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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爱心gogogo”在萤火虫乐园接力爱心 

         新年伊始，总行发起了“新春爱心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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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的冬季为他们添些暖意。东亚中国总行（含上海分行）和北

京、广州、厦门、成都、重庆、杭州、乌鲁木齐、哈尔滨、长沙、南宁、福州、深圳、珠海、

南京、石家庄、郑州、昆明、宁波、济南、南昌、苏州、西安共计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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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自成立以来，公益基
金始终以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为己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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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人群不断扩大。其中，与西班牙商业银行基
金会携手推动的“萤火虫乐园发展计划 ”亦顺
利进入第二阶段；“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
推出第二季，向社会传播正能量的同时，也让教
育改变命运的种子在当地孩子和家长的心中发芽。    

       2018年已经过半，我们会撸起袖子继续加
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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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4日上午，西安分行回访了“萤火虫乐园”学校——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学*，并

为那里的孩子们送上围巾、手套等爱心物资。活动中，校长带领志愿者们参观了学校的建设及

学生们的课业情况，并向大家介绍了学校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情况。看到孩子们搬离了曾经处

于秦岭山脚下那个随时会发生落石危险的校园，在现在这个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教室里上学

的情形，志愿者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1月30日下午，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上

海分行的9位义工来到打浦桥街道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为那里的失独老人们（即家中唯

一的子女不幸离世的老人）送去了新春关爱。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自2014年开始关注失独老

人，已连续4年资助NGO：上海阳光善行公

益事务中心，来帮扶这些老人。活动以一场

互动游戏拉开序幕，老人与义工们还一起制

作各类点心，并在享用点心的同时观看了义

工们精心准备的才艺表演。活动最后，义工

们为老人们送上了慰问品。 

♥  “绿海行动”植树节公益活动圆满落幕 

       今年植树节，我们的行动代号为“绿海行动”，誓将环保与植绿的任务进行到底。我们

再次号召东亚大家庭众志成城,一同为地球添一份绿色。此外，在不断种植新绿色的同时，

更要持续关注和爱护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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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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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萤火虫乐园”学校——陕西省户县鄠邑区纸房学校因地质灾害崩塌隐患及生源缺乏等问题已于2017年8
月撤并至西安市鄠邑区石井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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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一早，珠海分行一行七人在行领导的带领下，来到了江门市所属鹤山市分别走访了我

们的两所萤火虫乐园学校——宅梧镇宅梧小学、双合镇合成小学，了解老师和同学们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并开展植树活动及爱心物资捐赠活动。   

       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植树活

动中珠海分行开

展了募捐活动，

所得的爱心捐款

全部都用于两所

萤火虫乐园学校

体育竞赛服装及

器材的购买。 

♥  东亚中国发布《2017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月17日，东亚中国正式发布了《2017东亚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作为东亚中国发布的第十份年度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该报告全面、生动地向公众展现了东亚中国2017年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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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年共计有

1,104人次参加义工活动，贡献志愿者时间6,35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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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15位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分

行的员工志愿者们经过长途跋涉，从全国各

地汇聚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乔贤

镇中心学校开展支教活动。本次支教共计提

供39课时，志愿者们与当地的孩子们分享了

音乐鉴赏、手工劳动、地理历史知识、简易

素描、交通安全等科目的知识，拓宽了孩子

们的眼界，让他们接触到从未了解过的领域。 

♥  “童年的我们”六一儿童节关爱活动欢乐开展 

      5月至6月，东亚中国总行和20家分行在各地开展“童年的我们”六一儿童节公益活动，

184位义工贡献了逾1,013小时志愿者时间，共计为2,400多位孩子及其家人带去了节日的关爱。

其中，昆明、合肥、杭州、西安、苏州、重庆、石家庄、武汉8家分行与“萤火虫乐园”学校的

孩子欢度节日，总行则走访了“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资助机构对口的学校。 

广西南宁上林县乔贤镇中心学校支教行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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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下午，来自总行及上海分行的10名志愿者一同来到鲁冰花小学与那里的孩子们一

同欢度六一儿童节。志愿者们为学生代表颁发了羽毛球拍、趣味折纸礼盒等精美小礼品，并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折纸课，希望通过学习折千纸鹤，引导学生做初步职业启蒙。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已连续五年资助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项目 ，其中，上海

浦东新区民办鲁冰花小学是受助学校之一。 

         石家庄分行的志愿者们前往河北省承德市隆

化县韩家店乡中心小学（“萤火虫乐园”学校）进

行了六一儿童节公益活动，志愿者们带去了精心准

备的各种学习及体育用品。在老师的陪同下参观了

“萤火虫乐园”，了解乐园的运行情况。参观结束

后，与学生进行了趣味体育运动，在学校与孩子们

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而温暖的下午。 

        武汉分行志愿者来到了汉南中学（“萤火

虫乐园”学校）举行六一公益活动。分行同事

对学生代表进行了基础金融知识宣讲和反电信、

金融诈骗宣传。课间孩子们踊跃发言、积极讨

论。随后在校领导的陪同下，志愿者们回访了

“萤火虫乐园”。管理员老师介绍，萤火虫乐

园的使用频率很高，学校以此为依托，举办了

多场网络教学和趣味活动，乐园中的书籍也十

分契合同学们的喜好。最后，分行向汉南 

学校捐赠价值5,000元的书籍和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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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乐园发展计划”顺利进入第二阶段  

        5月11日，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与西班牙

商业银行基金会（“la Caixa”基金会）宣

布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展开第二阶段为期三

年的“萤火虫乐园发展计划”。 

        除了在未来三年设立12所全新的萤火虫

乐园之外，该计划也将着力提升教师素质。

此外，“萤火虫乐园发展计划”会按学校的

情况，提供包括热水器、棉被等生活必需物

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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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昌、广州、成都、

石家庄、南宁、昆明、甘肃等地开展。此外，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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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起一片天”第二季长期支教项目启航 

       “支起一片天”第二季长期支教项目于5月正式上线，东亚中国与第一财经再次合作，为

帮助更多贫困地区青少年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该项目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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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8长期支教志愿者年度盛典”将于8

月举办，届时将表彰优秀长期支教志愿者并开启第二季支教之旅，节目的精彩集锦也将于第

一财经电视频道播放，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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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乐园” 建设工作进行时 

       截至2017年底，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已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捐建了

76所“萤火虫乐园”。2018年，公

益基金将继续为12所资源匮乏的乡村

学校捐建“萤火虫乐园” （包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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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该图数据截至2017年底 

       补充教辅课程： 

5所试点学校分别位于河

南、贵州、云南、广西。

针对学校需求，首先会引

入英语学习的教辅课程，

后期将考虑引入青少年科

技类等教辅课程。 

       补充代课老师： 

试点学校位于贵州省凯里

市舟溪小学及第八小学，

经校方及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的面试，最终招聘了4

名代课老师，并于4月正

式入职。 

 

 

♥  补充教辅课程及代课老师项目试点开展 

       为更好地帮助“萤火虫乐园”学校，除硬件方面的提升，我们也在软实力上为学校添砖加

瓦。回访中了解到学校师资紧缺、课程资料来源单一等问题，今年我们在部分学校试点开展补

充教辅课程及代课老师项目，旨在切实解决学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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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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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临洮县南屏镇紫松小学（尾款） 43,072.00 

联想电脑采购（首款） 742,350.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马湖学校（首款） 58,000.00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中心小学（首款） 53,500.00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石狮镇满春小学（首款） 194,000.00 

云南省曲靖市雨麦红小学（首款） 80,900.00 

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初级中学（首款） 36,000.00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沙子镇光明
小学（首款） 

35,000.00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御临雷公中心小学(首款) 40,0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又新镇又新学校（首款） 50,000.00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黄坌老区学校（首款） 50,000.00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中心小学（首款） 50,000.00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银坑中心小学（首款） 71,000.00 

甘肃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学校（首款） 100,000.00 

“萤火虫包裹” “萤火虫包裹”制作（首款） 110,00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热水安装（尾款） 10,680.00 

乐园维护计划（2017尾款） 63,400.00 

乐园维护服务（2018首款） 151,200.00 

 志愿者支教  广西南宁上林县乔贤镇中心学校支教行 93,398.76  

补充教辅课程及 
代课老师 

补充代课教师（首款） 217,087.52  

乡村教师培训 广州站（首款） 80,000.0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329,5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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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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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公益组织
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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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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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6,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寻找未来的我”（2016尾款） 10,000.00 

上海道融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上海湿地守护者（2016尾款） 16,000.00 

上海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2016尾款） 24,000.00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守护•天使”临终关怀（2016尾款） 40,000.00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项目大凉山走访 20,918.51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志愿者香港交流学习（首款） 60,96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97,878.51 

其他 
“两联一包”扶贫专用款项申请 200,000.00 

六一萤火虫包裹快递费 748.0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200,748.00 

总计： 2,728,2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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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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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爱心捐助方式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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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爱心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