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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场乡村教师/校长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2016年7月至9月，2016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长沙、广州、兰州、昆明、郑州、乌鲁木

齐、青岛、南宁和哈尔滨开展，共计为178位乡村教师提供培训。同时，东亚银行公益基金

于9月18日至9月29日在上海开办针对乡村学校校长的培训班，来自全国15个省市的25位乡

村学校校长参加此次培训。本年度共计为203位乡村教师/校长提供8,112课时培训。 

 
    
           

       这一年，我们为爱前行，“萤火虫计划”、“东

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等核心项目持续开展； 

       这一年，我们寻求突破、提升，“公益对对碰”

创新推出，“萤火虫乐园”维护回访，“萤火虫慈善

之夜”筹款创历史新高。 

        

       感谢大家对公益基金一如既往的支持，2017，我

们将继续带着爱与梦想，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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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站     7月21日-7月28日   

参训教师：17名 

哈尔滨站    7.12-21 8.24-8.27 

参训教师：20名 

乌鲁木齐站  7月11日-7月25日 

参训教师：18名 

长沙站     7月11日-7月25日 

参训教师：15名 

南宁站     7月31日-8月10日 

参训教师：15名 

青岛站    7月25日-8月5日 

参训教师：20名 

郑州站  7月22日-7月31日 

参训教师：15名 

广州站     7月17日—7月26日 

参训教师：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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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站    7月16日-7月28日 

参训教师：40名 


 上海站    9月18日至9月29日 

参训校长：25名 

♥  12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今年上半年，经各地教育局等教育

主管单位、爱心企业的推荐，在东亚中
国分行协助实地考察甄选后，东亚银行
公益基金咨询委员会选定12所学校建立
“萤火虫乐园” 。所有乐园于9月至10

月间落成并启用，并向学生捐赠了超过
6,300个“萤火虫60包裹”。截至2016

年12月底，“萤火虫计划”项目已在全
国25个省市自治区捐建63所“萤火虫乐
园”，向贫困学生捐赠逾38,000个“萤
火虫60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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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凯里市第十五小学 贵州省凯里市舟溪小学 

湖南省湘乡市白田镇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小学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第四小学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凤仪乡发来古完小 

天津市蓟县别山镇翠南庄中心小学 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办事处南街小学 

9月12日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14日 

9月29日 9月30日 

10月11日 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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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翡翠湖小学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小学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港边中心小学 山东省泰安第八中学 

10月14日 10月18日 

10月18日 10月26日 

♥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 

2016年，“东亚银行大学
生助学金计划” 共计资助
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含2015年签约）的30位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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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17日至19日，14名来自东亚中国的志愿者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
县观庄乡观堡小学，开展为期三天的志愿者支教活动，累计贡献45课时，提供环保知识、
绘画、篮球课等专业课程。  

♥  民间公益组织（下简称NGO）资助计划 

       2016年三、四季度，除了对去年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估总结外，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还不
断尝试探索新的模式，寻找合适的优秀NGO项目，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 

       我们携手第一财经共同打造“公益对对碰”NGO选秀活动，有超过100个NGO项目参
与报名，决赛于8月25日在上海举行，并在第一财经电视频道播出。经过海选、初审、大众
投票和资深专家团的现场评审等层层严格筛选，最终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的“
守护•天使”临终关怀项目、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的蓝天下的“星”计划和上海小
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的无声课堂公益项目凭借突出的项目特色优势脱颖而出，摘得前三甲。
本年度共计资助了11家NGO的优秀项目（后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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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守护·天使”临终关怀 
 

手牵手创办于2008年，致力于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
的开拓创新。该项目，以“身体、心理、社交和灵性”

全人关怀理念为基础，运用社会工作手法，探索将
悲伤辅导的“表达性艺术”工作方法运用于癌症临终者
的舒缓照顾中，开展一年2期的志愿者队伍建设，培
养40-50名志愿者在医院内协助100-120位临终者使
用艺术工具进行自主创作，向他人倾诉内心情感与
心愿，在人生回顾中结识新的朋友，降低死亡恐惧
与痛苦，重塑人生价值，提升生命品质，平静渡过
生命最后时光。 

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无声课堂 
 

小笼包所秉承全方位关注聋人的理念，致力于通过
Design and Sign 、无声课堂、为梦想发声这三大明
星项目改变中国听障青年的现状。本次资助的无声
课堂项目，是针对具有美术功底的聋人青年开设的
电商课程，包括电商美工、电商摄影、聋人就业指
导三大课程，以帮助该群体实现职业的梦想让他们
能走上真正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岗位。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蓝天下的“星”计划 
 

青聪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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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连续第四年资助该机
构的项目，本次资助的项目包括：自闭症患儿学费
差额补助金，减少经济困难患儿的家庭负担；早期
自闭症儿童艺术课堂，通过艺术治疗干预，创造社
交互动的机会和条件，提高患儿的感知觉能力、语
言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等；自闭症患儿暑期游泳兴
趣班，让患儿学会或半学会自己整理、穿脱衣物及
冲澡等日常生活技能，并获得一定的求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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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县阿咪妈啰爱心助学协会 

帮藏区孩子喝上干净的水 
 

阿咪妈啰是藏语妈妈的宝贝的意思，协会以甘孜藏族
自治州德格县为中心，辐射整个藏区，致力于为藏区
贫困儿童与爱心人士搭建沟通桥梁，为孩子们解决实
际困难。当地生态环境恶劣，日常用水大都未经任何
消毒和净化，饮用水含沙量大，甚至含有包虫卵，易
引发包虫病，饮水卫生和健康问题特别突出。项目将
购买净水设备，让德格县32所小学6000余人都喝上干
净的水。 

 

成都市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佑爱嗨豆残障人陪伴就业计划 
 

新叶助残致力于残障人生命品质的提升。佑爱嗨
豆残障人陪伴就业计划，便是针对脑瘫、智障、
自闭症或肢残等特殊适龄就业阶段的残障青年群
体所开展的就业扶持计划，通过对目标群体个性
化的能力指标评估，量体裁衣式提供烘焙、中式
早餐的特定岗位职业技能培训，融合家庭成员
（或社会志愿者结对形式）进行陪伴就业，进而
建立可持续“造血”助残新模式。本项目周期内将
通过门店为10对残障青年及陪伴就业人员提供综
合能力提升培训。 

上海绿色童年儿童关爱中心 

儿童血铅与重金属污染之间关系的普及 
 

全国约有500万以上血铅超标或及重金属超标儿童，污染地区往往和贫困落后地区高度重合，
这些儿童及其家庭，急需得到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健康教育和科普救助，因此“绿色童
年”发起科普助学包”计划，为污染地区儿童发放“科普救助指南”、环保书包、无铅铅
笔、一次性血铅检测试剂，并进行健康教育、科普咨询和救助辅导，解决被污染伤害的儿
童救助医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此次资助将联动教委或学校，惠及江西上饶市弋阳县、云
南怒江州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的儿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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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 
 

该项目致力于服务城市中的失独长者，以自助互
助为宗旨，协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这是东亚银
行公益基金连续第3年对该项目进行资助，通过前
两年的摸索、经验总结，将继续通过老人们喜闻
乐见的主题沙龙活动、社区联谊活动（户外散心）
等团队活动形式，同时针对每个家庭的特殊情况
进行及时慰问，为失独家庭长者提供心理援助与
生活支持。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上海湿地守护者 
 

道融是一家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织。上海是
中国首批水质性缺水城市，用水压力巨大。湿地作
为地球之肾，有着净化水质的功能。本项目倡导市
民通过“公民科研”了解上海的生态家底，参与到水
污染调查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中，提高科学素养和
生态环保意识，以促进整个城市的生态安全和饮用
水保障。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阿福童区域联动儿童财经素养教育项目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是一家致力于经济公民教育的
非营利性组织。该机构目前通过一位驻地全职人员为
浦东机场附近5所学校（来沪随迁家庭为主）四年级
一个班级的学生提供阿福童社会理财课程，学生反馈
积极，并得到了学校认可。此次资助将帮助机构扩大
项目的受益范围，为更多在职老师提供阿福童课程的
相关培训和教学支持，以服务更多学生，并进一步帮
助学校尝试行为银行的探索，让孩子进一步参与校园
社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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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控制和预防西部农村地区儿童辍学项目 
 

陕西妇源汇以“扎根社区，推动农村妇女发展；立足西部，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为机构使命，
目前关注领域主要为妇女与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儿童保护与发展及公益组织促进工作。本
项目拟通过提升宁夏4-5家社会组织的学校社会工作能力，降低宁夏西吉和平罗县回族初中
女生辍学率（不限于女生），增加回族地区妇女、儿童的人力资本。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寻找未来的我” 
 

职业启蒙教育是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青少部研
发的精品课程之一，于2013年获得东亚银公
益基金资助，开始项目实施。此次资助将根据
开发目标，对项目可持续、可复制性进行拓展，
主要服务于北蔡镇1所民工小学以及社区儿童
共计120人。 

♥  “萤火虫乐园”维护回访 

       2016年，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回访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45所“萤火虫乐园”。通过回访
我们了解到，累计共有36,105名学生以及2,549名老师使用了“萤火虫乐园”，其中77%的
学生每学期使用乐园的频次达到10次以上，42%的学校实现硬件从无到有，11%的学生通过
“萤火虫乐园”第一次接触到电脑。这些数据，将有利与我们制定更具系统化、针对性的升
级维护模式，提升对现有乐园的长期维护品质，确保各地“萤火虫乐园”能够发挥出最大功
用，优化公益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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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宴在中福会少年宫小朋友纯真的歌声中拉开序幕，著名主持人袁鸣热情而富感召力的
开场介绍如一缕春风吹暖了整个晚宴大厅。名家字画、顶极名表、艺术珍品等拍品引爆现
场热情，拍卖环节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东亚中国幸运卡号白金信用卡作为该晚宴活动的
压轴拍品，更是吸引了现场爱心人士争相举牌竞拍。 

 
2016年12月，东亚中国获得由第一财
经日报颁发的“2016第一财经•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榜”之“优秀实践奖”。 

3 社会认可 

2016年12月，东亚中国获得由中智关爱
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αi优质职场、
思盟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共同颁发的
“αi价值共创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案例评
选”之“践行奖”。 

 

♥  “2016萤火虫慈善之夜”筹款达910万元  创历史新高 

       2016年12月8日， 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主办的“2016萤火虫慈善

之夜”今晚在上海衡山路十二号圆满落幕。本次晚宴共筹得善款910万元，创历史新高。至

此，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筹集的善款总额已达到6,149万元。 

       该活动获得社会
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约170位企业家、社
会名流等爱心嘉宾齐
聚一堂，共襄盛典。
香港著名艺人米雪小
姐作为特邀爱心大使
优雅登台，与在场嘉
宾娓娓分享对公益的
心得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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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6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项目支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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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湘潭市湘乡市白田镇中学 167,8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小学 169,800.00  

山东省泰安第八中学 216,610.00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第四小学 174,611.00  

天津市蓟县别山镇翠南庄中心小学 171,523.00  

重庆市北碚区翡翠湖小学 167,800.00  

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办事处南街小学 170,000.00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凤仪乡
发来古完小 

167,598.00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港边中心小学 163,458.00  

贵州省凯里市第十五小学 166,498.00  

贵州省凯里市舟溪小学 167,098.00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小学 159,998.00  

“萤火虫乐园”书库 2016年“萤火虫乐园”书库费 360,000.00  

“萤火虫60包裹” 

捐赠 

“萤火虫60包裹”制作费 

（7000套，不含字典费用） 
424,900.00  

“萤火虫60包裹”快递费 33,898.00  

“萤火虫60包裹”字典（5000本） 46,50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鹤山市双合镇合成小学 10,000.00  

辽宁凉水河中心小学维护费 10,000.00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蔡店乡蔡店中学 6,08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建国小学 8,527.40  

天津市蓟县别山镇杨家楼中心小学 5,417.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路口学区中心学校 6,899.00  

广西省南宁市上林县乔贤镇中心学校 9,300.00  

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 9,667.00  

45所萤火虫乐园维护回访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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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项目支出（2/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 

火 

虫 

计 

划 

乡村教师/校长培训 

昆明 94,317.60  

南宁 100,000.00  

哈尔滨 100,000.00  

青岛 99,800.00  

乌鲁木齐 100,000.00  

郑州 100,000.00  

长沙 86,975.00  

广州 100,000.00  

甘肃 198,032.00  

上海（校长培训班） 286,338.23  

志愿者支教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建国小学 60,480.33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小学 88,139.53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4,608,065.09  

东亚银行 

大学生助
学金计划 

2016-2017 

学年助学金 

中山大学 50,000.00  

清华大学 100,000.00  

复旦大学 50,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0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爱聚行动 

麦田少年社多媒体活动中心（2015尾款） 
30,000.00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早期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计划与暑期游泳班
（2015尾款） 

40,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
（2015尾款） 

15,970.40  

爱英乐“成就独特的自己” （2015尾款） 10,000.00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守护·天使”临终关怀（2016首款） 
160,000.00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蓝天下的“星”计划（2016首款） 
128,000.00  

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 无声课堂
（2016首款） 

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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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项目支出（3/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德格县阿咪妈啰爱心助学协会 

帮藏区孩子喝上干净的水（2016首款） 
80,000.00  

上海绿色童年儿童关爱中心 

儿童血铅与重金属污染之间关系的普及
（2016首款） 

64,000.00  

成都市新叶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佑爱嗨豆残障人陪伴就业计划（2016首款） 
64,000.00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2016首款） 
64,000.00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上海湿地守护者（2016首款） 
64,000.00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 

控制和预防西部农村地区儿童辍学项目
（2016首款） 

64,000.00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阿福童区域联动儿童财经素养教育项目
（2016首款） 

64,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
（2016首款） 

4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983,970.40  

其他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公益对对碰” 

NGO选秀活动第三方支持费用 
100,000.0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100,000.00  

总计： 5,892,035.49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 

♥ 网       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5  爱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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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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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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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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心捐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