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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场乡村教师/校长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2018 年7月至9 月，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天津、南昌、广州、成都、石家庄、南宁、昆

明及兰州开展，共计为167名来自乡村一线的人民教师提供培训支持。此外，9月中旬，第五

届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乡村校长培训班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30位乡村校长参加此

次培训。本年度共计为197位乡村教师/校长提供超过11,812课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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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最前线 

       回顾2018，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下，公益基
金的三大项目持续顺利推进，同时，我们还试点了“萤火
虫乐园”扩展计划，为师资紧缺的乡村学校招聘教师、为
乡村学生定制网课，帮助困难学生改善生活设施…从提升
教室设备到改善学生住宿条件，从向大山捐赠过冬衣裤到
输送优质支教志愿者，我们始终在为点亮乡村孩子的光明
未来而努力。 

 

        2019年，又是新的一年征程，公益基金也即将迎来
10周岁生日，让我们不忘初心，加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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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2018下半年，经各地教育主管单位、爱心企业的推荐，在东亚中国分行协助实地考察后，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咨询委员会选定12所学校捐建“萤火虫乐园”。所有乐园于9月至12月落成，
并向学生捐赠了约5,000个“萤火虫包裹”。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中心小校 79 
80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银坑中心小学 77 
78 

         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初级中学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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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截至2018年底，“萤火虫计划”项目
已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捐建88所
“萤火虫乐园”，向贫困学生捐赠逾
48,000个“萤火虫包裹”。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中心小学 83 
84 

           云南省曲靖市雨麦红小学 85 
86 

           甘肃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学校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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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安徽金寨革命老区支教行 

       2018年9月19日，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分行的10

余位员工志愿者激情满满地挺进大别山，来到了安徽
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中心小学，和那里的孩子分享
自己的见闻与知识,共计提供了33课时，包含趣味英
语、世界地理、DIY手工、音乐鉴赏、民族文化等丰
富课程。 

“相处中我们看到了当地孩子们
的聪明与活跃，看到了他们的热
情与懂事，更感受到了他们未来
能为家乡创造价值的潜力。” 
 

志愿者 
感言 

♥  “萤火虫乐园”维护计划 

       2018年，公益基金采取了实地结合远程的形式，
进一步落实“萤火虫乐园”维护管理体系，具体涵
盖：远程回访2017年实地维护的20所乐园；实地
维护12所乐园，检修并优化电脑266套；远程维护
23所乐园，远程协助检修电脑704套；对无法维修
的主机、显示器、鼠键、耳机等硬件进行替换，安
装了影子系统、电子教室等软件，并对所有更换设
备做了环保处置。 

       此外，在硬件维护的同时，根据回访了解和学
校实际情况，对部分使用年限较长，影响使用效果
的乐园内部其他设施（如桌椅、投影等），进行了
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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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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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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2015、 

2016、2017签约）的40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  “萤火虫乐园”扩展计划 

        根据日常项目沟通中的反馈， 2018年，我们在部分乐园学校试点，开展了补充师资、
课程和改善生活设施三个方面的资助，进一步实现我们对“萤火虫乐园”学校的全方位支持，
以更好地关爱和帮助贫困地区青少年的教育成长。  

       补充英语网课 

       5所试点学校分别 

       位于河南、贵州、 

       云南、广西 

       补充代课老师 

       试点学校位于贵州 

       的2所乐园学校 

 

        学生生活设施改善 

        涵盖河南、黑龙江、 

        云南、宁夏、天津的 

        5所乐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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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三、四季度，还开展了对2017资助的项目评估总结，并再次筛选出了5个优
秀的NGO项目进行新一轮资助，通过他们扩大公益基金的惠及人群。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 

               守护天使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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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为第三次获得公益基金的资助，2018

年，项目计划与浦东的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成合作，
开展为期一年的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并开展80人次
左右的志愿者培训与学习督导。 

♥  民间公益组织（“NGO”）资助计划 

       “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迎来第二季活动。该活动继
续携手第一财经共同主办，于2018年8月在上海，评选出了6位
优秀长期支教志愿者进行表彰，并邀请他们分享支教经历，同
时还新招募并筛选了12名志愿者加入到长期支教的行列，正式
开启新一季的“支起一片天”活动。“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
项目旨在着力召集社会优质教师资源，支持偏远乡村教育，为
那里的孩子们带去更多引导与关爱，该项目除全额资助志愿者
完成为期一年的支教，还为志愿者们提供专项培训、教学辅导
、职业规划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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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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爱让星发光——自闭症儿童星学园建设与 

                                          艺术训练课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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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资助该机构的项目，
本次资助的项目包括：自闭症儿童星学园建设、早期
自闭症儿童艺术课堂及暑期游泳兴趣班开展。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 

 

连续第5年对该项目进行资助，在持续为有特殊需要的
失独家庭开展服务的同时，引进失独志愿者的力量，倡
导“团体自治”的价值理念，探索有效的持续服务模式，
从而实现“服务贴合需求，助人在于无形”的价值目标。
具体包括：开展特殊失独家庭走访、特色主题沙龙活动、
自助型兴趣小组活动、社区联谊活动及项目总结会等。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 

 

针对来沪儿童财商教育资源薄弱这一现象，开展财商
课程；将财商教育“带进学校”，邀请社会中与财务
工作相关的职业人员进入学校；将学生“带进社会”，
使学生进入到社会中的真实场景中体验理财活动。具
体包括：少儿财商课程、财务相关职业了解、理财知
识学习实践。 

                成都绿之叶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多彩世界——凉山彝族自治州 儿童素质教育 

 

绿之叶公益于2012年成立，多年致力于培育、派送支教
老师到凉山州、甘孜州等边远地区开展支教，是“支起
一片天”的合作NGO之一。该项目计划覆盖部分绿之叶
管理的支教村小，通过支教老师开展知识及素质素养课，
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扩宽孩子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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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萤火虫慈善之夜” 

东亚中国执行董事 

兼行长林志民向邹市明
夫妇颁发爱心家庭奖 

       2018年12月19日，“2018

萤火虫慈善之夜” 在上海花园
饭店成功落下帷幕。活动吸引了
各界爱心企业家和慈善人士的热
情参与，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夫
妇亮相现场，作为晚宴特邀爱心
家庭，为慈善筹款拍卖助力。这
是公益基金的第十届慈善晚宴，
活动共筹得善款人民币847万元，
至此，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筹集的 

善款总额已达到人民币8,233万元，所有款项都将用于持续改善乡村孩子教育条件。 

东亚中国副董事长 

陈棋昌向上海宋庆龄 

基金会副主席谢丽娟 

捐赠支票 

         超人气互动拍照  
还原支教场景 

3 社会认可 

奖项 颁奖机构 

2018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之“优秀实践奖” 第一财经 

2017年中国银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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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爱行动在继续 
2018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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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临洮县南屏镇紫松小学（尾款） 43,072.00 

“萤火虫乐园”电脑 1,060,500.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马湖学校 68,000.00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中心小学 63,500.00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石狮镇满春小学 204,000.00 

云南省曲靖市雨麦红小学 90,900.00 

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初级中学 72,000.00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沙子镇光明小学 68,800.00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御临雷公中心小学 81,000.00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又新镇又新学校 80,600.00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黄坌老区学校 87,500.00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小三江镇中心小学 87,500.00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银坑中心小学 81,000.00 

甘肃和政县梁家寺东乡族学校 150,800.00 

“萤火虫乐园”
爱心书库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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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50.00 

“萤火虫包裹”快递费 29,649.00 

“萤火虫包裹”字典 41,85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2017尾款） 10,680.00 

乐园维护计划（2017尾款） 63,400.00 

乐园维护计划（2018首款） 151,200.00 

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学 24,037.00 

河南省荥阳市豫龙镇第一小学 12,500.00 

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县永和镇永和初级中学 6,060.00 

湖南省湘乡市金石镇龙潭八一中学 22,974.00 

广东省江门鹤山市县宅梧镇宅梧小学 4,270.00 

湖北省武汉市京汉学校 6,696.00 

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第三小学 11,118.00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小学 11,445.00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温汤镇中心小学 19,4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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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火虫 

计划 

“萤火虫乐园” 

扩展计划 

招聘代课教师（首款） 217,087.52 

采购英语网课（首款） 26,655.82 

学生生活设施改善 198,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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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中心小学支教行 55,854.33  

乡村教师培训 

广州站 110,000.00  

昆明站 99,840.00  

石家庄站 91,017.50  

南宁站 99,920.00  

天津站 100,000.00  

成都站 99,766.00  

南昌站 100,000.00  

兰州站 191,543.00  

上海站（校长培训班） 350,885.31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5,071,903.84 

东亚银行
大学生助
学金计划 

2018-2019 

学年助学金 

复旦大学 100,000.00 

中山大学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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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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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69.00 

“公益对对碰•支起一片天”2018项目合作费 （仁德基金会） 439,200.00 

2018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2/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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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助支出(3/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民间公益
组织资助
计划 

 

长期支教项目优秀志愿者职业规划培训及岗位推荐（首款）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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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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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30,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寻找未来的我”项目（2017尾款）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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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16,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748,287.51 

其他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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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939.35 

♥ 电子邮件： beacharity@hkbea.com              网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5  爱心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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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爱心捐助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