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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讯旨在披露信息、透明化运作、接受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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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多方联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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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劳动节将至，基金会秘书处祝大家节日快乐！

——题记

1、2016 年第一季度我会总收入 409.18 万元，捐赠收入 203.8

万元；理财收益为 205.38 万元，其中购买信托产品收益为 201.81 万

元，银行利息收入 3.57 万元。

我会自 1997 年至今接收的捐赠金额 12,022.43 万元。

2016 年 1-3 月公益项目支出

公益项目 支出（元）

科技项目 12874.57

教育项目 7482.80

针织项目 5951.82

技能人才 0.00

合 计 26309.19

公益支出通报

捐款物通报



1、3 月 25 日，秘书处项目部主任陈思奇一行五人赴大连工业大

学，专访 2015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教学成果

奖获得者于佐君老师团队和“纺织之光”教育奖优秀教师潘力和魏

春燕，并与获奖学生开展了现场座谈和问卷调查。

2、 4 月 27 日，秘书处秘书长张翠竹一行六人赴江南大学，专

访 2015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得

者谢春萍老师团队，2014 年和 2015 年“纺织之光”教育奖的优秀教

师王鸿博和梁惠娥，向学生开展“纺织之光”学生奖问卷调查。

3、 4 月 28 日，秘书处秘书长张翠竹一行六人赴东华大学，专

访 2015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得

者赵晓康老师团队和郭建生老师团队，“纺织之光”教育奖的教师杨

以雄（杨老师希望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接收学生实习，使培养的学生应

与企业和市场结合），特别学生奖李春雨。与 2015 年获奖学生举行

现场座谈，拟为 2015 年度获奖学生开设微信群，便于优秀学生间的

交流，并开展问卷调查。

4、4月 29 日，秘书处秘书长张翠竹一行六人赴上海嘉麟杰纺织

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访获得 2015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针织内衣创新奖项目。

宣传推广活动



预通知（欢迎理事单位、主席单位届时参加公益推广活动）：

1、5 月 13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举办“纺织之光”纺织行业化学

品管控重点科技成果现场推广活动。

2、6月 17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纺织之光”安全防护用纺

织品技术及应用重点成果推广活动。

1、2月 25 日，民政部委派七名评估专家到我会依照新基金会评

估指标对基础条件、内部治理、财务管理和工作绩效进行社会组织

现场评估，专家对我会进行综合考察，为基金会提出了切实发展的

建议。目前,秘书处根据现场专家的建议进行整改,旨在规范管理、

夯实基础、提升自身建设能力。让我们更加规范管理。2011 年我会

首次评估获得 3A 等级。此次评估得到各项目组的大力支持,在此对

项目组表示衷心的感谢!

2、3 月 2 日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对我会 2015 年度的财务状况

及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进行了财务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详见附件 1《审计报告》）。

3、基金会年度检查将会直接影响到基金会能否获得或延续其税

收优惠资格等。 3 月 31 日前，秘书处工作人员在网络填报了《基金

会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国资委和民政部 2015 年度检查。

内部治理通报



4、3 月 22 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七次理事扩大

会在北京举行，理事和主席代表 4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基金会

副理事长叶志民主持。基金会理事长高勇表示在当前国内经济下行、

利率下行的新常态下，感谢为基金会积极捐赠的企业。基金会这些年

支持奖励的科技奖项目，很多都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攻

关项目，经过多年的积累，成果开始显现，项目水平很高，有些达到

国际先进，甚至国际领先水平。（《会议纪要》见附件 2、会议新闻

稿见附件 3）。

此次会议强调，保持和扩大基金会基金规模是基金会长期支持和

促进纺织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加大筹款力度，创新筹

款渠道。着眼长远，要积极研究开拓创新筹资途径，紧密依靠中纺联

各专业协会，共同发起设立专项基金。

5、3月 26 日，秘书处陈思奇和杨汶在大连参加了“力量之源”

培训。通过学习，洞悉自身的深层需求和盲点，突破自我，时刻将自

己调整到最佳状态，开发自我潜能、提高团队效能。通过学习让大家

知道只有帮助别人得到他想要的，你才能得到一切你想要的！

6、4月 8日，秘书处陈思奇和陈秀英参加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

会在中央财经大学组织的双月沙龙（第十七期）----“慈善法背景下

的基金会互联网公益筹款”主题活动，为基金会的筹款提供更多的思

路。

7、4 月 22 日,秘书处陈思奇、杨汶和赵芝娥参加了中纺联举办

的“我爱长征”健步走活动，积极健身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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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英/张翠竹

电 话 ：010-85229936 13911121106/85229326 13910010152

传 真 ：010-85229540

E-mail: fzjjh@cntac.org.cn



附件 1：审计报告





附件 2：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第二届第七次理事扩大会会议纪要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于 2016 年 3月 22

日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四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理事 25 名，实

际出席理事 20 名，监事 1名；5 名主席列席，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会长王天凯，原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林乃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副理

事长叶志民主持，由陈思奇记录。

一、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5 年工

作报告和 2015 年决算报告。

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6 年工

作计划、2016 年预算报告、2016 年“纺织之光”科技项目、教育项

目、“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和全国纺织行业技能人才的工

作计划。

三、理事杨世滨于 2015 年 12 月因工作原因，辞去在本基金会任

职的理事职务。经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投票

选举一致同意，增补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瞿静为基金会理事。



附件 3：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会议新闻稿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在北京举行

3 月 22 日，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七次理事会在北

京举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

长高勇，中国棉花协会原副会长林乃基，中纺联副会长、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夏令敏，中纺联副秘书长、纺织之光科技教育

基金会副理事长叶志民，中纺联副秘书长、科技发展部主任、纺织之

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彭燕丽，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会长、纺

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倪阳生，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

书长张翠竹，中纺联纪委副书记、人事部副主任、纺织之光科技教育

基金会监事孙晓音等领导，以及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主席

团主席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叶志民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基金会 2015 年工作报告、决算报告、2016 年

工作计划、预算报告以及各公益项目工作计划，并听取了纺织之光科

技项目工作计划、教育项目工作计划、“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

金”工作计划、技能人才工作计划的汇报。

2015 年整体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纺织企业在艰难中生存，在行

业里募集捐款难度进一步加大，但仍然有五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

企事业单位向基金会捐款。基金会全年收到捐款金额 510 万元。其



中，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200 万元、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 160 万

元、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50 万元、山东即发集团 100 万元。

截至 2015 年底，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已表彰、奖励纺织科技

奖 1071 项、优秀教学成果奖 780 项、优秀教师和学生共计 3332 人、

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 67 项、应用基础研究 35 项、科技成果推广 53

项、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 123 人、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11 人

及16 家获奖单位。自1997年至今用于公益活动支出约5200 多万元，

对促进纺织科技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强调，保持和扩大基金会基金规模是基金会长期支持和促进

纺织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利率下行

的新常态下，继续保持和持续加大科技教育公益活动支持，必须加大

筹款力度，创新筹款渠道。着眼长远，要积极研究开拓创新筹资途径，

紧密依靠中纺联各专业协会，共同发起设立专项基金。

2016 年度，基金会安排公益项目支出 971.5 万元，比上年增加

80.4 万元，增幅 9 %。增加预算较多的是纺织科技奖项目、郑敏泰

基金项目等。

2016 年科技奖评审工作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建设中纺联科学

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主要包含申报系统、管理系统、评审系

统和专家系统 4个子系统。平台建成后，可实现报奖项目申报、形式

审查、初评工作线上完成，以及通知发放、项目公示、专家库在线管

理等功能，将进一步提高评审工作效率。

在教育方面，基金会将支持纺织服装行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编



写工作。近年来，纺织类专业招生相对困难，业外人士不了解纺织服

装行业状况，纺织服装行业本身也缺少一本介绍本行业发展及行业毕

业生就业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将充分体现纺织服装行业过去的地位、

现在的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客观反映纺织服装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

况。该报告旨在让社会、考生家长和考生对纺织服装行业有全面和准

确的了解，吸引更多学生报考，为纺织类高校招生、纺织服装企业招

聘起到积极作用。

高勇在发言中指出，尽管 2015 年纺织业运行增速放缓，但在整

个中国工业领域表现良好，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认可，认为纺织业支

撑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是支柱产业。高勇认为，这体现了以市场

经济为主行业的优势，说明纺织业在供给侧改革、三品战略行动中走

在了前列。

谈到基金会工作，高勇表示，基金会积极支持行业科技进步，去

年评出的科技奖中，很多都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的攻关项

目，经过多年的积累，成果开始显现，项目水平很高，有些达到国际

先进，甚至国际领先水平。

高勇强调，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复杂，纺织出口出现负增长，但行

业科技进步脚步没有停止，人才培养也加速进行，获奖项目推广也越

来越多，基础研究项目顺利开展。基金会尽管规模不大，但在行业中

作用明显。

会议还对基金会理事进行了调整，增补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

瞿静为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