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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讯以披露信息、透明化运作、接受监督为主旨，提请各位理

事、主席、捐赠人和监事了解、监督和促进基金会工作，形成多方联动、

有效的监管机制，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有效之处，让捐赠人放心。 

                                               ——题记 

 

 

 

1、 3 月 16 日，天虹纺织集团、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孚

进出口有限公司各捐款 300 万元人民币。 

 

 

 

 

2、 上海子目相服饰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6年 9月签署连续五年以月捐

方式支持“钱之光希望小学”发展，至今累计捐款 1.6 万元。 

3、 4 月 11 日，我会在中纺联内部开展“纺织之光”公益植树募捐活

动，得到业内领导同仁及志愿者的热烈响应。一天内，89 人参与了捐款，

植树捐赠额达 1.14 万元。 

 

 

 

2017 年 1-5 月我会总收入 1180.58 万元，捐赠收入 902.14 万元，

理财收益 276.69 万元，银行利息收入 1.75 万元 。 

1997 年至今，我会接收捐赠金额 13031.17 万元。  

收入情况 



3、2017 年 3 月-6.19，经投资委员委员会研究表决，购买了以下 9

只投资产品，投资合计 3400 万元。 

  

 

2017 年度 1-5 月，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公

益项目支出 32.67 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存期        

（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恒宇天泽--昆仑三号 300 9 7.3 

恒宇天-长江二十七号 100 36+24 7%+超额收益 40% 

恒宇天-凤凰山四号 300 18 9.7 

恒宇天-泰山二十号 600 9 7.8 

恒宇天-泰山五号 300 12 8.7 

恒宇天泽--亚马逊 12 号 200 36+24 7%+超额收益 35%*80% 

恒宇天泽--黄山三十三号 1000 12 9 

 
五矿信托—永在 1 号 300 24 6.5 

 
富立天瑞-中宏并购一号 300 6 7.2 

公益项目 支出（元） 

科技项目 24495.00 

教育项目 6749.32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18124.34 

钱之光希望小学 99855.00 

爱心植树志愿者活动 7448.65 

“纺织之光”全纺职工书画大赛 170000.00 

总     计 326672.31 

公益支出 



1、2016 年底，佛山标美服饰有限公司捐赠

我会 7903 件服装。5 月 15 日~17 日，我会常务

副理事长叶志民，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

基金会理事瞿静、 佛山标美服饰有限公司总助杨鹏翔、我会副秘书长陈

思奇亲自前往甘肃靖远县三所贫困中学发放衣服。活动期间，瞿会长为

女生们讲了一堂树立自立自强的正确人生观课，我会为孩子们准备了纺

织服装的基础知识视频和纺织行业的就业前景介绍。  

 

 

 

2、，钱之光希望小学建校 10 周年暨校服捐赠活动于 5 月 27 日隆重

举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我会理事长高勇，中国

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会长、我会副理事长倪阳生，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我会理事陈队范，我会秘书长张翠竹、“纺织之光”志愿者

总负责人吴末寒等出席了庆典活动。高勇代表基金会向希望小学捐赠 9

万元，用于更换电脑和广播系统，并向学生们捐赠了春夏新校服。  

 

公益活动 



3、为纪念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二十年走过的光辉历程，继承发

扬以钱之光同志为代表的一代代纺织人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精神，充分

发掘广大纺织干部职工的艺术潜力和聪明才智，释放创造潜能，激发正

能量，6 月启动首届“纺织之光•全国纺织行业书画展”。本次活动由中

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

主题是“美好家园·大爱奉献”、“丹青描绘强国梦”。 

预通知：  

 2017 年 7 月 5 日~7 日，由中国服装协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主办，在浙江省宁波市将召开主题为“融合创新 智造未来”第四届中国

服装科技发展会议，欢迎各单位积极参与。 

 

1、2 月 23 日，秘书处邀请京东公益基金会项

目经理罗璇，开展志愿者管理培训。   

2、4 月 15 日，以“绿色 交融 凝聚”、“以行动提升形象”为主

题的 2017“纺织之光”公益植树活动在北京朝阳区何各庄进行。常务副

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及带队志愿者近 30 人参与此次植树活动。

植树募捐活动期间，又有 15 人现场报名参加“纺织之光”志愿者组织。 

3、6 月 13 日，秘书处启动 2017 年度“纺织之光”读书会活动，共

有 15 人参与读经典、传承文化、开启智慧，诵读国学经典《论语》。  

 

 内部治理 
 

志愿者活动 
 



  

1、3 月 31 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九次理事扩大会

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纺联副会长、基金会副理事长夏令敏主持，会议

纪要详见附件。 

2、3 月中旬秘书处向理事/主席单位发放征求意见表，至今共收到 9

家单位的书面意见表，7 家单位现场反馈意见。理事/主席一致肯定了基

金会目前规范运作，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基金会发展，并提出如何更大

范围地开展募捐工作、为捐赠单位提供更有效的服务、采用形式多样的

理事会、建议开展支持西部边远地区儿童教育与留守儿童关怀的公益活

动等建议。基金会秘书处将根据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改进我们的

工作。 

3、4 月 24 日~26 日，秘书长张翠竹参加了由民政部组织、中国 

传媒大学承办的“全国社会组织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暨全国领导干部媒介

素养培训班总第一百四十七期”。 

    4、为了规范慈善活动，促进我会工作，提高秘书处全体员工法律法

规意识，5 月中旬分三次学习了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该法是慈善事业的根本法 。 

  

1、为了加强与捐赠单位联系，广泛征求理事主

席意见，更好地开展基金会工作，3 月~6 月 7

日，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先后拜访了常州旭荣针织印染

有限公司、江苏圣华盾服饰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鲁

宣传推广活动 

 



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海天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 7 家捐赠单位，就基金

会运行情况现场进行了深入沟通和交流。  

2、3 月 23 日~24 日，秘书长张翠竹带队走访获得 2016 年度“纺织之

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项目。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完成的《高职服装专业继续教育“魔方式”的项目

化课程教学与管理》等三项；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完成的《“基于校企共

同体的工作室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等两项；赴浙江理工

大学专访 2016 年度“纺织之光”教育奖获奖教师傅雅琴、张红霞。  

3、4 月~6 月中旬，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回访 2016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项目，淄

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完成的《大褶裥大提花机织面料喷气整体织造关

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应用》、中纺标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完成的《ISO 

14389:2014 纺织品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 四氢呋喃法》、青岛大学完成

的《海藻纤维制备产业化成套技术及装备》、山东英利实业有限公司完

成的《万吨级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进一步了

解了获奖企业及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并在行业内宣传“纺织之光”科技

奖获奖项目的科技成果。 

 

自本期开始，本简讯将连续介绍《慈善法》小知识。 

 《慈善法》中称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公

《慈善法》连载 

 



益活动： 

  （一）扶贫、济困； 

  （二）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 

  （三）救助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四）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益活动。 

***** 

请各位理事、主席、捐赠人和监事了解并监督基金会运行情况。若

有意见和建议，请通过邮件、电话或传真及时反馈至基金会秘书处。 

联系人 ：外联部主任  陈秀英    010-85229936  13911121106 

秘书长      张翠竹    010-85229326  13910010152 

微信号 ：陈秀英（13911121106）、张翠竹（13910010152） 

    传  真 ：010-85229540     

E-mail:   fzjjh@cntac.org.cn，cuizhu1008@126.com 

 

 

附件：          第二届第九次理事扩大会会议纪要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九次理事扩大会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5 号富力双子座 B 座 12 楼 1201 室召

开。应出席理事 25 名，实际出席理事 20 名，监事 1 名；4 名主席列席。 

一、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6 年度工作报

mailto:fzjjh@cntac.org.cn


告和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二、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7 年度工作计

划、2017 年度财务预算安排。 

三、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2017 年度“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和科

技成果推广项目立项说明。 

四、 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投资委员会工作规则（草案）》、《固定

资产报废说明》、《财务档案管理办法（新增）》、《差旅费管理办法

（修订）》、《公益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志愿者管理办法（修

订）》。 

五、 一致通过叶志民任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六、 通报了慈善组织认定结果。 

七、 表彰了“纺织之光”爱益行联合公益活动。 

八、 向理事/主席征求了对秘书处工作的意见。 

九、 孙晓音女士发表监事意见。 

会议主持：夏令敏              会议记录：陈思奇 

                                       2017 年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