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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1 

        用爱倾听生活，用心传递关怀。献出
您的一份爱心，必将留下慰藉片片。 
        一个人的力量纵使微薄，但若很多个
你我他一齐汇入爱之洪流，更多个你我他
会感受到浓浓人间情。爱心能充实我们生
命的意义，奉献将点亮他人生活的希望。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创造并享受那暖人
心扉的阳光甘泉！ 

        2013年3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陆续为
上海川沙新镇“七彩小屋”（“七彩小屋”
是2011年开始团中央重点打造的农民工子女
课余学习和活动基地）以及云南西双版纳龙
林小学捐赠“萤火虫爱心书库”，共计17个
书架及近4000册图书。 
 
 
 

♥  萤火虫爱心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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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9日，东亚
银行公益基金第21所“萤火
虫乐园”正式落户湖南省株
洲市攸县湖南坳乡中心完小，
这也是首座东亚银行集团萤
火虫乐园，建设费用全部来
自员工捐款，共计近30万元
人民币。员工们希望通过捐
建电教室、书库及组织志愿
者支教等各种不同的途径和
方式来为孩子们营造更好的
学习环境。 
 
 

♥  东亚银行集团“萤火虫乐园”落户湖南攸县 

        2013年5月6日至5月
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东
亚中国的12位志愿者，来
到了甘肃积石山县刘集中
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支
教活动，共为学生们带去
了48个课时的特色支教课
程。 

甘肃积石山县刘集中学支教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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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两年前，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的“萤火虫计划” 开始对学校提供支援
以来，学校的面貌有了让人欣喜的变化。授课过程中，学生们的专注好学的认
真神情，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 ——“萤火虫”确实点亮了刘集人的梦想！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启动仪式 ♥  

 2013年5月9日，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正式启动2013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该计划资金总额100万元人民币，在全社会范围内寻找优秀的NGO项目，为其
提供资金支持，助推其落地实施以惠及更多人群。 

        首批资助的上海地区项
目为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
练中心早期自闭症儿童康复
训练项目、上海乐群社工服
务社新市民职业发展训练营、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微笑图书馆绘本导读、上海
市黄浦区团委“侬好，黄浦”
项目等，总额近32万元人民
币。这批项目重点关注人群
仍为青少年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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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所“萤火虫乐园”落户甘肃和政 ♥  

2013年5月28日，东亚中国常务副行长张伟恩一行来到甘肃省和政县验收
“萤火虫乐园”项目，并举行公益捐助活动。在和政县开展扶贫工作调研的中
国银监会人事部副主任董铁峰，银监会监管三部处长贺坤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东 亚 银 行 公 益 基 金 的 发 起 方 之
一——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于2013年6月
1日国际儿童节当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举办“音为爱‘心系雅安’费城交响
乐团慈善演出”。该音乐会是为了感谢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后
所有关注灾区奉献爱心的捐款人，同时
继续为灾后重建募集善款而举办。东亚
中国的多位爱心员工亦聆听了此音乐会。 

♥  雅安捐款“音为爱”音乐会 

        公益基金此次捐建的“萤火
虫乐园”包含总价值约20万元的
电脑、网络、投影仪等电教设备、
教室硬件以及逾2000本图书的书
库，同时向全体学生捐赠了175
个含实用文具和工具书的“萤火
虫60包裹”和价值1万元的实用
物资。这是公益基金在全国范围
内捐建的第22所“萤火虫乐园”，
也是继甘肃积石山县刘集中学之
后在甘肃省境内捐建的第二所乐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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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研发中心为甘肃省捐赠电脑 
  

       2013年6月初，因硬件设备更
新换代的需要，东亚中国深圳研发
中心集中处理一批办公电脑，如何
将固定资产最大化利用，深圳研发
中心商议决定将还能够继续使用的
电脑捐赠给乡村贫困学校。最终将
45台集中优化处理后的电脑提供
给甘肃省和政县龙泉小学以及积石
山县的贫困学校；同时将剩余不能
重新利用的电子设备做相应处理所
得款项6695元悉数捐赠给东亚银
行公益基金。 
 

      2013年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出资向云南省“爱心水窖”建设项目捐赠人
民币10万元，用以支持当地的抗旱工作。云南当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利设
施覆盖窄，该项目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的重大惠民工程，为山区半山区居民生活
用水提供保障，广大妇女儿童也将从中受益。 
 

♥  为云南爱心水窖捐款 

♥  来自北极的明信片  

      2013年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携手@
刘润“爱心24小时”活动倡议，号召东亚中
国员工承诺本人一年内将自愿捐献24小时公
益时间，即有机会获得来自北极点世界之巅
的明信片。该活动旨在让更多爱心人士身体
力行，为公益助力。通过微博的力量，将爱
心事业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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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首所“萤火虫乐园”落户潍坊临朐 

      2013年6月8日，由港华集团冠名的“萤火虫乐园”在山东省临朐县龙山产
业园安家庄小学正式启用。这是公益基金在全国范围内捐建的第23所“萤火虫
乐园”，也是在山东省内捐建的第1所乐园。 

        此次捐建的“萤火虫乐园”包含了总价值约20万元的电教、网络、投影仪
等电教设备，以及逾2,000本图书的书库，同时向全体学生捐赠了200个含实用
文具和工具书的“萤火虫60包裹”及价值1万元的球类器具、教室窗帘等实用
物资。 

     同时，“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荣
获“2012年度公益慈善优秀项目奖”。 

        2013年6月28日，在中国银行业协
会“2012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工作
评比”活动中，东亚中国从78家报选机构
中 脱 颖 而 出 。 东 亚 银 行 公 益 基 金 荣 获
“2012年度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
该奖项已经连续两年蝉联。 

3   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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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3年1-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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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和政县狼土泉小学（尾款） 99,301.00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坳乡中心完小
（二期） 

149,683.00 

山东省临朐县龙山产业园安家庄
小学 

135,800.00 

志愿者支教 2013甘肃石积山支教行费用 71,521.90 

其他 

广东、大连、四川、湖南等地
“萤火虫包裹” 运输费等 

1,946.00 

顾县小学“萤火虫乐园”建设费
杂费 

4,200.00 

向甘肃省和政县及积石县捐助45
台旧电脑运输费用 

5,100.00 

向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坳乡中心
完小捐赠学习用品 

4,230.00 

向甘肃省和政县狼土泉小学捐赠
篮球、书、笔、乒乓球等物资 

10,000.00 

  其他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之“侬好
黄浦”项目 

150,000.00 

资助“爱心水窖”项目 100,000.00 

总计： 731,7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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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爱心活动抢先知 

♥  

6  爱心留言板 

希望更多孩子能够学到知识和
教育。 
                     ——尕玛智明 

 
希望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帮助这
些可爱的孩子们。 
                       ——匿名好心人 

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
但是无数个微小可以变
成强大！ 
                ——陈达伟 

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些缺
乏教育并渴望知识的孩子们。 
                ——匿名好心人 

希望孩子们都能有好的
教育！ 
                    ——肖杨 

上海崇明县裕安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城关第二小学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永和中学 

广东省鹤山市双合镇合成小学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东林镇中心小学校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学校 

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心小学 

…… 

        

各地萤火虫乐园即将正式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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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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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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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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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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