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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尊敬的理事、主席、捐赠人、监事及关心基金会发展的同仁们：
2017 年是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之年，是《慈善法》正式实施后的第一年，是基金会建会 20
年，也是民政部初次认定我会为慈善组织的第一年，更是基金会第一次喜获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7 年度“先进单位”之年。基金会能够长期持续地支
持纺织行业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与这 20 年来，关心基金会发展的领导、同
仁们以及具有高度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的捐赠人密不可分的。
值此戊戌狗年来临之际，基金会秘书处全体员工向您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17 年有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捐赠人的善举和厚爱，逆流变为顺畅，困难变
为成长，苦涩变为甘甜。
2018 年，我们将以十九大报告为精神指引，在您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
持和监督下，为了纺织强国梦，秘书处将与您秉持“以助纺织之心，聚公益
之力”的共同愿望，让基金会再次起航！祝我们共同的“纺织之光”基金会
快速发展、壮大，为行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恭祝大家在 2018 年事业发达！平安喜乐！ 狗年旺旺旺！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二 O 一八年二月四日

本简讯以透明化运作、披露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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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会总收入 1829.24 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1047.87 万元，
理财收益 777.20 万元，银行利息收入 4.17 万元 。
1、自 2017 年 9 月 26 日至 2017 年底共有 14 家企业

捐赠情况

和 1 名个人向我会捐款 109.03 万元人民币，专用于纺织
行业重点科学技术推广活动（详见下表）。

捐款日期

捐款人

金额（万元）

2017/9/26

铜陵松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

2017/9/27

临邑澳泰纺织有限公司

8

2017/10/11

帛方纺织有限公司

2

2017/10/20

北京弘毅时尚检验有限公司

6

2017/10/26

山东省金信纺织风机空调设备有限公

3

2017/10/27

永旭晟机电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3

2017/10/31

江苏悦达棉纺有限公司

3

2017/11/2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

2017/11/7

河南平棉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2017/11/7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56

2017/11/22

杭州开源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5

2017/12/4

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

10

2017/12/7

立信染整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

2017/12/19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3

2017/12/28

邓一三

0.03

1997 年至 2017 年底，我会接收捐赠金额 13176.45 万元。
2017 年 11 月 2 日-2018 年 1 月 26 日，经投资

理财情况

委员会投票表决，先后购买了 4 支投资产品，投
资合计 1200 万元，总计投资 11,800 万元。
金额

存期

（万元）

（月）

盈泰-恒山十七号

300

11

8.9

西创-黄山四十九号

300

12

8.7

五矿-长利稳增 25 号

300

12

7.4

中融-珺敦 1 号

300

22

7.8

项目名称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17 年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

支出 919.51 万元。

2017 年度公益项目

支出（元）

科技项目

4791453.00

教育项目

2552924.67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506473.88

技能人才项目

424597.23

钱之光希望小学

136867.00

“纺织之光”全纺职工书画展

207663.54

贫困地区捐赠衣物等

569138.00

爱心植树志愿者活动

5998.65

总

计

9195115.97

1、2017 年 11 月 20 日，2017 年“佰源杯”

公益活动

纬编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广东省佛山市举
行；2017 年 12 月 3 日，长丝织造企业织布工（喷

水织机）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江苏省盛泽镇举行，我会为二个奖项的第一
名到第六名选手共发放奖金 8 万元。

2、2017 年 11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征集《“纺织之光”2018 年度纺
织行业新技术（成果）推广项目》的通知。愿意预申报单位请关注“纺织
之光”科技推广云平台（www.fzzgtg.org.cn）。
3、2017 年 12 月 13 日，我会支持由中国麻纺织行业协会在湖北省咸宁
市举办“纺织之光”麻纤维梳理与脱胶技术及产品开发重点技术推广活
动，近 200 人参加该推广活动；2017 年 12 月 19 日，支持中国印染行业协
会在浙江省柯桥举办“纺织之光”纺织品数码喷墨印花重点技术推广活
动，400 余人参加该推广活动。

4、2017 年 12 月 18 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十次理事会
在北京召开，理事们一致同意对 2017 年度科教奖项的奖励决定。会上，对

20 年来为基金会做出特别贡献的优秀个人杜钰洲、许坤元、王天凯、林乃
基、陈树津、杨东辉、李少苓、王招玲进行表彰；同时表彰 20 年来捐赠超
过 200 万元的 37 家捐赠人和的 4 家优秀宣传单位。
（详见附页
《会议纪要》
）。

中纺联领导为 20 年来做出特别贡献的优秀单位/个人颁奖

5、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纺织之光”2017 年
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教育奖励大会，近 600 人参加了颁奖活动。

6、 12 月 22 日，我会支持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在河南省新野县举办
“纺织之光”节能减排重点技术推广活动，近百人参加该项推广活动；12
月 29 日，支持中国印染行业协会在山东淄博举办“纺织之光”活性染料无
盐染色技术重点技术推广活动，近百人参加该项推广活动。

预通知：
2018 年 3 月中下旬，拟举行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次换届工作，
并召开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

宣传推广活动
宣传推广活动

2018 年 1 月 10 日，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后
排左一）同基
金会理事、中

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瞿静（后排左二）
一行赴深圳拜访捐赠人 89 岁高龄郑敏泰
先生（图中），基金会理事、安莉芳集
团总经理郑碧浩（后排右二）和安莉芳集团执行董事、战略副总经理鹿群
（后排右一）。
1、2018 年 1 月 16 日，为健康规范、有序地

内部治理

开展 2018
年度“纺织

之光”各公益项目，秘书处召开了与各
公益项目承担单位的沟通会，基金会常
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彭燕丽、
倪阳生，监事孙晓音，共 16 家单位、
近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秘书长张翠竹简单总结 2017 年公益活动情况，
副秘书长陈思奇列举了去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叶志民总结：
2018 年坚决不动摇地坚持基金会宗旨，按审计要求，保证项目公益性，基

金会将不断地修改各项制度，建立完善的工作流程，以提高秘书处的工作
水平和服务质量。
2、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7 年度年终总结会在京
召开，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喜获“中纺联 2017 年度先进单位”，图中
左一为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接受颁奖。

知识连载

第二十一条

《慈善法》连载

本法所称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

活动。
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
第二十六条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
得款物。
第二十八条

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开展定向募捐。

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应当在发起人、理事会成员和会员等特定对
象的范围内进行，并向募捐对象说明募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项。

《中国基金会理事指南》连载
 基金会的基本功能：
基金会具有受托人和决策层的双重角色，既代表公共利益守护基金会的
使命、全面监管组织运行，又作为决策者为基金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开发
资源。
 理事会在筹资中的角色：为基金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是理事会
的常见职责。
理事是基金会的重要捐赠人；理事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和专业优势，
是举足轻重的劝募者或劝募活动的领导者；是投资顾问或决策者。
 理事的权责：慎重行使表决权、充分行使质疑权、恰当行使建议权、贡
献或拓展资源、保护公共资产、参与并支持团队建设、遵守内部制度和维
护组织公共形象。
 理事的义务：作为公益受托人应承担信义义务。具体为：照管义务、忠
实义务和服从义务。
照管义务：充分关注基金会、监督项目的有效性和财务状况、谨慎行事。
忠实义务：不得将个人利益置于基金会利益之上，更不得利用其理事职
位为自己、亲属或其他有利益相关的个人、组织谋取不正当利益。
服从义务：遵纪守法、按照基金会章程行事，个人不得超越权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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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张翠竹

010-85229936

13911121106

010-85229326

139100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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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010-85229540

E-mail:

fzzgjjh@126.com，cuizhu1008@126.com

附件：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第二届第十次理事扩大会会议纪要
（2017 年 12 月 18 日）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十次理事扩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7 号五矿广场 C 座 5 层会议室召开。应出
席理事 25 名，监事 1 名，实际出席理事 22 名，监事 1 名。中纺联原会长
杜钰洲、王天凯，中国棉花协会原会长林乃基，中纺联原副会长、纺织之
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原理事长陈树津、中纺联原副会长杨东辉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主持，陈思奇会议记录。
会议通过以下内容：
一、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纺织之光”2017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报告。同意科技奖发放奖金 96 万元，其中：一等
奖 12 项，奖金 5 万元/项；二等奖 36 项，奖金 1 万元/项；三等奖 40 项，
颁发证书。
二、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纺织之光”2017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教师奖、学生奖和纺织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报告。同意发放奖金
172 万元，其中优秀教师 21 名，奖金 1 万元/名；教师特别奖 1 名，奖金 2

万元；优秀学生 147 名，奖金 0.8 万元/名；学生特别奖 2 名,奖金 1.2 万元/
名；“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别奖 2 项，
奖金 1.5 万元／项；一等奖 26 项，奖金 1 万元/项；二等奖 72 项、三等奖
133 项，颁发证书。
三、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2017 年度开
展的“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评审工作报告。
同意发放奖金 39 万元，共评出 13 项，奖金 3 万元/项。
四、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 2017 年度“纺织之光”全国纺织行业技
术能手等评选工作及评选结果。同意发放奖金 16.2 万元。其中“全国纺
织行业技术能手”22 名，奖金 0.6 万元/人，“全国纺织行业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奖（个人）” 5 名，奖金 0.6 万元/人；“全国纺织行业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单位 7 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会议审议并一
致通过了 2017 年度“纺织之光”全国纺织行业“纬编工”、“服装制版
师”和长丝织造企业织布工（喷水织机）职业（工种）职业技能竞赛的
工作报告。同意发放为竞赛选手发放奖金 12 万元，其中第一名 3 人，奖
金 1 万元/人，第二名至第六名 15 人，奖金 0.6 万元/人，颁发荣誉证书
和奖杯。
五、经审议，一致通过青岛大学增加成为“纺织之光”教育奖受奖
单位。
六、经审议，一致通过《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会议费管理办法》、
《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劳务费（补贴）管理办法》。
七、 会议通报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7 年住所变更至北京市
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18 号、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会员、中国社会组织促进
会的理事单位，2018 年 4 月将承办“基金会第 25 期双月沙龙”。
八、 领导为 2017 年捐赠人、20 年做出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颁发牌匾、纪念奖杯。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