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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是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起，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正式注册的

非公募基金会。我会是致力于全国纺织行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专注

于公益活动的基金会，也是我国制造业中最早成立的行业性基金会。

2008 年基金会注册资金只有 2000 万元，在这 7 年多时间里，得

到 50 多家企业和个人大力支持和捐资，到 2014 年底，基金会的净资

产已达 1.1 亿元。目前，基金会主要从事“纺织之光”科技、教育、

针织创新和技能人才项目等公益活动。

为了建立与各位理事、主席的长期、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让每

一位关心基金会发展的捐赠人随时掌握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和运营状

况，除了定期召开理事会、发布年度报告外，今年我会开始编制“纺

织之光工作动态”。通过该“动态”不定期地通报基金会日常活动，

全方位地披露基金会信息，做到透明化运作，形成多方联动、有效的

管理监管机制，共同打造一支让捐赠人信赖、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

基金会！确保捐赠的每一分钱都有效地用在建设纺织强国的伟大事业

里！

理事长：

2015 年 5 月



1、2015 年 1月 8日，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捐赠 100

套聚酰亚胺纤维围巾、帽子（聚酰亚胺纤维为有机高性能纤维材料，

是航空使用材料，常用于功能性服装）。

2、2015 年 3月，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捐款 40 万元。截至 3

月底，基金会合计接收捐款金额 11348.63 万元；至今，签约的捐赠

额为 1.21 亿元。

一季度公益活动支出：15,164.27 元。

1、1 月 27 日，“纺织之光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粘胶纤维

行业节能减排技术”现场推广活动在天津工业大学举行，近百人参加

了会议。活动向业界展示了粘胶纤维行业节能减排新技术，这是科技

成果推广活动首次走进化纤行业。

2、2 月 28 日，在北京对东华大学承担的两个“纺织之光”应用基

础研究项目“低成本碳纤维制备的关键科学问题” 和“熔体纺丝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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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纤维素纤维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结题评审。基金会顾问陈树

津等领导及专家出席。

3、3月 3日，对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端小平进行了专访，

该协会承担的《中国纤维流行趋势战略研究》获得 2014 年度“纺织

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4、 3月 17 日，浙江理工大学承担的 “纺织之光”的两个应用

基础研究项目“基于贝叶斯网络的智能无循环提花织造方法研究”和

“环境催化纤维降解染料的基础研究”在杭州通过了专家结题评审。

5、4 月 16 日，在上海对 2014 年度“纺织之光”特别教师奖获

得者张佩华老师进行了采访。张老师曾获“纺织之光”科技、教育的

全部奖项，采访中领略到她是一位为人谦和，教学不忘育人，深受企

业欢迎，让学生颇感幸福的好老师。

6、4 月 17 日上午，走访获得 2014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承担

的《基于DNA技术的羊绒羊毛精确定性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7、4 月 17 日下午，走访获得 2014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纺织信息中心承担的《纺

织品测色及供应链颜色集成应用技术开发》，并对项目主要完成人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主任胡松进行了专访。

预通知：

1、6月 24日，“纺织之光重点科技成果——纺织信息互联、智

能制造、数字化技术”现场推广活动将在山东淄博召开。



1、为配合新疆纺织行业办“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和中国棉纺协会的倡议下，1月 7日，基金会

向“纺织之光”志愿者发起爱心捐赠倡议，为新疆纺织行办驻村点—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托万库木库萨尔村的村民们捐赠衣物及御

寒用品的公益活动。两天内，秘书处迅速筹集到 195 件（套）防寒服、

大衣、保暖内衣等物品。捐赠爱心的“纺织之光”志愿者纷纷表示希

望今后以基金会为平台，多参与行业奉献爱心的公益活动。

2、1 月底，协助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团委，向“纺织之光”志

愿者发起了为中国纺织出版社的员工张永俊年仅 3 岁的急性白血病

女儿献血、捐款活动。

3、为纪念“钱之光同志诞辰 115 周年”，重温钱老的革命精神遗

志，4月开展了网络祭奠钱老活动，以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和发扬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

1、2015 年 3 月 31 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五次

理事会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四楼大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4年工作报告和决算报告；2015年工作计划、

志愿者活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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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预算报告、2015 年“纺织之光”公益项目计划、2015 年理财

工作计划，调增一名理事；会议期间，向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北京爱

慕集团、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企业代表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实训基地”牌匾。

2、3月中旬，我会向理事、主席和监事 40人进行广泛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包括且不限于公益项目、理财、秘书处工作满意度等内

容。根据 21份反馈表，整理出《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征求意见

函统计》，明确了秘书处将加强和改进的工作方向。

目前秘书处根据回复信息并结合评估工作，正在改进工作，我们

对百忙中反馈的理事、主席、捐赠人和监事表示深深地感谢！

3、 2～3 月，根据民政部《基金会评估指标》进行自评估，发

现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秘书处将

全面整改，以迎接第二次的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评估。

1、1月 23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项目部主任陈思奇参加了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组织的“北京市残障儿童艺术治

疗与康复培训项目”活动 ，旨在探索我会与其他基金会的合作和交

流。

2、3 月开通了 “纺织之光理事主席” QQ 群：188459607，请

宣传推广活动通报



各单位相关联系人加入该群号，以便随时联系。

3、4月 15～16 日，秘书处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全国针织

科技大会和第 15 届中国国际染料展，与参会者、参展商进行了交流，

开展宣传工作。

4、4月 18 日，参加了在石狮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两岸纺织服

装博览会•新技术创新空间”，在创新空间展区内搭设了占地近 80 平

米的公益项目展示区，主席单位泉州海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浙

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加了交流展示活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副会长孙瑞哲等领导参观了基金会公益展区，并对近年来基金会支持

的“纺织之光”科技创新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5、秘书处重新设计 2015 年度“纺织之光”宣传单页，并投放于

海博会、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大会、染料展等大型会议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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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英/张翠竹

电 话 ：010-85229936/85229326

手 机 ：13911121106/13910010152

传 真 ：010-85229540

E-mail: fzjjh@cntac.org.cn



附表：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征求意见函统计

意见内容 (可多选）
建议
人数

占比
（%）

其他建议

您认为理事会会议如何改进?让参会理事/主席更具参与感，增强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审议的会议资料提前 1-3 个工作日送达，便于理事/主席审议 19 90.5 建议：在理事/主席单位/公司召开会议，
增加成员之间的了解，增加对企业的了
解，促进成员之间的合作。■增加讨论主题 3 14.3

2、 建议理事会召开地点

■北京 14 66.7

■理事/主席单位 5 23.8

■产业集群地 5 23.8

■商务酒店/会议中心 0 0

3、建议理事会召开时间

■半天 19 90.5

建议：如增加讨论主题可延长会议时间。
■1天 2 9.5

4、请您为基金会筹集捐赠提出宝贵建议

■基金会参与行业会议、展会等 16 76.2 建议：

广泛宣传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和表彰的个
人，让行业认可基金会不可替代的作用。

■请理事/主席在行业内宣传基金会，帮助筹集捐赠 9 42.9

5、您对基金会资金理财方式有何建议（可多选）

■银行定期存款 8 38.1 建议：

1.基金会资金的理财非常重要，建议建立
相应的评估、决策机制，平衡好风险与收
益 ， 资 金 理 财 有 效 ， 监 督 有 效 。
2.购买稳健的理财产品。

■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 10 47.6

■购买信托产品 11 52.4



6、您认为何种形式能较为有效接收到基金会信息（可多选）

■专人联系 9 42.9

■电子邮件 17 81.0

■基金会年度报告寄送 8 38.1

■微信推送 9 42.9

■报刊杂志资讯 0 0

■基金会网站 6 28.6

7、您今年希望秘书处为理事/主席服务内容（可多选）

■为理事/主席单位提供电子版《基金会简讯》 14 66.7

■每年及时收到《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年度报告 19 90.5

■参与或监督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10 47.6

■在行业主流媒体经常看到“纺织之光”相关报道和公益 8 38.1

■定期对理事/主席进行专访 3 14.3

■为理事/主席提供相应的培训 7 33.3

■收到每年“纺织之光”奖学金获奖学生的信息 7 33.3

■以“纺织之光科技推广云平台”了解行业科技动 10 47.6

8、您对基金会目前立项的公益项目效果评价及建议

■公益性很强 3 14.3

建议：
能否把基金更多的用于支持行业内的创
新团队和人才培养，促进发展。

■公益性较强 11 52.4

■公益性一般 4 19.0

■公益性不足 0 0



9、您对基金会社会影响评价及建议

■影响力很大 2 9.5

建议:
利用行业实体扩大宣传，加强与专业协会
及部门联系沟通，利用办公用品（笔记本、
信笺、及发文稿纸）等方式印制宣传内容。

■影响力较大 12 57.1

■影响力一般 4 19.0

■影响力不足 1 4.8

10、您对基金会秘书处工作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9 42.9

■较满意 12 57.1

■满意 1 4.8

■不满意 0 0

11、其他建议
建议：加强对基金会支持的项目管理和监
督，确实保证每一分钱都用在有效之处，
让捐赠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