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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场乡村教师/校长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2017年7月至9月，2017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长沙、广州、兰州、南昌、珠海、乌鲁木

齐、昆明、武汉和哈尔滨开展，共计为199位乡村教师提供培训。同时，东亚银行公益基金

于9月18日在上海开办针对乡村学校校长的培训班，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33位乡村学校校长

参加此次培训。本年度共计为232位乡村教师/校长提供13,792课时培训。 

 
    
           

        2017年，我们不忘初心，满怀感恩与爱意继续
前行，“萤火虫计划”、“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
划”和“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三大核心项目持续
开展； 

        这一年我们也推陈出新，“公益对对碰”平台全
新升级，“萤火虫乐园”维护工作有序推进，“萤火
虫慈善之夜”筹款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8年来，我们耕耘出的丰硕果实离不开领导、同
事和爱心企业们的支持。2018，我们将继续在公益
之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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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站    7月16日-7月28日 

参训教师：40名 

乌鲁木齐站  7月17日-8月27日 

参训教师：40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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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站 7月10日-7月19日及8月14日-8月27日 

参训教师：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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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山东省青岛市
城阳区惜福镇
街道金村小学 

♥  13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去年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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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学校建立
“萤火虫乐园” 。所有乐园于9月至12

月间落成并启用，并向学生捐赠了超过
6,000个“萤火虫包裹”。截至2017年
12月底，“萤火虫计划”项目已在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捐建76所“萤火虫乐
园”，向贫困学生捐赠逾44,000个“萤
火虫60包裹”。  

9月15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松浦学校 

9月19日 
湖北省武汉
市汉南区汉
南中学 

9月20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乌鲁木
齐县中梁小学 

9月25日 
甘肃省洮县南
屏镇紫松小学 

9月22日 
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海原
县第七小学 

*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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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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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签约）
的35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10月10日 
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温汤镇
中心小学 

10月11日 
广东省陆丰市甲子

镇中心小学 

10月12日 
贵州省凯里
市第八小学 

10月13日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
瑶族自治县三排镇
南岗中心学校 

10月19日 
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松陵镇
团结小学 

11月13日 
河北省承德市
隆化县韩家店
乡中心小学 

11月1日 
安徽省安庆市太
湖县大石乡大石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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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贵州凯里支教行圆满完成 

6 

       2017年10月11日，14名来自东亚中国的志愿者来到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学开展了志愿
者支教活动，为孩子们带去了英文、音乐、绘画、舞蹈、手工、安全知识等专业课程，累
计贡献50课时。 

♥  民间公益组织（简称NGO）资助计划 

       2017年三、四季度，除了陆续对去年资助的项目开展评估总结外，本年度再次筛选出6

个优秀的NGO项目进行资助，通过他们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在2016年“公益对对碰”的公益平台进行项目延伸，继续携手
第一财经打造了2017“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志愿者选拔活动，着力召集社
会优质教师资源，支持偏远乡村教育，以实现更多公益资源的对接。除全额资助8位志愿者
完成为期一年的支教，该项目还将为志愿者们提供专项培训、教学辅导、公益梦想金及未来
职业机会等全方位支持，鼓励有志青年大胆实现自己的公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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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临终关怀工作者--培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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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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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计划培训100名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舒缓科室的医护人员，提升受训人员开展临
终关怀服务的能力。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早期自闭症儿童康复帮扶计划与艺术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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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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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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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对该项目进行
资助，通过前三年的摸索、经验总结，区别
以往的只是物质上的关怀，更注重失独家庭
的个体以及群体的有序发展，缓解他们的心
理郁结，帮助他们逐步恢复社会职能，从最
实际的需求出发，解决失独家庭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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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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得东亚银行
公益基金资助，开始项目实施。前三年分别完
成了课程设计、完善优化课程、培养志愿者团
队、拓展民工小学服务点。2017年，也是项
目实施的第四年，以民工小学为基点，拓展至
浦东的社区、来沪儿童。 

♥  “萤火虫乐园”维护计划 

       2017年，“萤火虫乐园”维护管理体系已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57所学校。
根据两年的电话回访情况，对其中20所学校完成了实地硬件维护，总计检修并优化584

套电脑，此外，全新为电脑安装的自动还原影子系统，能确保未来三年的流畅运行。 此
次建立的“萤火虫乐园”维护管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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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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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少年社”作为广东麦田教育基金会的核心项
目之一，关注最基层的乡村教学单位——村小。在
湛江市遂溪县选出4所学校，各建立一间多媒体活
动中心。通过搭建硬件接口齐全、趣味盎然的开放
性平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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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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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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主持人伏玟晓热情而富感召力
的开场介绍、从大凉山远道而来的长期支教志愿者的爱心分享都为本次晚宴填上许多温情。
拍卖环节中，艺术珍品、名家字画、时尚手袋、顶级童车等精美拍品纷纷亮相，最终，东
亚携程幸运卡号白金信用卡拍出全场最高价人民币120万元。 

3 社会认可 

♥  “2017萤火虫慈善之夜”筹款再创历史新高 

       2017年12月7日， 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主办的“2017萤火虫慈善

之夜”上海花园饭店璀璨落幕。本次晚宴共筹得善款1,106万元，创历史新高。截至2017年

12月31日，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筹集的善款总额已达到7,386万元。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成立以来成功举办
的第九次慈善晚宴，本
次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的鼎力支持，香
港知名演员米雪、爱心
企业家和各界慈善人士
等嘉宾齐聚一堂，共同
为偏远乡村孩子改善教
育条件筹资出力。 

奖项 颁奖机构 

2017中国典范雇主之“2017企业社会责任典范” 前程无忧 

2017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之“优秀实践奖” 第一财经 

中经公益鼎兴奖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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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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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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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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爱心书库费用） 

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中心小学 62,780.00 

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学 75,724.00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中心小学 76,889.00 

广东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
岗中心学校 

83,361.00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团结小学 66,0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浦学校 85,000.00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韩家店乡中心小学 89,000.00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金村小
学 

73,0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第七小学 73,344.00 

新疆乌鲁木齐县中梁小学 72,464.00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汉南中学 74,624.00 

甘肃临洮县南屏镇紫松小学资助计划 300,000.00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大石小学 132,929.00 

甘肃省临洮县南屏镇紫松小学（首款） 44,000.00 

电脑采购 1,088,000.00 

“萤火虫乐园” 
爱心书库 

2017年“萤火虫乐园”爱心书库费 360,000.00 

“萤火虫包裹”捐赠 

“萤火虫包裹”制作 424,900.00 

“萤火虫包裹”字典 65,100.00 

“萤火虫包裹”快递费 31,082.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 

乐园维护计划（首款） 253,600.00 

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热水安装
（首款）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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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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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师培训  

长沙站 92,336.00 

南昌站 100,000.00 

昆明站 91,542.00 

哈尔滨站 98,555.80 

广州站 100,000.00 

兰州站 197,170.00 

珠海站 90,485.00 

乌鲁木齐站 97,000.00 

武汉站 100,000.00 

上海站（校长培训班） 353,886.25  

志愿者支教 
云南昆明寻甸发来古完小支教行 65,010.16  

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学支教行 84,035.08  

其他 
甘肃省临洮县南屏镇紫松小学 中秋

关爱活动 
10,949.5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5,022,766.79 

东亚银行大
学生助学金

计划 
2017-2018学年助学金 

复旦大学 75,000.00 

中山大学 75,000.00 

清华大学 50,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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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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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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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失独家庭心理-社会支持服
务项目（2015尾款） 

29,224.83 

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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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失独家庭援助服务 
（2016尾款） 

16,000.00 

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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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6,000.00 

资助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蓝天下的“星”计划
（2016尾款） 

32,000.00 

 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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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6,000.00 

 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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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6,000.00 

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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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首款） 

40,000.00 

 资助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项目（2017首款） 4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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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首款） 

64,000.00 

资助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早期自闭症儿童康复帮扶计
划与艺术课堂项目（2017首款） 

120,000.00 

资助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临终关怀工作者培英计
划项目（2017首款） 

52,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015,224.83 

总计： 6,237,9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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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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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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爱心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