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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心过大年”新春公益活动暖心接力 

         新年伊始，总行发起了“喔心过大年” 公益关爱活动，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送上一份

新年的问候与关怀，让他们也能喔心过个“鸡”祥年。东亚中国总行和深圳、广州、厦门、

成都、珠海、重庆、合肥、武汉、南京、石家庄、苏州、郑州、哈尔滨、长沙、济南、南宁、

南昌共计17家分行积极响应。以下是义工们回访“萤火虫乐园”学校和“民间公益组织资助

计划”对口资助机构时的剪影。 

 
    
           

       时光飞逝，转眼公益基金已经八岁了。八年

来，我们不忘初心，稳步前行，持续开展“萤火

虫计划”、“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等项

目，为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带去快乐与微

笑。        

   

        感恩，八年来，一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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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3日下午，来自东亚中国总

行及上海分行的10位义工驱车前往浦

东郊区的阳光海川学校 [注 ]，和那里的

孩子开展新春联欢。相比留守儿童，

能留在父母身边的他们是幸运的，但

由于家庭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圈受限、

家庭经济状况等原因，他们很少有机

会接受社会交往和生活理财相关的教

育，而这些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

来的社会生活，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

专业的NGO去帮助他们的初衷。 

2 

 

        1月9日至10日，来自香港母行、东亚中国总行、郑州分行、合肥分行以及西班牙商业银

行基金会的代表们拜访了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和合肥市肥东县路口学区中心学校。两

所学校分别通过开展体育竞赛活动及书写环保倡议书课程的方式，庆祝中国年的到来。同时，

代表们也参观了两所萤火虫乐园，并且通过与师生的访谈，详细了解了这些电教设备的使用情

况及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1月5日，重庆分行义工队及工会员

工代表回访了“萤火虫乐园”学校——

重庆大足县弥陀小学，为那里的师生送

去新春的问候和暖暖心意。分行同事精

心准备的 “幸运九宫格”等游戏环节，

深受孩子们喜爱，最终都收获了新年礼

物。 

 

 [注]：阳光海川学校是一所专门招收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也是我行公益基金“民间公益组织（简称
NGO）资助计划”资助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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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一所对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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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来绿动”植树节公益活动顺利举办 

         在一年一度植树节之际，我们号召东亚大家庭再次来到环保队伍中，为地球添一份绿

色，一起加入“绿动”活动中。此外，在不断种植新绿色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和爱护

已经拥有的每一片绿色，让我们都成为身边人的榜样，带动更多的伙伴，共同为环保出力！

本次活动在全国22个城市举办，为社会贡献出一抹绿色。以下是义工们回访“萤火虫乐园”

学校时的剪影。 

        3月24日，珠海分行

一行七人来到萤火虫乐园

学校——珠海市崇文学校，

跟这里的老师们、同学们

一起种植树木。早春的校

园，因为大家齐心协力的

努力，多了郁郁葱葱的红

豆杉等树木，以及五彩缤

纷的鲜花，四处洋溢着春

天的美好气息。 

 

        4月7日，天津分行行领导带领同事们赴蓟县别山镇翠南山中心小学，和当地的教师、

学生一起开展植树活动。许多同学没有植树经验，老师们悉心讲解，大家积极挖坑、栽树、

填埋、浇水，同学们乐在其中。本次活动让同学们体验了课堂外不同的生活，整个活动交

织着大家的欢笑与汗水，值得纪念。最后大家纷纷和自己栽种的树苗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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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5日，东亚中国发布了第九份年度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6东亚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从服务创新、公

众教育、员工福利、慈善公益等方面，向公

众呈现了东亚中国2016年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的成效。 

♥  东亚中国发布《2016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东亚中国凭借其浓厚的员工义工文化，

通过绿色办公、“地球一小时”、关爱特殊

儿童等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员工真正成为企

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2016年，全年共计有

1,126人次参加义工活动，贡献志愿者时间

6,180小时。 

♥  云南昆明发来古完小支教行圆满完成 

       5月15日至17日，14位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

分行的员工志愿者，穿越重山，来到位于云南昆

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发来古完小开展支教活

动，与山里的孩子们分享自然科学、手工劳动、

美术、英语等科目的趣味知识，共计支教43个课

时。值得一提的是，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林

志民先生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为孩子们讲述一

堂有关香港人文的课程。 



2017年第一、二季度刊 / 总第15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5 

♥  “书香满溢过童年”六一关爱活动欢乐开展 

      5月至6月，东亚中国总行和19家分行在各地开展“书香满溢过六一”公益活动，178

位义工贡献了逾1,024小时志愿者时间，共计为5,200多位孩子及其家人带去了节日的关爱。

其中，北京、珠海、青岛、重庆、合肥、天津、苏州、昆明、南宁、厦门等12家分行与“萤

火虫乐园”学校的孩子欢度节日。 

       昆明分行在得知发来古完小（“萤火虫乐园”学校）秋冬

的棉被添置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后，组织采买了200床棉被；同

时发起爱心募捐，募集到了文具、儿童读物、玩具、衣帽等爱

心物资，于儿童节当日悉数送达学校，并向该校3名特困、10

名贫困学生家庭捐助慰问金共计7000元，还为特困学生家庭

送上了慰问与关怀。 

        6月1日，“星星的孩子” （又称自闭症儿童）

专属游园会在位于嘉定新城的青聪泉儿童智能训

练中心分院举行，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上海分行

的12位义工与这里的师生及 

家长欢庆孩子们的节日。除 

了资助游园会所需的各项了 

礼品和零食，我们还为分院 

添置了部分教具，帮助孩子 

们更好地进行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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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师培训活动筹备中  

       为体现对“萤火虫乐园”学校资助的持续性，自2010年起，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每年暑假

组织开展乡村教师培训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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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出一条实用高效的乡村教师培训之路。 今年的乡村教师培训定于乌鲁木齐、南昌、哈尔滨、

珠海、昆明、广州、长沙、武汉和兰州开展。此外，第四届乡村校长培训班将如期于下半年

在上海举行，我们将在下期简报中与大家分享活动精彩报道。  

♥  “萤火虫乐园” 建设工作进行时 

       截至2016年底，东亚银行

公益基金已在全国25个省市自

治区捐建了63所“萤火虫乐

园”。2017年，公益基金将继

续为13所资匮乏的乡村学校捐

建“萤火虫乐园” （包括6所与

“西班牙商业银行基金会”共

同冠名的乐园），帮助其改善

教学条件。目前已开始筹备建

设，预计将于9月至11月间落成

启用。 

6 

♥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启动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

于5月正式上线，该活动由东亚中国主办，并与

第一财经合作，旨在为帮助更多贫困地区青少

年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该项目通过媒体向全

社会招募支教志愿者，对贫困地区的学校进行

为期1学年的长期支教。目前该活动已向社会公

众开放报名，志愿者选拔总决赛将于7月举行，

节目的精彩集锦将也将于第一财经电视频道播

放，敬请关注。 

该图数据截至201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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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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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1/2）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 

计划 

“萤火虫乐园”建设 

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中心小学(首款) 30,000.00 

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学(首款) 50,000.00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中心小学
(首款) 

50,000.00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
南岗中心学校(首款) 

60,000.00 

“萤火虫60包裹” “萤火虫60包裹”制作(首款) 210,000.00 

乡村教师/校长培训 长沙站（首款） 60,000.00 

志愿者支教 云南昆明寻甸发来古完小支教行 65,010.16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525,010.16 

3 社会认可  

奖项 颁奖机构 

2016年度中国银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榜之“年度慈善榜样” 《公益时报》 

温暖金融城 2017陆家嘴年度公益榜 之 资教赋能实践奖 陆家嘴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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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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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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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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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爱心连线 

6  爱心捐助方式 

民间公益
组织资助
计划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费 500,000.00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 

志愿者选拔差旅费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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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2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570,000.00 

总计： 1,095,010.16 

2017年1月—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2/2）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