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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用心生活，用爱生活。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有需
要的人。 
        我们期待更多人的加入。一个人的力
量或许十分微小，但是当我们心手相连，
当爱汇聚成海，必定可以为需要的人送去
温暖。 

迎新春 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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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报告发布会  ♥  

“书本总动员，送暖迎新春”，共计为贫困地区的学校送去5300余本书籍及大
量文体用品。全行参与活动志愿者共计331人，贡献志愿者时间474.5小时。 

      4月19日，东亚中国举办了《2011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暨2012
甘肃积石山支教行媒体见面会。 

{  上期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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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就是快乐天使 

      2012年六一儿童节前后，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携手东亚中国北京、上海、广
州等近20家分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今天，你就是快乐天使”——2012六一儿
童节主题爱心活动。 

♥  复旦大学学子获颁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 
 

“萤火虫60包裹”飞进西藏 ♥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给复旦大学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共计60万元，资助对
象是2010级和2011级的30名学生，该助学金用于支付他们大学四年学费。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赞助的复旦大学圆梦墨脱支教团，为西藏林芝八一爱民
学校（原林芝县完全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60只“萤火虫60包裹”，也捎去了
来自千里之外的祝福。 

♥  乡村教师培训 
 

        来自辽宁省庄河市徐岭镇复兴小学、瓦房店得利寺中心小学、瓦房店大胡
小学的10名教师以及甘肃积石山县希望小学的15名教师在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的
资助下分别接受了教学专业及心理建设方面的培训。 

甘肃积石山支教行 ♥  

       志愿者们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近40个课时的课程，课程涵盖香港知
识介绍、基础理财知识、心理、美术、音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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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0月12日，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第16座“萤火虫乐园”落户瓦房
店市得利寺镇中心小学。东亚中国常务副行长林志民先生、东亚中国大连分
行行长蔡莉女士、副行长朱宇菁女士，还有来自瓦房店市得利寺镇政府、瓦
房店市教育局、大华集团大连地区总部的10余位嘉宾出席了落成典礼。 
 
         
  

         活动当天，到场来宾共同为“萤
火虫乐园”的落成揭幕，并向一年级
全体新生发放了含有文具及工具书的
“萤火虫包裹”。典礼结束后，嘉宾
们参观了萤火虫乐园、萤火虫音乐教
室以及含2000多册各类书籍的萤火虫
爱心书库，本次捐赠所含各类硬件、
物资总价值约15万元。 

嘉宾向学生代表赠送萤火虫包裹 

♥  “萤火虫乐园”落户大连瓦房店  
 

        当天下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为当
地另一所贫困学校——瓦房店市大胡小
学捐赠了价值人民币5万元的课桌椅、教
师办公桌椅、篮球架等物资，帮助学校
师生改善教学环境；大连分行全体同事
也为该校学生捐赠了10台电脑等。 
        除了带去的物资外，大连分行志愿
者还精心准备了三节支教课程，包括电
脑课、英语课及欢动课。 
 

♥  “萤火虫乐园”落户广东惠州 
 

         第十七座东亚银行公益基“萤火虫乐园”落户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平陵中
心小学。2012年10月18日，在平陵中心小学的操场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落成典
礼。 
        当天上午，东亚中国个人银行处总监张少锋先生亲临现场，与东亚中国广
州分行副行长储钢先生、中盈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潘建平先生，还有来自
惠州市龙门县政府办公室、科技教育局、平陵镇的数位嘉宾以及平陵中心小学
刘国强校长为萤火虫乐园落成典礼共同揭幕。 

萤火虫爱心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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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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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礼嘉宾在台上共同揭幕后，龙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钟光辉代表县
政府为我行及冠名企业中盈地产有限公司颁发“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牌匾。广
州分行特赠予平陵中心小学三面礼仪镜子作为留念，希望学校老师桃李满天下，
学生们谨记校训，茁壮成长。随后，学生代表上台为嘉宾们佩戴红领巾，并接
受了由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赠的内含文具和工具书的“萤火虫60包裹”。 

嘉宾共同揭幕 
嘉宾赠予学生代表 “萤火虫60包裹” 

      2012年10月23日，第18所“萤火虫乐
园”在广东省鹤山市宅梧小学正式落成。
来自东亚中国和鹤山市、江门市的领导出
席了此次落成典礼，共同见证这富有爱心
与社会责任的时刻。 

       在领导嘉宾以及全体师生的共同见证
下，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达昌先生、
捐赠冠名企业江门市三七电池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宅梧小学校长以及鹤山市教育
局局长为“萤火虫乐园”揭幕。 

 
     
       除了捐建包含电脑、网
络、投影仪等电教设备以及
逾2000本图书的书库的“萤
火虫乐园”，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还向学校一年级全体新
生捐赠了350个内含实用文
具和工具书的“萤火虫60包
裹”。 

♥  广东鹤山“萤火虫乐园”顺利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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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共同揭幕 求知若渴的孩子们 

       2012年10月26日，第十九所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萤火虫乐园”于广西省柳
江县土博镇土博中心小学正式落成，这是该基金在广西省内捐建的第一所乐园。
东亚中国营运总监钱绮雯女士，东亚中国深圳分行副行长赵凌女士，深圳市吉
宏利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海萍女士，以及来自柳江县教育局、土博镇党委
和政府的领导们共同出席了落成典礼。 

 

♥  广西土博“萤火虫乐园”落成典礼 
 

       活动当天，东亚中国营运总监钱绮雯女士和柳江县教育局局长为“萤火虫
乐园”揭幕，标志着崭新的“萤火虫乐园” 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孩子们期盼已
久的时刻，终于可以拥有电脑课，读上崭新的图书了！揭幕仪式之后，学生代
表们上台为嘉宾们佩戴了红领巾，并接受了由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赠的内含文
具和工具书的“萤火虫60包裹”。 

♥  四川岳池 “萤火虫乐园”落成典礼 
 

       2012年11月22日，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第二十所“萤火虫乐园”正式落户四
川省岳池县顾县镇顾县小学。 

        

 

        在全体嘉宾及师生的共同见证
下，东亚中国信息总监何长明先生、
爱心冠名企业上普实业的代表及当
地政府主要领导为顾县小学“萤火
虫乐园”揭幕。随后全体嘉宾为学
生代表们赠送了“萤火虫60包裹”，
并与学生们一起合影。孩子们欢乐
的笑脸让这美好的时刻永远留在了
我们东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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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除了为
顾县小学捐建了包含价值近20万元
的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及2000本图
书的书库的“萤火虫乐园”外，还
向一年级新生及优秀学生代表捐赠
了400个包含实用文具及工具书的
“萤火虫60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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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萤火虫计划”支教行 
 

      2012年12月21日——冬至，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领导、子行和东亚中

国长沙分行组成的支教小分队志愿者们登上中巴，前往湖南坳乡中心完小，开

展 “萤火虫计划支教行”活动。 

本次活动，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去的主要是计算机应用、英语课、手语

课，以及趣味课。这些丰富多彩的课程让孩子们和志愿者都收获了很多：对孩

子们来说开阔了眼界、感受了真情；对志愿者来说则再次解读了真、善、美的

真意。我们相信爱与希望随行，通过一次次的志愿行动，可以把温暖播撒入孩

子们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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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慈善晚宴 
 

        2012年12月12日，东亚中国携手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打造的第四届年度慈善
晚宴“爱启航，心飞翔—2012萤火虫慈
善之夜”在上海花园饭店精彩上演。当
晚，上海市政协、统战部、社会团体管
理局等热心慈善事业单位有关领导，上
海宋庆龄基金会和东亚银行的高层领导
以及来自各界的爱心人士等近230位宾客
出席活动，共计筹得善款人民币763万元，
并悉数捐给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至此，
该公益基金累计已筹集善款近27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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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红毯现场，第6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冠军刘晨、第62届世界小姐中国
区冠军殷晗和季军邹明月作为“萤火虫爱心大使”，积极参与到现场的劝募活
动中，使现场的小额捐款的气氛特别热烈。另外，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关注儿
童教育的演艺界知名人士胡歌和陆毅、鲍蕾夫妇，也一同现身晚会现场，助拍
献唱各展所能。 
 

       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达昌先生在晚会上回顾了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三
年来为贫困地区儿童所做出的贡献。晚宴中一个特殊的环节——通过视频连线
直播“萤火虫乐园”的现场，让在座的嘉宾与湖南株洲的小朋友们面对面视频
交流，小朋友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深深触动了现场嘉宾。 
 

        在慈善拍卖环节，胡歌“变身”拍卖师，现场嘉宾积极参与。由胡歌筹集
的来自金堂钧窑的柴烧钧瓷作品《步步高》和《虎头瓶》，把本次萤火虫之夜
拍卖推上高潮。当晚，东亚中国8个8幸运卡号信用卡以116万的成交价再次成
为全场最高成交额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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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11日，东亚中国从
69家申报评选的机构中脱颖而出，
荣获中国银行业协会“2011年度
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该奖
项旨在表彰并鼓励取得行业领先项
目经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社会责
任创新实践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和
创新。 
 

        2012年4月11日，东亚中国荣膺第二届上
海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称号，也是唯一获奖
的外资银行。 

3   社会认可 

4   关爱行动在继续…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人民币元） 

东亚银行大学
生助学金计划 

2011-2012学年助学金 

复旦大学（30人） 150,000.00 

中山大学（15人） 75,000.00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15人） 75,000.0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人） 100,000.00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15人） 75,000.00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人民币元） 

东亚银行大学
生助学金计划 

2012-2013学年助学金 

复旦大学（30人） 150,000.00 

中山大学（15人） 75,000.00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15人） 75,000.00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20人） 100,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8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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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
计划 

“萤火虫乐园”
建设（不含书库

费用）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顾县镇顾县小学 105,850.00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宅梧镇宅梧小学 295,909.00 

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平陵镇平陵中心小学 107,615.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县土博中心小学 127,060.00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得利寺镇中心小学 90,600.00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湖南坳乡中心完小 133,975.00 

甘肃省和政县狼土泉小学（首款） 99,080.00 

“萤火虫乐园”
爱心书库  

2011年“萤火虫乐园”爱心书库费 157,707.23 

2012年“萤火虫乐园”爱心书库费 208,421.11 

“萤火虫60包裹”
捐赠 

“萤火虫60包裹”制作费（3000套，不含字典费用） 150,000.00 

乡村教师培训 

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徐岭镇复兴小学、瓦房店得利寺中心
小学和瓦房店大胡小学教师培训费 

37,100.00 

甘肃省积石山县希望小学教师培训费 60,750.00 

志愿者支教 甘肃积石山县刘集中学志愿者支教行费用 78,393.00 

其他 

赠送“萤火虫乐园”学校计算机报 30,960.00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硷场希望学校“萤火虫乐园楼”启
动仪式赠送学生礼物 

945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大胡小学课桌椅等物资资助 29,975.00 

爱聚行动·满天星公益图书馆项目款 30,000.00 

向甘肃学生捐赠冬衣 12,000.0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756,340.34 
其他 资助婴幼儿营养项目经费 100,000.0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100,000.00 
总计： 2,731,3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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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账户 
 
    开户名称：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人民币账号：    117511046040400 
    港币账号：       117511069000400 
    美元账号：       117511068996400 
    开户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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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心捐赠方式 

 
捐款渠道： 

 

 东亚中国网上银行捐款（www.hkbea.com.cn） 

 东亚中国网点捐款 
任何个人或企业可至东亚中国任一网点办理银行转账进行捐款或直接   
进行现金捐款。 

 其他银行转账 
任何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其他银行的柜面转账或网上银行转账方 
式进行捐款。 

 信用卡积分兑换 
东亚中国信用卡客户即可以25,000积分兑换1个萤火虫60包裹进行捐赠。 

东亚中国个人网上银行客户登录网银 

点击“慈善捐款” 

点击“在线捐款”进行捐赠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cn 
♥ 网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5 爱心连线 

 萤火虫爱心屋 
通过淘宝（www.taobao.com）网店“萤火虫爱心屋” 
（店铺搜索：萤火虫爱心屋）购买纪念品进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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