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一、二季度刊 / 总第21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  向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爱心防疫物资 

       3月和5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共向77所偏远乡村学校捐赠了包含消毒液、洗手液及测温

枪在内的爱心防疫物资，助力学校解决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此外，东亚中国于1月向武汉

市红十字会捐款300万元人民币，全力支持武汉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疫情当前，众志成

城，我们全力支持抗疫防疫活动。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所
有人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公益基金面对挑战，
沉稳应对，深入了解贫困地区学校需求，制定应
对之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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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项目依旧稳步开展。其中，“支起一片天”长
期支教项目推出第四季，收获诸多报名，致力于
为贫困地区教育输送优质师资力量。    

       2020年已经过半，各行各业正在复苏，呈
现新面貌。行公益之路，我们也在变化中持续创
新，与大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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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一份2020专鼠温暖”新春关爱活动温馨开展 

        1月，总行发起了“送你一份2020专鼠温暖”新春关爱活动，为“萤火虫乐园”学校的

学生、福利院的孩子，孤寡、失独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送上一份专“鼠”温暖，与他们共度

一个幸福温馨的新春。东亚中国总行和深圳、广州、西安、厦门、重庆、杭州、武汉、南京、

乌鲁木齐、昆明、南宁、珠海、合肥、青岛、北京共计15家分行积极响应。近120位义工贡

献逾850小时志愿者时间，为超过3,700名的老人及儿童送上新春慰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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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月3日上午，东亚中国总行的义工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办鲁冰花小学，与小朋友们共

同开展了唐诗主题的新春活动。民办鲁冰花小学是一所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

也是我行公益基金“民间公益组织（简称NGO）资助计划”资助项目——上海乐群社工服

务机构“来沪儿童财商教育服务项目”的其中一所对口学校。义工们为小朋友们分享了精心

准备的唐诗小故事，和小朋友们进行了问答互动，此外义工们还给小朋友们带去了新春礼物，

其中有书籍《给孩子的唐诗课》，以及其他文具用品，希望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平安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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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下午，杭州分行志愿者来到“萤

火虫乐园”学校余杭育蕾学校举办了新春关

爱活动。志愿者们与在座学生进行了生肖成

语接龙的互动游戏，并给小朋友们普及了钱

币的起源、用途等知识。最后，每个小朋友

都DIY了新年挂历，许下了新年的美好愿望。

本次活动还向学校捐赠了近四百本课外读物，

比如国内外经典少儿读物，成长益智类、科

学探索类等图书。 

♥  东亚中国发布《2019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月20日，东亚中国正式发布了《2019东亚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东亚中国发布的

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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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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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年累计近1,800人次参加义工

活动，贡献志愿者时间逾6,600小时。     

♥   “浓情粽意•艾在手心”端午节关爱活动温暖开展 

      6月，东亚中国在全国15个城市开展了“浓情粽意•艾在手心”端午节关爱活动，超过110

位义工贡献了逾600小时志愿者时间，共计为超过2,000名需要关怀的老人及儿童送上节日礼

品、防疫物资等。其中，西安分行与南昌分行拜访了“萤火虫乐园”学校，总行则将防疫物

资进行分装后分别送至了长期支持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为失独老人以及自闭症儿童送上节

日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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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东亚中国总行举办“浓情粽意•艾在手心”端午节关爱活动，组织员工志愿者

们进行端午防疫礼包的分装，分装结束后，志愿者们将礼包进行装车，运往公益基金长期支

持的民间公益组织机构“上海市阳光善行公益事务中心” 和“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

心”，为需要关怀的失独老人和自闭症儿童送上节日的慰问。 同时，志愿者们也携带礼包，

上门走访了失独老人，向他们了解近来的生活情况，并送上诚挚的祝愿。 

         6月19日，西安分行志愿者小分队奔赴

“萤火虫乐园”学校铜川市宜君县棋盘镇中

心小学，给孩子们送去了五芳斋蛋黄鲜肉粽

子500个，各类图书、教辅材料140册，体育

运动器材若干。随后校长带领志愿者们了解

了 “萤火虫乐园”的运作情况，学生的学习

生活情况。校长表示，东亚银行公益基金捐

赠的电脑，解决了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很大

难题，全体教师一定会将这份关爱转化为奋

发向上的动力，让孩子们努力学习，茁壮成

长，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给予的关爱。 


 

        6月19日上午, 南昌分行志愿者前往上

饶市横峰县港边乡港边中心小学“萤火虫

乐园”，开展端午节关爱活动。经过长途

乘车，细心洗手消毒后，志愿者们由校长

带领，又一次回到了“萤火虫乐园”。 疫

情期间，为安全起见，我们举办了一场 

“特殊”的捐赠仪式，向学校学生捐赠防

疫口罩、消毒液、书籍文具等爱心物资。

虽然没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但每一份爱

心物资都代表着志愿者们深切的关爱。 

 

 



2020年第一、二季度刊 / 总第21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5 

♥  “支起一片天”第四期长期支教项目启航 

     “支起一片天”第四期长期支教项目于6月

正式上线，东亚中国继续与第一财经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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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支教志愿者培训活动将于8月通

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举行。除优秀表彰外，我们

也将为志愿者安排职业发展培训等支持活动。 

        

♥  “萤火虫乐园”维护及升级计划持续开展中 

       2020年，我们在部分乐园学校继续开展补充师资、课程和改善生活设施方面的资助，

从乐园软实力方面进一步实现我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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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在贵州凯里和天津

开展。其中，贵州省凯里市

舟溪小学、贵州省凯里市第

八小学的四位老师得到学校

和学生的一致认可，已完成

续聘；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

初级中学的两位新老师经面

试评估后将于9月正式入职。 

补充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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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师培训活动筹备中  

       为对“萤火虫乐园”学校进行持续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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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疫情影响，培训将采用线上直播形式，预计200

余人将参与乡村教师培训，30余人参与第七届乡村校长培训班。我们将在下期简报中与大家

分享活动精彩报道。  

补充网络课程 

       为大凉山地区的两所偏远学
校捐赠了四盏太阳能路灯，让
那里的孩子们不再摸黑走路，
降低安全隐患。 

        继续于贵州、天津、广西、
昆明的六个学校开展实施；针
对学校教学需求，制定课程方
案，提升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
趣及英语实操能力。 

 

改善学校生活环境 

♥  “萤火虫乐园” 建设工作筹备中 

       截至2019年底，东亚银行公益

基金已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捐建

了99所“萤火虫乐园”。 

        2020年，公益基金将为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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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于下半年落成启用。 


  



2020年第一、二季度刊 / 总第21期 
|东亚银行公益基金简报| 

7 

2020年1月—6月东亚银行公益基金项目支出 

项目 费用明细 
金额 

（人民币元） 

萤火虫计划 

“萤火虫乐园”建设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山七镇中心小学 98,000.00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山七镇中心小学 

“萤火虫乐园”电脑 
122,100.00 

“萤火虫包裹” “萤火虫包裹”制作（首款） 115,000.00 

“萤火虫乐园” 

维护及升级计划 

2019“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尾款） 53,350.00 

2020“萤火虫乐园”维护服务（首款） 348,533.00 

改善学校生活环境-防疫物资费用 166,803.50 

改善学校生活环境-太阳能路灯费用 16,520.00 

2020补充代教老师及网络课程项目（首款） 413,749.09 

“萤火虫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1,334,055.59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 

成都绿之叶公益发展促进中心-多彩世界（2018尾款） 7,04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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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款） 
20,000.00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项目

（2018尾款） 
15,990.84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来沪儿童理财教育服务项目

（2019-2020期首款） 
64,000.00 

成都绿之叶公益发展促进中心-多彩世界 

（2019-2020期首款）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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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期首款） 
80,000.00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蜻蜓社区公益事务中心-守护星项

目（2019-2020期首款）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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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期首款）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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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期首款） 
80,000.00 

“民间公益组织资助计划”项目支出小计： 467,040.16 

总计： 1,801,095.75 

3  关爱行动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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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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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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