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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最前线 

 
    
           

卷首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在羊年即将到来之际，祝福所有朋友们在
新的一年心想事成，阖家欢乐。你们的支
持和鼓励，是我们继续前行的不懈动力。 
        截至2014年底，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累
计募款已近4,400万元，我们的足迹遍布大
江南北，我们的爱心传入大山深处。那一
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那一张张洋溢微笑
的脸庞，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往更高更
远处迈进。 
       未来的公益道路，期待与你们继续同
行！ 
 

2014年第三、四季度刊 

总第10期 

♥  6场乡村教师培训于暑期举办 

       2014年7月至8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2014年度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广州、成都、
沈阳、乌鲁木齐和兰州5个城市同步开展，并在上海举办了首次乡村校长培训班，本
年度培训活动共计为 120名乡村教师和校长提供了共计9,192课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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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站 
培训时间：2014年7月11日至7月18日 
参训教师：20人（广西南宁市邕宁区城
关第二小学） 
师资：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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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站 
培训时间：2014年7月28日至8月8日 
参训教师：12人（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东林
镇中心小学） 
师资：成都市知名小学的副校长及学科带头
老师、四川师范大学心理系三级心理咨询师 

       乡村教师培训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萤火虫计划”项目的重要内容，从2010年起每年暑
假进行，旨在提升贫困落后地区乡村教师的教学、管理水平，并积极探索出一条高效实用的
乡村教师培训之路。培训课程涉及班级管理、班主任专业化和班级文化建设、如何构建高效
的课堂、多媒体教学技术运用等多项内容。参加培训的教师全部来自于“萤火虫乐园”等有
合作项目的乡村学校，体现了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从“软件”上对乡村学校进行资助的持续性。 

 
 

       今年的乡村教师培训，除了如往年一样在广州、乌鲁木齐、成都、沈阳、兰州等省会城
市举办外，首次在上海开办了针对乡村学校校长的培训班，该培训班为乡村校长们度身定制
了一系列理论与案例结合、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精选培训课程，选派了上海市中小学4位特级
校长、12位特级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等组成一流师资团队与校长们面对面交流，并安排校长们
实地走访上海六所特色名校，亲身感受校园文化，学习优秀的办学经验。除此之外，培训班
还安排了交响音乐会、拓展训练、上海一日游、参观上海市少年宫和东亚银行等丰富多彩的
体验内容，进一步拓展校长们的视野。 
 

沈阳站 
培训时间：2014年7月28日至8月8日 
参训教师：15人（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
心小学） 
师资：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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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站 
培训时间：2014年8月11日至8月22日 
参训教师：10人（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三
小学、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栏杆乡东亚
银行爱心小学） 
师资：新疆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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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站 
培训时间：2014年8月10日至8月22日 
参训教师：36人（甘肃省临夏州） 
师资：上海名师团队、兰州创造力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校长培训班 
培训时间：2014年7月31日至
8月11日 
参训教师：来自9个省市的22
位乡村学校校长 
师资：上海市中小学特级校长、
特级教师及学科带头人等 

此次培训感悟颇多，深受启发，特别是校
园文化建设，推动校本课程开发，学校德
育工作等如何贯彻落实，在新理念上如何
解放课堂、以生为本、发展教师等找寻到
新经验新方法。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宝丰小学  
林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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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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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30日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育蕾学校 

2014年8月8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2014年6月至10月，8所“萤火虫乐园”相继在浙江杭州、福建厦门、湖南湘乡、
山东日照、重庆、广东汕头、北京、云南文山等地落成，至此，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已
在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建成39所“萤火虫乐园”。同时，2014年，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向贫困学生捐赠 5,017个“萤火虫60包裹”，捐赠“萤火虫60包裹”累计近
25,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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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5日 
湖南省湘乡市金石镇龙潭八一中学 

2014年9月18日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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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8日 
重庆市大足区弥陀小学 

2014年10月15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洋汾林小学 

2014年10月24日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小回城完全小学 

2014年10月28日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树皮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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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①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寻找未来的我”新市民职业启蒙训练营项目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第二年资助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的
职业启蒙训练营项目，此次职业启蒙训练营分为四个子活动，
分别为“小人物，大事业”职业成长课程、“各行各业”入校
园、“职业面面观”实践体验活动以及职业模拟大比拼。 
       此次训练营的开展旨在通过一系列层层深入、寓教于乐的
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对社会上多种多样的职业有更深刻地理解，
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培养社会主人翁意识。 
 

②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校舍搬迁计划及早期自闭症儿童艺术课堂项目 

       上 海 青 聪 泉 儿 童 智 能 训 练 中 心 成 立 于
2004年10月，是一家为自闭症儿童和发育障
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性康复训练与辅导的
民办非营利性专业机构。他们秉持着坚持、关
爱、尊重和责任的价值观为孩子们提供各类早
期训练课程，并积极开展家长交流活动，提供
长期家庭训练辅导,大力倡导全社会都来关注自
闭症及其他特殊儿童，为他们建立一个更好的
社会支持系统。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第二年资助青聪
泉，本次资助的项目包括校舍搬迁计划以及早
期自闭症儿童艺术课堂项目，艺术课堂项目旨
在帮助孩子通过艺术的方式提高个人技能，享
受学习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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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英乐文化教育中心成立于2005年7月，位于湖
北省神农架林区，是第一家将英语和音乐结合的社会
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爱英乐精英英语课堂和山区儿童交响乐乐团给山
区孩子搭建了一个学习与丰富课余生活的平台，让高
雅艺术走进山区。在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的同时，
也让山区孩子们从小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 
         

③  爱英乐文化教育中心 
     精英英语课堂及组建爱英乐山区儿童交响乐乐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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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小儿康复基地项目  

       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年4月，是上海
市浦东新区唯一一家以儿童康复为主要训练场所的社区
卫生中心。其在缓解脑瘫患者及其家庭的生理、心理压
力上有着巨大贡献。 
       2013年，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向中心捐助了一批康复
器材，社会效益明显。2014年，公益基金再次向中心捐
助了部分康复器材，并提供开展“医院—社区—家庭”
综合康复模式的活动经费。 

⑤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阳光家园”黄浦区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 
      “失独”家庭通常要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精神受到巨大的
打击，随着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身体也开始逐渐衰弱，出现病
症，甚至有些家庭承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患上重病或心理
发生异常陷入抑郁等；第二，失去独生子女后，父母双方开始
逃避社会，拒绝社会交往，甚至回避亲人，孤立自己，他们害
怕别人异样的眼光。这不仅不利于“失独”老人走出“失独”
之痛，长久下去，还会造成心理障碍。 
       该项目将通过入户探访、主题沙龙、社区联谊等服务方式，
为上海市黄浦区的失独家庭提供各类社区和个人资源，帮助他
们疏导心理问题，重新建立新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⑥  鲁迅文化基金会 
     辽宁省阳光（孤儿）学校德邻学堂合唱及舞蹈项目 

       辽宁省光明（孤儿）学校始建于1965年，隶属
于辽宁省民政厅，是一所集九年义务教育为一体的
社会福利性质的学校，收养教育对象是全省的适龄
孤儿，现有学生1803名。 
       德邻学堂的建立，有效推动了学校特长教育与
社会爱心资源的对接，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特长训练，强化对学生的个性化、素质化、综合化
培养，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特长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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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上海菁彩青少年服务中心 
   “菁彩未来”来沪务工人员子女艺术增能服务项目 

       上海菁彩青少年服务中心成立于2008年，中心主要开展青少
年艺术开发和兴趣培养、青少年公益服务文化发展、弱势青少年关
爱以及青少年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超前、专业、周到”的服务
理念旨在为青少年成长提供更好的服务。 
       该项目将更好地通过社区资源来帮助来沪务工人员子女，培养
他们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融入社区，健康
快乐地生活和学习。 
 

⑧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爱聚行动•麦田少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项目 
       作为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的核心项目之一，麦田少
年社关注最基层的乡村教学单位——村小，通过为学校
建设一个集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电子阅览室为一体
的多功能多媒体活动中心，为众多青少年教育项目提供良
好的实施基础，激发学生兴趣，启发教师成长，推动教育
环境改变。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第二年资助该项目，将在广东
省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的5所学校建立“爱聚行动•麦田少
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该项目旨在开展培养学生兴趣的
第二课堂，让老师找到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召集志愿者
及组织共同参与。 

 

       2014年10月27日至10月29日，来自全国
各地的11位志愿者，来到了首所“萤火虫乐园”
所在地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硷场希望学校，进
行了为期三天的支教活动。 
       2010年10月，公益基金组织的首次志愿
者支教活动也曾来过这里。同样的季节，同样
的热诚，新支教志愿者们接过接力棒，带着大
家的牵挂再次来到这里。四年的时间，大家欣
喜地看到孩子们长大了，学校有了新的教学楼，
更干净的厕所，有了提供热饭热菜的食堂…… 
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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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萤火虫慈善之夜成功举办 

        2014年12月10日，由东亚中国携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年度慈善晚宴
“同心同行 筑梦明天——2014萤火虫慈善之夜”在上海花园饭店隆重举行，本次晚宴共筹得
善款人民币750万元。 

       活动当晚星光熠熠，台湾地区女星陈妍希、知名演员陆毅、鲍蕾夫妇携“明星萌娃”贝
儿也来到现场。此外，著名歌手常思思和历届世界小姐中国区佳丽代表也应邀出席，为活动
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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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学校 四年后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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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东亚中国荣获上海市浦东新区慈
善公益联合捐组委会颁发的“第十二届浦东新区慈
善公益联合捐”之“慈善公益爱心奖”。 

3   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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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东亚中国荣获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的“2013年
度中国银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凭借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的成功运作和多年来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东亚中国从众多金融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此殊荣。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东亚中国第三次蝉联该奖项，该奖
项也是对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充分肯定。 

       2014年12月， 东亚中国获得《第一财经日
报》主办的“2014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
之“行业实践奖”。 
    “2014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旨在
表彰来自各行各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东
亚中国是唯一一家获奖的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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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4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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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小回城完全小学 120,200.00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112,030.00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洋汾林小学 142,588.00   

湖南省湘乡市金石镇龙潭八一中学 163,815.00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中心小学 111,850.0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树皮中学 164,718.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育蕾学校 154,260.00   

重庆市大足区弥陀小学 119,910.00   

“萤火虫乐园”
书库 

2014年“萤火虫乐园”书库费 420,088.60   

“萤火虫60包
裹”捐赠 

“萤火虫60包裹”制作费（6000套，不含字典
费用） 

300,00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康禾镇仙坑村仙坑小学 10,000.00   

广东省鹤山市宅梧镇宅梧小学 10,000.00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湖南坳乡中心完小 10,000.00  

辽宁省朝阳市凉水河中心小学 10,000.00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得利寺镇中心小学 10,000.00 

乡村教师培训 

2013深圳站尾款 10,000.00   

上海校长培训班 220,787.30   

成都站 70,000.00   

甘肃站 159,436.00   

广州站 69,900.00   

沈阳站 69,960.00   

乌鲁木齐站 69,900.00   

志愿者支教 

2013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支教行费用（尾款） 9,800.00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湖南坳乡中心完小支教行 52,054.67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硷场希望学校支教行 40,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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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计
划 

其他 
为“萤火虫乐园”学校订购《上海中学生报》 10,389.00   

“萤火虫60包裹”运费等 11,160.0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653,244.57   

东亚银行大
学生助学金

计划 

2014-2015学年
助学金 

复旦大学 75,000.00  

中山大学 75,000.00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 75,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25,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资助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
新市民职业发展训练营”2013项目尾款 

9,018.00   

资助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自闭症儿
童康复训练”2013项目尾款 

10,180.00   

资助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故事小
屋”2013项目尾款 

4,000.00   

资助爱聚行动•麦田少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项目 150,000.00   

资助爱英乐文化教育中心“精英英语课堂及组
建爱英乐山区儿童交响乐乐团”项目首款 

35,236.00   

资助广州市天河区小天使康复训练中心“七彩
人生——自闭症儿童绘画培训”项目 

50,000.00   

资助鲁迅文化基金会“辽宁省阳光（孤儿）学
校德邻学堂合唱及舞蹈”项目首款 

63,040.00  

资助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小儿康复基地项
目（脑瘫康复）”设备费用 

86,270.00  

资助上海菁彩青少年服务中心“‘菁彩未来’
来沪务工人员子女艺术增能服务”项目首款 

67,328.00  

资助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
新市民职业启蒙训练营”项目首款 

41,773.00  

资助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校舍搬迁
计划及早期自闭症儿童艺术课堂”项目首款 

156,800.00  

资助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阳光家
园’黄浦区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首款 

12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793,645.00   

其他 资助婴幼儿营养项目经费第三期款 100,000.0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100,000.00  

总计： 3,771,8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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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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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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 新浪微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 

 5  爱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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