识的简单介绍，而并非一个正式的校本教材。它以讲座或演示

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教学。基于中国的国情，《理财有道》这本书和开展的讲座对很多学生与教

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数老师在参加了这个项目之后，开始开发适合自己学校的理财有道校

本课程。许多学生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金融俱乐部来尝试探索金融世界的魅力。我们相信越来

越多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会欢迎这一金融教育项目在中国的开展而且会感谢花旗集团的努力。

只要我们继续实施这个项目，在了解了理财知识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养成合理储蓄与消费的良

好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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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贝尼”——儿童理财戏剧  

 

理财知识是一种能够持续影响儿童一生的生活技能。通过全面的教育使学生的生活技能得

到全面发展对于孩子做好面临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神探贝尼”是

一个主要服务于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金融教育项目。该项目采用一种创造性的教学方法，通过连

环漫画册和戏剧小品传授学生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本以传递金融知识为载体设

计的漫画书，旨在提高小学8-12岁学生的理财知识。 
 

为了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了

解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百特教育在花旗集团

基金会的赞助下，通过新加坡培训协会引进此

项在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小学生理财教育项目

——神探贝妮(Agent Penny)。 

 

戏剧把原本枯燥难懂的理财知识表演给

小学生看，在欢声笑语中让学生们学习到一些

基本的理财观念和知识，同时还赠送给孩子们

一本《神探贝妮与威力哥哥》理财漫画书。 



 

 

 

 

社区教育项目 

青少年社区教育系列课程 

 

 

 

 

 

 

 

 

 

 

 

 

 

阿福童行动 

2011年度发展概况 

 

 

 

 

阿福童带来的变化 

 

儿童故事——快乐有趣的阿福童 

 

刚开学我们对阿福童课充满着好奇，老师并不给我们讲什么知识，只是让我们做简单

的游戏。当时我心里想：“我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为什么要让我们做简单的游戏？”

老师告诉我们，阿福童课程是在简单的游戏中找到童年的快乐，做个快乐的阿福童，浅浅地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认真做起了游戏，逐渐尝到了阿福童课程的乐趣。 

阿福童课上的游戏虽然简单，但要做好它也不容易，因为每个游戏都至少需要两个人

的配合，才能做好。这就需要团结合作的精神，既要相互竞争，又要互相忍让，不能有一丝

一毫的分心。 

在做游戏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感到了共同合作的快乐。这让我们暂时忘记了学习的辛

苦，那种童年的感觉，似乎又悄悄回来了，我们仿佛个个都变成了开怀大笑的上阿福童课，

这也许就是阿福童课让人着迷的原因吧。  

 

该项目针对小学生放学后及假期中的看护与管

理问题，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充分运用学校、社区的

闲置场地资源，采用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成熟

的“青少年社区教育系列课程”、专业的志愿者和教

师团队、品牌化的规范管理，打造了一个“孩子开心、

家长放心、社区称心”的公益素质教育场所。 

通过青少年社区教育工作，帮助青少年学会学

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使得每一个入驻中心的孩

子每天进步一点点，每次都有新收获，把社区学习点

打造成为一个有亮点、有创意的社区服务展示平台，

广受社区居民好评。 

 

2011年阿福童教育培训教师或志愿者遍及 16个
省市，30 个地区，67 所学校 ，1232 位教师，36 名
家长，200名大学生志愿者，总培训 52场，280 课时，
1907 人次。 

2011 年有 15 个省市 48 所学校正在实施阿福童

课程。共有 212个班级，229名教师参与，共上 1363
节阿福童课，惠及 13647名学生。其中，打工子弟或
农村学生约占 70.81%。间接惠及学生 22900 余名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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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故事——阿福童之歌永远的留下来 

 

青青，是个四年级的小女孩。如她的名字，她总
喜欢穿着青色的衣裳。这是我们临走前两天给她拍的
照片。大山映衬下的她更显得稚嫩、可爱。    

刚开始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和我们是住在一个院子
里的。后来我们也了解到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
记得那时让孩子们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愿望。她写道：
我的愿望是妈妈快点回来，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那
时我们看到也对这个小女孩深表同情。 

我们就主动去走近她，和她聊天。我和她第一次
交流，我说：“你记得我吗？我教你们阿福童和音乐

的。”她甜甜地回答说：“记得！阿福童，阿福童，天
天都快乐……”我当时感到受宠若惊，因为青青是唱

着《阿福童之歌》来表明她知道我上过阿福童课的。唱的很开心也很好听。渐渐她对我们敞开了心扉。 

她总是很灿烂地对我们笑，露出两排牙齿，还教我们叠小篮子，叠照相机，叠爱心。临走前我收
拾东西时，她跑过来让我给她梳头，说：“我要梳得高高的，然后带上这个夹子。”我给她梳着头，想
着我们就要走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她，但是阿福童之歌永远的留了下来…… 

 

 

 

教师故事——走近阿福童 

 

如今，很多事情如水般自然流淌，越来越趋于简单，越来越要求常态。我们在探索中不断修正自

己，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不断成就他人，很辛苦，也很甜蜜。然而，静下心来，我却总是茫然，

我们教给了孩子知识，传授给他们学习的技能，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可是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呢？

我们或是忽视，或是根本不曾发现吧? 

一旦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可以承受，能够承担吗?阿福童从关注改变贫困儿童命运出发，制定了一

系列相关课程，让孩子们学会理财，学会合

作。而这，是我们成人世界不可或缺的东西。 

喜爱阿福童，不仅仅是它能带给人快

乐，还因为他教会人生存，让每一个处于逆

境中的孩子都知道，远方总会有人为他们点

亮那盏前行的灯。相信，那个发光发热的小

火球，在未来，一定会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无论何时推开窗，都能看见它幸福的微

笑！ 

5 



 

学生感言 

我是一名活泼可爱的阿福童，我非常喜欢这门课程，因为它告诉我许多道理，
让我知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习惯。让我知道了糖是用甘蔗做的。我以前
是一个乱花钱的孩子，可我上了阿福童这门课程，我才知道家长挣钱不容易。我
把平时的零花钱积攒起来，给家人买一些家用品，给自己买一些学习用品。 

——李辉 

今天的这堂课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很高兴。特别是在给我的好朋友做手镯
时，心里一直在想，我一定要给我的好朋友一个惊喜，但做得不好看，她还是收
下了。今天我学到了友谊是金钱买不到的，友谊是无价之宝。虽然我和她有些地
方不同，但是我们仍然能成为好朋友。 

——陈蕊 

 

理财有道项目 

项目网站概况 

《理财有道——青少年金融技能探密》是由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主办，东方

网提供技术支持，花旗中国、VISA中国、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巴克莱投资银

行等多家专业金融机构提供协助共同开设。理财有道网站(www.licaiyoudao.org)

是国内首个公益性的青少年金融理财教育网络平台，依托网络媒体资源，促进青

少年金融理财教育项目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同时结合百特教育现有公益项目，通

过线下和线上的结合，推动青少年金融理财教育项目的良性运转与实施，增强公

益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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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情况 

1、网站启动仪式 

2011 年 4 月 21 日

《理财有道——青少年

金融技能探密》网站

(wwwllicaiyoudao.org)

启动仪式在上海市东方

网 6楼多功能厅举行，此

次启动仪式有花旗中国

零售银行总裁 Ricky Lin

先生、花旗银行中国有限

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兼北京分行行长 王力女士、VISA中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赵卉女士、VISA 中国中国区公司事务总监刘婕女士、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副秘

书长傅蔚冈先生、前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市中小学德育学会会长陈步君先

生、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朱小斌先生、教育部国培

计划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基础教育委员会成员、江苏省特级教师王雄先生等嘉宾

出席。 

 

 

2、网站实施成效 

   《理财有道——青少年金融技能探密》网站上线近一年来，通过定期内容

定期更新和与活动相结合的推广模式，截止目前： 

访问页面数（PV）：6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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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区教育系列课程 

2011 年度发展概况： 

2011年百特教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塘桥社区、潍坊社区、川沙社区，三林

庞家宅社区，徐汇区天平社区、上海民办阳光海川学校（农民工小学）、上海民

办昌林学校（农民工小学），开展了“青少年社区教育系列课程”项目服务，本

项目由晚托班、暑托班、冬令营、民工子女课程、亲子讲座、亲子阅读讲座、亲

子读书会服务形式组成，该项目荣获上海市公益招投标优秀项目。自 2011 年，

百特教育在社区工作方面，累计服务社区困难家庭子女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子女

共 64674人次。 

 

服务内容与服务手法： 

一、 活动课程为载体 

课程贴近生活、在体验中学习。从青少年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来设计课程的

内容，通过生动有趣的生活案例、活动和小故事引出有关主题，以让学生在思考、

讨论和活动中，培养自信力、促成团队合作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等。 

二、富有技巧的志愿者引导 

 a 关注学生，给学生展示的机会。同时，在学生展示的时候，注意鼓励。如

当他声音不够响时，予以提醒，并且在当他改善之后，带领全班向他鼓掌，帮助

他塑立自信心，强化这一过程。 

b 倾听学生，拓展学生思维。阿福童是主题性的课程，每个单元都有固定的

主题。在每个主题中设想一些能够发散思

维、无固定答案的提问。这点在有故事背

景的情况下，尤其比较容易设问。在学生

表达观点时，多根据他的言语，加以引导，

从他的观点入手，与他一起探索是否还有

其他更好答案的可能性。 

c引导学生，促成小组协作。我们在

课程实施中，采取小组工作手法，通过设

计相应的小组合作任务，并在小组合作中

进行社会技能教授，让学生在活动中掌握社会技能，学会团队合作要领。比如，

引导所有学生能够认真倾听他人的观点分享并对他人分享表示感谢；引导小组成

员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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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在项目实施的同时，百特教育

加强了对服务效果的及时评估，

2011年底，百特教育通过问卷调研

及个案访谈的形式，对参与百特教

育社区教育活动的学生、家长、老

师做了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果

发现 

 学生的自信与表达力得

到提升 

85%的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

有独特的才能、性格和长处”，

93.1%愿意在他人面前自信、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得到加强 

94.2%的学生在班级或者同学之间有事情需要讨论时，会积极发言； 

93.5%的学生认为同学间的合作重要；  

79.8%的学生在小组意见不一致时能做到先听小组成员是怎么说的，然后再

和他说自己的想法； 

超过 40%的学生能够较为安静、快速地与同学组成小组，并做到轻声讨论； 

 学生的学习习惯逐步得到改善 

83%的学生开始觉得在同学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安静认真地听他说话，这样

的行为是尊重同学观点。 

超过 80%的学生会在课前去回顾老师上次课讲的内容，并在课后会更多地

进行阅读和学习。 
 

项目实施课程： 

 儿童社会和理财教育课程 
 科普课程 
 趣味数学课程 
 英语儿歌课程 
 英语分层阅读课程 
 主题游戏课程 
 魅力诗词课程 
 阅读课程 
 亲子阅读家长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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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扬州市东花园小学侯爱华老师上了一堂阿福童公开课，家长也被邀请参与，和孩子
们一起游戏、小组合作学习、分享和交流。 

1 月 6日，浙江义乌经济开发区学校成功召开阿福童教育宣讲会。 

1 月 9 日， 在江苏海门实验小学召开了第一期阿福童教师培训，海门市三星小学和三河小学
的 100余名教师参加了培训会议。 

1 月 15日，成功举办 2011 阿福童教育公益新年庆祝会。 

1 月 23 日、26 日、29 日阿福童教育项目组分别走访了扬州市邗沟中学、甘泉小学、东花园小
学的七名贫困生，赠送了书籍、步步高复读机和一些现金。 

2 月 11日至 14日，阿福童教育首次来到山西运城，成功举办培训会议。 

3 月 3 日下午，青岛大学讲师、阿福童课程培训师苏静老师和百特教育青岛地区专员于潇老师
带领青岛大学的 5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青岛市东胜路小学三年级一班，首次走进青岛市的学校。 

3 月 12日，在上海蒙山薛祖恒学校召开了第四期阿福童教师培训，庞建杰老师给蒙山小学四（1）
班的孩子们上了一堂阿福童公开课。 

3 月 17日，全国 12个城市、21所学校、1个社区的 2660名孩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阿福童
日，表达对阿福童的美好祝福。 

3 月 18日上午，上海百特教育青岛地区专员于潇老师和大学生志愿者董亚运一起来到临沂市第
五实验小学。这是阿福童首次走进临沂市的学校。 

3 月 31日，王胜老师及北京师范大学志愿者观摩了北京昌平新源打工子弟学校李凌云老师的阿
福童课。 

4 月 1号，全球发行的《校长》杂志 2011年第 3 期，在实验专栏刊登了王雄老师撰写的《阿福
童培训在行动》专稿。 

4 月 22日，江苏江都市成功召开第一期阿福童教师培训会议。 

4 月 26日下午，阿福童走进扬州竹西小学，庞建杰老师和孩子们分享了第一堂阿福童课。 

5 月 2日，阿福童爱心社组织的“亲子阿福童公益活动”在扬州中学成功召开。 

5 月 14日，在重庆市人和小学成功召开了第一期阿福童教师培训。 

5 月 26日下午，阿福童项目组在扬州市竹西小学对一至五年级 496名小朋友进行了阿福童教育
前测。 

6 月 15日阿福童项目组来到江苏省仪征市，在仪征教育局教研室刘主任的陪同下，分别走访了
仪征市实验小学和百花园教育发展中心幼儿园. 

6 月 16日应宝马基金会的邀请，理事长王胜先生作为欧亚青年领袖代表前往伦敦出席宝马基金
会主办的第九届“欧亚青年领袖论坛”。 

6 月 26 日来自重庆人和小学的三十多位教师、部分学生及学生家长和重庆《校长》杂志社的 3
位志愿者一起参加了儿童幸福课程第二期教师培训。 

7 月国际美慈组织与百特教育达成合作意向，委托百特教育编写儿童理财教育教材，截至 8 月
底，双方团队的合作结成硕果。 

7 月 4 日王胜理事长应美国麦格希集团教育公司的邀请，在北京与麦格希教育洽谈在我国推广
小学生理财教育事宜，双方初步达成合作的意向。 

2011年度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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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5 日由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徐汇区教育局主办；花旗基金会、百特教育协办的第三届
“理财有道成长助力——上海市中学生理财教育辩论赛”在市四中学落下帷幕。来自徐汇区的上
海市第五十四中学从全市 22所参赛学校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7月 16日-17日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理财培训师、香港大学 MBA张江先生受国际美慈组织邀请，
在北京开展了为期 2天的理财知识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在全国金融教育项目中担任授课的老师
及相关的项目人员共 22名。 

7月上海百特教育“五爱家园——社区青少年托管服务项目”再次获得通过上海市公益招投标中
标，获得上海市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 

7月-8月 百特教育主办的第二期“阿福童之家”社区暑托班在上海天平社区顺利举办。 

7 月 27 日王胜理事长在香港巴克莱投资银行办公室与巴克莱银行亚太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Clare
会谈，交流了阿福童项目的进展，以及下一步合作的方向等事宜。 

8 月 8 日—12日由百特教育主办的首届全国阿福童培训师培训会议在江苏扬州成功召开。来自上
海、重庆、青岛、运城、成都、扬州等 10个城市的 31 位老师参与了培训。整个培训内容由国际
阿福童首席培训师 Paul先生和阿福童亚洲地区总监 Bernice 女士主持完成。 

9 月 8 日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企业社会责任总监王力、项目官员刘玲子等一行三人莅临百特
教育，与王胜理事长、张玮总监及郑祎杰项目经理进行了深入地交谈。 

9月五爱家园二期项目在上海塘桥、三林、川沙社区启动 

10月 10日阿福童亚洲地区专业培训在菲律宾马尼拉如期召开，此次培训的参与者由来自中国、
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泰国、尼泊尔等 13 个国家的培训师组成。百特教育陈潇斐、
于潇作为中国地区阿福童培训师参与了此次培训。 

10月 22日百特教育在上海浦东塘桥社区举办了第二期亲子阅读公益活动。活动在儿童教育、儿
童文学研究者韩少斐老师和百特教育培训师秦冬梅的主持下，共享了家长儿时喜欢的童书、现时
为孩子选书的依据。同时，两位老师同与座家长分享了选择优质童书的专业方法。 

11 月 7 日百特教育理事长王胜、项目总监张玮分别拜访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王力、刘鸿儒
金融教育基金会助理秘书长梁媛媛、新公民计划总干事蔺兆星、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黄胜利，就
百特教育目前开展的项目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 

11月 20日，重庆市北碚区实验中学成功召开阿福童教育宣讲会。 

11月 25日下午，在内蒙古达旗实验小学成功召开了阿福童教育宣讲会该校 118 名教师参加，白
丽芳校长主持，阿福童教育学院庞建杰老师主讲。 

12 月 2 日，阿福童教育首次来到镇江茅山，来自白兔小学、行香小学、崇明小学、春城小学的
42名老师，以及校长杂志社的 2名工作人员参加。四所小学的校长全程参与。 

12月 22日下午，在甘泉小学进行了第一期“阿福童”班主任素质拓展校本培训。 

12月 27日下午，扬州市妇联召开了家庭教育年终总结会。妇联陈静主席在总结全年工作时，特
别表扬了阿福童公益项目在开发区小学以及春蕾计划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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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 支持单位 
 

上海市浦东教育局，上海市徐汇教育局，北京东城教育局，扬州教育局等。 

上海浦东新区民政局、塘桥街道、三林街道、川沙街道等。 

花旗基金会，G-Star 基金会，巴克莱投资银行，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南都公益

基金会，VISA国际组织、上海慈善基金总会及浦东新区分会等。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15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电话: +86-21-5266 8623  传真: +86-21-5266 8723 

网站: www.betteredu.org.cn 

邮箱: editor@betteredu.org.cn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A座312室 

mailto:editor@betteredu.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