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一、二季度刊 / 总第19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  “猪福满满迎新春”在萤火虫乐园接力爱心 

         迈入猪年，总行发起了“猪福满满迎新春”新春关爱活动，为社会弱势群体送去我们

的新春祝福与关怀，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东亚中国总行和上海、深圳、广州、西

安、沈阳、厦门、成都、重庆、杭州、武汉、南京、乌鲁木齐、石家庄、苏州、哈尔滨、长

沙、昆明、宁波、济南、无锡、福州、南宁、南昌共计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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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首过往，公益基金
不忘初心，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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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项目稳步开
展，不断创新，进一步扩大受益人群。其中，
“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推出第三季，以创
新形式，向社会大众传递支教力量，为贫困地区
教育点燃星星之火。    

       2019年已经过半，公益的道路我们还在前
行，相信在大家的坚持不懈下，终有一天，天光
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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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昆明分行回访了“萤火虫乐园”学校——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活水乡雨麦红小

学，并为这些需要关爱的儿童送上书籍和小礼品，开展丰富有趣的猜灯谜活动，为雨麦红小学

的孩子们送上一份温暖。校长表示，自“萤火虫乐园”落成后，学校开设了计算机课，目前，

这门课已经成为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课程。孩子们在多媒体教室里可以了解到最前沿的资讯，学

习到包罗万象的知识，拓宽视野。 

        1月18日下午，杭州分行志愿者一行人来

到“萤火虫乐园”余杭育蕾学校。志愿者与在

座学生进行了生肖成语接龙的互动游戏，给小

朋友们普及了钱币的起源、用途等知识，每个

小朋友都DIY了新年挂历，许下了新年的美好

愿望。分行向学校捐赠了近四百本课外读物，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 

 

       1月18日中午，深圳分行义工队一行来到陆丰市甲子

镇中心小学，为孩子们送来新春礼物。校方还带领志愿

者们参观了学校的新校区以及于2017年10月在该校落成

启用的“萤火虫乐园”。志愿者也向校方了解了乐园自

落成以来的使用情况，设备的运作情况及校方的维护需

求等，同时也参观了存放捐赠书籍的图书室。看到捐赠

的电脑及书籍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并且能给孩子们的学

习带来便利及帮助，志愿者们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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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来自东亚中国总行的10位义工

在东亚中国行长助理蒋麒辉先生的带领下前往

位于上海市郊的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和

这里的“星儿”一起提前庆祝新春。“青聪泉”

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民间公益组织计划”定

向资助的机构，此次新春拜访，我们还为孩子

们带去卡通背包、儿童课桌椅等教具，希望这

些小学适龄的“星孩”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学校

生活。 

♥  东亚中国发布《2018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月27日，东亚中国正式发布了《2018东

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东亚中国发

布的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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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积

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果。 

       东亚中国各地义工队在保持全国分行统一

框架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灵活执行、有效

开展包括新春送暖、植树护绿、儿童关爱等在

内的各类公益活动，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社会

责任的践行者。2018年，全年共计有972人次

参加义工活动，贡献志愿者时间逾5,31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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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12位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广州、

大连、乌鲁木齐、苏州、成都、珠海、南昌等

分行的员工志愿者迎来了第17次支教行。本次

支教前往的是位于“红薯之乡”革命老区——

江西上饶横峰县的港边中心小学，共计提供了

32课时的课程，包含绘画、DIY手工、家乡风

情、心理洞察等。值得欣慰的是，学校也受到

了“萤火虫计划”等爱心项目的关注， 不少孩

子也从中受益。 

♥  “小小少年，漫游六一”儿童节关爱活动欢乐开展 

        5月至6月，东亚中国在全国22个城市开展“小小少年，漫游六一”六一儿童节公益活动，

超过600位义工贡献了逾2,500小时志愿者时间，共计为4,000多位孩子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孩子们送去关爱与祝福，陪伴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其中，珠海、南昌、深

圳、昆明、苏州、重庆、武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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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资助机构的学校。 

江西上饶港边中心小学支教行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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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节来临之际，东亚中国总行志愿者们

带领上海浦东新区民办皖蓼小学的50名学生来

到沪港银行历史展览馆参加“小小少年，漫游

六一”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东亚银行公益基

金已连续六年资助乐群社工服务社项目，其中，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皖蓼小学是受助学校之一。

乐群社工社针对来沪儿童财商教育资源薄弱的

这一现象，开展“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项

目，协助孩子们了解、认识、理解、管理自己

的财富。 

       5月24日上午，珠海分行的志愿者们来

到了“萤火虫乐园”学校——江门鹤山市合

成小学开展六一活动。此次活动，正值合成

小学建成“萤火虫乐园”的第六个年头，志

愿者们亲切地向孩子们表达了节日的祝福并

对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同学们送上美好的寄语！

大家表示将继续为学校的教学助力，为孩子

们的成长护航。 

       5月30日上午, 南昌分行志愿者来到上饶

市横峰县港边中心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开展

六一公益活动。志愿者准备了书籍等物品分

发给每个班级的孩子们。最后一起来到“萤

火虫乐园”，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

信用知识小讲座。志愿者们在活动中也深受

鼓舞，衷心祝愿孩子们快乐成长！ 
 

 

 

      6月4日，深圳分行义工队一行人来到“萤火

虫乐园”学校——汕头市潮南区洋汾林小学，为

学校的同学们带去了一批学习书籍。在“萤火虫

乐园”的课室里，义工准备了内容丰富的PPT，

结合古代钱币模型，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古代钱币小课堂。活动结束后，义工们在校长的

带领下参观学校，看着校园、教室环境跟几年前

到来时巨大的变化，更觉得要从自身做起，对我

们的下一代多一份责任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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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昆明分行的员工志愿者们前往云

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活水乡雨麦红小学，为同学

们举办了一场“趣味游园运动会”。这次是昆

明分行第三次来到雨麦红小学，在他们纯真浪

漫的笑脸上，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

望，对未来的憧憬。少年未来可期，昆明分行

将继续为需要帮助的孩子们送去温暖，为更多

的孩子点亮未来的光明。 

 

       5月31日，重庆分行义工队同事共赴北碚

区翡翠湖小学，与同学们一起展开了古代国风

文化的时空之旅。义工队为所有参加活动的同

学派发了书籍、文具等儿童节礼品，鼓励同学

们感受历史文化的乐趣，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最后，义工队通过参观回访了学校的“萤火虫

乐园”，也了解了电教室的使用状况，和同学

们度过了快乐的六一节。 

 

 

       6月3日，武汉分行志愿者来到“萤火虫乐

园”学校——京汉学校，开展了以“小小国风

少年”为主题的国风文化体验活动。在分行志

愿者的帮助下，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穿上了飘飘

汉服，将汉韵雅风演绎得淋漓尽致。京汉学校

程校长表示，本次活动增长知识、开拓眼界，

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苏州分行的爱心志愿者们分别在5月31日和6

月10日来到了苏州市木渎镇外来子女中心小学

和“萤火虫乐园”学校——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

团结学校，为部分特困学生送去了衣物、文具、

书包，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也为学校增添了必

要的体育器材，尽可能惠及更多的学生。对此，

广大师生都很欣喜，校方代表表示这是一份很有

纪念意义的儿童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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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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广州、南昌、南宁、

苏州、长沙、珠海、兰州开展。此外，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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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长期支教项目启航 

       “支起一片天”第三季长期支教项目于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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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第二季支教志愿者交流培训活动将于8

月在上海举行。除优秀表彰外，我们也将为志愿者安排职业发展培训、城市观光等行程。 

        

       此外，今年6月我们再次前往

大凉山腹地，实地走访了我们资

助的支教老师所在的学校。 

家访中，从家长到孩子，无

不表达出对支教老师的感谢

和敬意。 

采访了资助的张老师，他为

了把孩子们带到毕业已经连

续支教三个学期了。 

瓦拖小学的条件虽然落后，

但经过支教老师和孩子们的

装点后充满着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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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乐园” 建设工作筹备中 

       截至2018年底，东亚

银行公益基金已在全国25

个省市自治区捐建了88所

“萤火虫乐园”。2019年，

公益基金将继续为11所资

源匮乏的乡村学校捐建“萤

火虫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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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网络课程扩展至6个学

校，分别位于贵州、天津、

河南、广西、昆明，针对

学校需求，首先会引入英

语学习的网络课程，后期

将考虑引入青少年科技类

等网络课程。 

      补充老师名额扩展至6

人，其中贵州省凯里市舟溪

小学，贵州省凯里市第八小

学的4位老师已完成续聘；

新增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初

级中学的2位老师经面试评

估后将于9月正式入职。 

 

 

♥  网络课程及补充老师项目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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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网络课

程及补充老师项目，旨在切实解决学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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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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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必姆镇一甲小学（首款） 40,000.00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中心小学（首款） 43,0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凌云小学（首款） 37,000.00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云梯小学（首款） 50,000.00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初级中学（首款） 50,000.00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第三小学（首款） 74,000.00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中心学校（首款） 75,000.00 

“萤火虫包裹” “萤火虫包裹”制作（首款） 180,000.00 

“萤火虫乐园” 
设施维护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育蕾学校 1,711.3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路口学区中心学校 5,123.00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洋汾林小学 9,265.00 

贵州省凯里市第十五小学 9,156.00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中学 9,919.00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中心小学 4,142.00 

“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尾款） 94,834.80 

“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首款） 213,400.00 

4所学校补充书库书籍(358本/所) 25,012.00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洋汾林小学（21副耳机） 945.00 

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车站路兰阳第三小学（无靠背凳
子+体育器材） 2,860.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路口学区中心学校（投影仪、音响
置换更新） 9,500.00 

 志愿者支教  江西上饶支教行 42,870.82 

补充教辅课程及 
代课老师 补充代教老师及网络课程项目（首款） 503,692.30 

乡村教师培训 
苏州站（首款） 70,000.00 

广州站（首款） 80,000.00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631,4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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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2/2）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自闭症儿童星学园建设
与艺术训练课堂项目（首款） 

144,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项目 
（首款） 

64,000.00 

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阳光家园”失独家庭
援助服务项目（首款） 

80,000.00 

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守护天使临终关怀
志愿者服务项目（首款）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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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 

52,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420,000.00 

总计： 2,051,4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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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