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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最前线 
   

卷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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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第二
小学和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云梯小学的“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我们的足迹已扩展至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已建成的乐园数量达99
所。同时，我们也在学校更为薄弱的软件实力上给予更多支持，
帮助他们更快地提升教学质量。此外，核心项目“东亚银行大学
生助学金计划”和“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也在井然有序地进
行。这一路我们将爱传播，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前行的力量。 
 
        跨入2020年，我们正在经历“万众一心，共抗疫情”的特殊时
期，这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致力公益、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的初心与决心。今年，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将一如既往地带着爱
与梦想，与大家一起，在公益的道路上勇往向前！ 

9 场乡村教师/校长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2019年6月至8月，乡村教师培训活动在成都、长沙、南宁、苏州、广州、珠海、

兰州及南昌开展，共计为177名来自乡村一线的人民教师提供培训支持。此外，9月

下旬，第六届“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乡村校长培训班”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12个省

市自治区的29位乡村校长/副校长参加此次培训。本年度共计为206位乡村教师/校长

/副校长提供超过10,311课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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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训教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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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2019年，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在全国范围内
共计捐建启用了11所萤火虫乐园。这标志着两
个全新里程碑的诞生： 

其一，经过连续十年的持续捐建，我们的
萤火虫乐园数量已达99所； 

其二，萤火虫乐园的足迹扩展到了海南省
及内蒙古自治区，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这是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十年来坚持不懈、
持续努力的成果，亦是各方爱心伙伴共同努力
的结晶。 

          89 
90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第二小学 

         91 
92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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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云梯小学 

11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  

95 
96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初级中学 

            97 
98 

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棋盘镇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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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所“萤火虫乐园”相继落成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必姆镇一甲小学 99 

♥  2019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支教行 

       2019年9月15日-18日,12位来自东亚中国总行及分行的员工志愿者来到内蒙古
美丽的火山草原乌兰察布，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第二小学可爱的孩子们
带去了包含创意手工、科学实验、趣味英语、情绪管理等充满知识、趣味满满的综
合课程，此次支教共计为学校贡献了39个课时。本次支教队伍中首次加入的外籍同
事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小朋友们第一次听来自英国的大哥哥介绍家乡的风土人情，
感到十分新奇有趣。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短短
一节课，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太
多。教授孩子们课程的时候，也是回
忆自己的童年。累，并快乐着！” 

 
         ——志愿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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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萤火虫乐园”维护及升级计划 

长期以来，除了对“萤火虫乐园”的常规维护外，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于2016年起开展
了系统化的排查和升级活动，包含2019年维护的21所，截至2019年，公益基金已完成了
对2016年底前落成的60余所乐园设施的优化升级和更新，进一步确保各地“萤火虫乐园”
能够发挥出最大功用，优化公益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各项设施服务质量。 

根据日常项目沟通中的反馈，2019年，我们在部分乐园学校继续开展了补充师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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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网络课程 

 

于6所乐园学校开展，

分别位于河南、贵州、

云南、广西、天津。 

 

             补充师资 

 

于2所贵州和1所天津的

乐园学校开展，资助6位

代课老师，分担语文、英

语、美术等课程教学工作。 

        

         学生生活设施改善 
 
陆续为四川、陕西、湖南、
天津等地区10余所学校的
贫困学生添置了过冬棉衣。 

乐园设施优化升级 

乐园软实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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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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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
经大学（含2016级至2019级）的41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由东亚银行公益基金于2017年发
起，通过媒体向全社会招募支教志愿者，赴偏远山区进行为期1学年
的长期支教，改善当地教育资源，以实现更多公益资源的对接。第三
季项目于今年6月启动招募，经过多维度的综合筛选和前期培训，最
终甄选出16名志愿者组成了新一季的支教队伍，于9月正式开启山区
支教之旅。除全额资助志愿者完成为期一年的支教外，项目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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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梦想。 

♥  “支起一片天”长期支教项目（第三季） 

2019年8月，公益基金在上海举行第二季支教志愿者交流培训活动，一方
面，通过志愿者代表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在当地的贡献；另一方面，
通过职业发展培训、城市观光等环节，对完成支教的志愿者进行表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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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四季度，东亚银行公益基金还开展了对2018年资助的NGO项目评估总结，
再次筛选出了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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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间公益组织（“NGO”）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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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牵手致力于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的开拓创新。
此次为第四次获得公益基金的资助，项目计划与浦西
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进行临终关怀志愿者服
务，并为100人次的志愿者开展培训与学习督导。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自闭症儿童星学园班级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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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资助该机构的项目，
本次资助的项目包括：自闭症儿童星学园班级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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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家园”失独家庭援助服务项目 

 

连续第6年对该项目进行资助，中心持续为失独家
庭开展日常服务的同时，引入随手公益的理念，让服务
对象在接受服务时也有意识地去完成一项公益行为，为
“小家”也为“大家”，在享受社区资源的当下也为社
区发展出一份力量。同时深入倡导“团体自治”的价值
理念，实现“助，人自助”的自我价值提升目标。具体
包括：开展特殊失独家庭特殊慰问服务、特色主题沙龙
活动、自助型兴趣小组活动、社区联谊活动、“轻外出”
自由行活动和项目总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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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来沪儿童财商教育服务项目 

 

成立于2003年2月，公益基金已连续7年资助该机
构的各类项目。“来沪儿童财商教育服务”项目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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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包括：少儿财商课
程、财务金融相关职业了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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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教育项目 

 

            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蜻蜓社区公益事务中心 

            “守护星”——澜沧儿青健康保护项目 

 

 
 
 
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偏远，当地民众对

孩童及青少年的性保护意识薄弱。项目针对留守孩
童和青少年所在的家庭及学校，开展性保护知识普
及，主要内容包括：青春健康课堂、青春健康家庭
指导、青春健康主题日等，以改善当地孩童的成长
环境。 

“多彩世界”项目正式实施以来，孩子们纷纷感
受到了祖国山河的伟大和壮丽，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中
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今年，本期项目我们将为孩子们
带去更多的爱国主义历史纪录片，让孩子们通过对中
国历史的了解，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通过支
教老师的能力培训，让更多的支教老师具备多媒体课
程的教学能力，丰富孩子们的日常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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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认可 

奖项 颁奖机构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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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最佳公益扶贫贡献奖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9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之“最佳企业社会责任银行” 第一财经 

2019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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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必姆镇一甲小学 80,500.00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高潭中心小学 84,900.00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凌云小学 76,900.00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云梯小学 87,700.00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初级中学 92,922.00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第三小学 84,000.00 

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大演中心学校 91,000.00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新浒学校 79,200.00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康家集乡康家集小学 84,000.00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白音察干第二小学 90,000.00 

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棋盘镇中心小学 79,200.00 

“萤火虫乐园”电脑 973,500.00 

“萤火虫乐园” 
爱心书库 

2019年“萤火虫乐园”爱心书库费 330,000.00 

“萤火虫包裹” 
捐赠 

“萤火虫包裹”制作 343,980.00 

“萤火虫包裹”运费 28,379.36 

“萤火虫包裹”字典 44,733.00 

“萤火虫乐园” 
维护及升级计划 

“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2018尾款） 94,834.80 

“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2019首款） 21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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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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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2/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 
计划 

  
  
  

 “萤火虫乐园” 
维护及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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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洋汾林小学 945.00 

河南省兰考县兰阳街道车站路兰阳第三小学 2,860.00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路口学区中心学校 9,500.00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小学 6,223.40 

湖北省武汉黄陂区蔡店乡蔡店中学  2,020.00  

湖北省武汉黄陂区蔡店乡京汉学校  760.00  

江西宜春温汤镇中心小学、乌鲁木齐县中梁小
学、河南兰考南街小学、河北承德隆化县韩家

店中心小学4所学校补充书库书籍 
25,012.00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韩家店乡中心小学太阳能
路灯照明 

6,762.00 

改善学校生活环境（天津、湖南、陕西、大凉
山地区共9所学校） 

211,084.30 

2019年补充代教老师及网络课程项目（首款） 503,692.30 

2018年补充代课老师（尾款） 35,762.64 

 志愿者支教  
江西上饶支教行 42,870.82 

内蒙古支教行 92,043.04 

乡村教师培训 

广州站 100,000.00 

苏州站 141,171.00 

兰州站 177,020.00 

南宁站 100,000.00 

南昌站 96,880.00 

成都站 99,180.60 

珠海站 91,548.00 

长沙站  99,948.00 

上海站（校长培训班） 335,099.13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5,178,847.69 

东亚银行
大学生助
学金计划 

2019-2020学年助学金 
中山大学 75,000.00 

中央财经大学 25,000.00 

复旦大学 105,000.00 

“东亚银行大学生助学金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2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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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3/3）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民间公益
组织资助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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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款）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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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款） 

100,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项目（2018年首款） 

6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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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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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首款） 

52,000.00 

“支起一片天”项目合作费用（2019年首款） 573,6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049,600.00 

其他 
萤火虫乐园落成典礼差旅、交通及衣物清洗费 4,913.00 

为大凉山支教学校捐赠图书 17,801.80 

其他项目支出小计： 22,714.80 

总计 6,456,162.49 

 

电子邮件：beacharity@hkbea.com    

网站： http://charity.hkbea.com.cn 

5 爱心捐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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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