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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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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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和理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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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至6月12日，我会总收入
394.16万元，其中：

捐赠收入 56 万元

理财收入 336.82万元

银行利息收入 1.34 万元



捐赠明细
自2018年1月1日至6月12日，共有9家企业共向我会捐款人民币56万元（详见下表）

捐款日期 捐赠人 金额（万元）

2018/03/28 常州市润力助剂有限公司 10

2018/04/02 光山白鲨针布有限公司 2

2018/04/17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2

2018/04/20 大连华阳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2018/05/15 如意屋家居有限公司 5
2018/05/22 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10

2018/06/04 正凯纺织有限公司 1

2018/06/11 吉林省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0
2018/06/12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1997年至今，我会接收捐赠金额13,232.90万元



捐赠明细
自2018年1月1日~6月12日，4家单位捐赠物资专用于“基金会双月沙龙”（第二十五期），

1家单位、2位个人捐赠物资专用于“纺织之光”爱益行——走入“绿梦儿童关爱中心”公益活动（详见下表）

捐款日期 捐赠人 金额（万元） 限定用途

2018/04/26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0盒面膜

“基金会双月沙龙”
（第二十五期）

2018/04/26 中国长丝织造协会 150本笔记本

2018/04/26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WGSN China 50本笔记本

2018/04/26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20本笔记本

2018/05/31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手工编件、口罩、玩具、

笔记本、U盘、防性侵资料、
零食等共计278件 “纺织之光”爱益行——

走入“绿梦儿童关爱中心”
公益活动2018/05/31 郑国锋 中国画颜料、画卷、

作品集各1件
2018/05/31 罗玉成 11本书籍



2018年投资表
2018年1月1日~5月31日，经投资委员会投票表决，先后购买了7支投资产品，

投资合计2,100万元，至今投资金额总计10,400 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期限（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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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融珲97号集合信托计划 300 22 8.1

五矿信托--
长利稳增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5 7.1

中融--承安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12 8.0

五矿信托--
重庆茶园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24 8.4+浮动收益



公益支出
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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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支出

2018年1月~4月，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公益项目支出 33.68万元

2018年度公益项目 支出（元）

科技项目 194,976.50

教育项目 1,239.00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816.66

项目监督推广 16,517.50

钱之光希望小学 123,254.00



公益支出
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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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各公益奖项申报工作启动

钱之光希望小学

“纺织之光”重点技术科技成果推广活动

“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结题

“基金会双月沙龙”（第二十五期）——“慈善信用助
力慈善事业发展”

公益活动



“纺织之光”各公益奖项申报工作启动

3月1日，开始申报“纺织之光”2018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3月20日，开始申报“纺织之光”2018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

4月8日，开始申报“纺织之光”2018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纺织之光”重点技术科技成果推广活动

“纺织之光”棉纺织产业节能减
排关键技术科技成果推广活动

“纺织之光”非织造机械新技术、
新产品科技成果推广活动

4月11日，由纺织之光
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中
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主办的
“纺织之光”棉纺织产业节能
减排关键技术科技成果推广
活动在常州举行。

5月3~4日，由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中国纺织机械协
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发
展部联合主办的“纺织之光”非织
造机械新技术、新产品科技成果
推广活动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全国非织造机械
行业及非织造布企业
代表近100余人出席
会议。叶志民在推广
活动上致辞。

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
副秘书长陈思奇以及全国
纺织企业代表150余人参
加了会议。叶志民在推广
活动上致辞。



“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结题

4月11日，项目承担单位中纺联科技部在北京分别对中
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的“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
项目——“聚乙交酯(PGA)纤维的聚集态结构对其降解性能的
影响”（2015立项）、中纺院（浙江）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担的“纺织用纳米TiO2材料的毒理学研究”（2014立项）组
织专家进行结题验收。经专家鉴定，以上两项目均完成任务
书要求，通过结题验收。

4月23日，项目承担单位中纺联科技部在北京对中纺
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纺织计量站共同承担的
“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纺织计量重要基础技
术的研究”（2013立项）组织专家进行结题验收，常务副
理事长叶志民出席会议。经专家鉴定，该项目完成任务书

要求，通过结题验收。

“纺织计量重要基础技术的研究”“聚乙交酯(PGA)纤维的聚集态结构对其降解性能的影响”
“纺织用纳米TiO2材料的毒理学研究”



4月28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承办的“基金会双月沙龙”（第二十五期）——“慈善信用
助力慈善事业发展”在北京举办。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基金会理事长高勇，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孙伟林，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等领导及公益慈善领域工作者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期沙龙活
动由秘书长张翠竹主持。

副理事长夏令敏主持“慈善信用助力慈善事业发展”论坛，马昕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常务副理事长叶志
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法务风控部部长高瑞立、中国青年报国际时事部副主任王亦君、恒源祥集团品牌发展中心总监涂业兴六
位嘉宾从社会组织、基金会、法律、企业、媒体等角度就《关于对慈善捐赠领域相关主体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的实施、落地进行了探讨。

“基金会双月沙龙”（第二十五期）——“慈善信用助力慈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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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希望小学

3月23日，钱之光希望小学召开了“感恩
纺织之光”家校联谊会，全校师生、学生家长
参加了会议。

刘晓波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十年来，我会
及其他社会团体或个人向该校捐赠，倡议全
校师生及家长要知恩、懂恩、感恩。学校代
表我会向全体孩子发放了新夏装校报。



关键字：产业用、安全防护

关键字：长丝、转型

关键字：产业用、新工艺

关键字：棉纺、绿色生产

“纺织之光”公益活动预通知：
欢迎理事单位、主席单位届时参加

6月1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纺
织之光”安全防护用纺织品科技成果
推广活动。

6月22日，在广东省西樵市举办“纺
织之光” 产业用纺织品重点成果推
广活动。

6月26日，在江苏省海安市举办“纺
织之光”化纤织造重点技术推广活动。

6月28日在山东省淄博市举办“纺织
之光”环保上浆重点技术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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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推广活动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来访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奖、
教育教学成果奖回访

公益项目宣传推广



3月26日，2017年度捐赠人恒源祥
（集团）有限公司刘瑞旗董事长一行
4人来到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
秘书长张翠竹共同接待。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奖、教育教学成果奖回访

4月11日，秘书长张翠竹带队赴郑州，对“纺织之光”2017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师奖得者王艳芝、“纺织之光”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基于卓越工
程师培养的新型纺纱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负责人
叶静老师进行了回访考察。并与16名学生召开座谈会。

4月23日，秘书长张翠竹带队赴上海，对“纺织之光”2017年
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师奖获得者包劲松、特别学生奖获得者单
纯，“纺织之光”2017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一种突
出知识型 实践能力培养的复合型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果完成
人代表孙宝忠老师、《集思政、专业、产学研、援疆为一体的大学
生暑假社会实践新模式探索》成果完成人代表邱夷平老师、《基于
“互联网+”的“智慧课堂”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成果完成
人代表刘余勤老师进行回访考察。并与15名学生召开座谈会。

东华大学中原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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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
团队建设

1、3月30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十一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7 年
度工作报告、2018 年度工作计划、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18 年度财务预算安排等议题，听取
了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方案（详见附页《会议纪要》）。

2、5月2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2018年第60号》公布2017年度（第一批）符合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至此，我会连续9年取得此资格。

3、5月9日，秘书处与项目合作方中纺联科技部技术推广处，研究讨论“首季纺织知识网络公益原创作
品征集活动”方案 。

4、5月28日，为规范“纺织之光”科技成果推广活动中财务报销及流程，秘书处项目部、财务部与中纺
联科技部推广处组织17家推广项目承担单位，共25人，就财务报销中常见问题进行沟通说明。

5、6月4日，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在京参加爱佑慈善基金会举办的“公益创新说——2018爱佑创新公益
领袖支持计划”发布会。

内部治理

第二届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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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秘书长张翠竹经国际公益学院招生委员会的面试考核、评定，3月初被录取为国际公益学院首
期“公益管理华东班”学员，授予奖学金人民币15,000元作为6次培训费用。该学院是由比尔·盖茨、
瑞·达理欧、牛根生、何巧女、叶庆均等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倡议成立，并获得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北京达理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共同捐资，
学院的举办机构为深圳市亚太国际公益教育基金会。

6、3月23日，副秘书长陈思奇在京参加了由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组织的《如何打造筹
款爆品》工作坊。从用户定位、需求洞察，到产品原型设计进行筹款实战演练培训。

7、4月2~3日，办公室副主任赵芝娥在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举办《2018年最新财税政
策解读与信息化建设培训班》，就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及实操应用等课程进行了学习。

8、4月15~20日，副秘书长陈思奇在京免费参加了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北京国际青年研修
院组织的首期《社会组织筹资官员专题研修班》，来自全国各地公益界的66名学员参加了学习。

9、5月20日，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中纺联科技部处长张放军赴杭州参加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训
中心、上海卓越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举办的《首期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学习了确认社会组
织使命、制定战略、绩效管理、人力资源、自我发展五部分内容。

10、6月2~3日副秘书长陈思奇在沪参加《公益项目设计与管理公益项目设计与管理》培训，学
习了公益项目设计、立项、管理、监测与评估。

内部治理
团队建设

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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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
中纺联各单位的12名志愿者为“基金会双月沙龙活动“的筹备、组织、

会场布置、接送代表、会场服务、茶歇服务等提供了全程志愿服务。志
愿者们的专业、高效服务，使沙龙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得到领导、与会
者的一致好评！

在此，感谢“纺织之光”志愿者及所在单位的支持、帮助和辛苦付出！

“基金会双月沙龙” 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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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韦艳霞女士精心准备，在现场为孩子讲了一堂“儿童保护”课程，带给孩子们温暖关爱和亲密陪伴！

“纺织之光”爱益行——走入绿梦公益活动
为了增强“纺织之光”志愿者凝聚力，培养志愿精神，5月31日下午，秘

书处与“纺织之光”志愿者代表等6人前往北京通州区大营村，探望赴京看大
病的贫困儿童，与孩子们一起过快乐的“六一”。

此次活动带给孩子们大量所需日用品，同时捐赠了志愿者们送来的书籍、手工艺品、书画作品等物资。
(捐赠物资详见本简讯捐赠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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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连载

《慈善法》连载

《中国基金会理事指南》连载



关键词：
理事会
绩效
贡献

关键词：
法定代表人
集体决策
决策者

关键词：
换届
辞呈
章程
负责

关键词：
偏袒
优待
牟取
利益

理事个人评估

理事退出理事会
出现以下情况，理事个人可以或者应该退
出理事会：
（1）换届，或超越最长任期。
（2）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呈。
（3）不符合章程规定的理事资格。
（4）基金会遭遇危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

理事所负法律责任
中国基金会实行法定代表人制度，一般
其法律责任由法定代表人承担，但基金
会重大事项实行理事会（集体决策）机
制，因此理事要对因决策不当造成的重
大财产损失作出赔偿。若涉嫌违反法律
规定侵占基金会财产并构成犯罪，还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何谓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向自身或与自
己相关人士、机构作出偏袒或优待以牟
取利益的不当行为。

《中国基金会理事指南》连载

评估方式：理事自我评估，理事长评估和
个人谈话，执行层或监督团队评估。
评估内容：出席理事会的次数、参与专门
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的情况及绩效、对基金
会筹资或其他资源拓展的贡献，是否违反
道德规范等。



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一条

开展募捐活动，应当尊重和维
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益，保障
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通过
虚构事实等方式欺骗、诱导募
捐对象实施捐赠。

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
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
营和居民生活。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假借慈善名义
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捐赠活动、骗
取财产。

《慈善法》连载



至此，本简讯已出版10期，本期做了改版，旨在更便于各位理事、

主席、捐赠人和监事阅读，以更好地了解并监督基金会运行情况。在

此，恳请大家若有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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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fzzgjjh@126.com，cuizhu1008@126.com



附件：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第二届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十一次理事会于2018年3月3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九层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理事25名，实际出席理事21名，监事1名。中国棉花协会原
副会长林乃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主持，陈思奇会议记录。
一、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2017年度工作报告和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2018年度工作计划、2018年度财务预算安排。
三、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新增“纺织之光”纺织科普项目10万元。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申请资助“世界纺织服装教育大会”部分经费20万元。
五、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筹集资助经费30万元在江西服装学院设立“纺织之光”扶贫助学金项目。
六、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2018年度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关于针织技术推广项目执行费增加的预算。
七、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钱之光希望小学”增加教师培训费和补充秋冬校服费用的预算。
八、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成立理事会换届领导小组和《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选举方案》。



2018年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预算表

单位：万元

类 科目 名称 2018年预算 2017年决算 增减

收入

捐赠收入

非定向捐款 300 900.3 -600.3

科技奖评审 0 16.5 -16.5

科技推广 100 71 29.0

纺织艺术展 0 56 -56.0

江服助学金 30 0 30.0

小计 430 1047.87 -617.9

投资收益

信托基金 750 691.66 58.3

股权分红 0 63.29 -63.3

小计 750 754.95 -4.9

其他收入 利息 5 4.17 0.8

合计 1185 1807 -622.0

支出

业务活动成本 （明细见附表1） 1,034.2 919.5 114.7 

管理费用

人员经费 66.0 80.1 -14.1 

办公费 69.5 33.9 35.6 

小计 138.0 114.0 24.0 

筹资费用

理财税费 - 6.0 -6.0 

筹资费用 5.0 0.7 4.3 

小计 5.0 6.7 -1.7 

支出合计 1,177.2 1,040.2 137.0 

结余

当年收支结余 7.8 766.8 -759.0 

加：上年净资产 12,036.3 11,269.6 766.8 

预计本年净资产 12,044.1 12,036.3 7.8 

2018年度公益项目支出安排 1034.2万
元，占上年末净资产12036.35万元
8.6%，比《慈善法》规定不得低于6%
要求高出2.6百分点，本年度工作人员
薪酬福利和行政办公经费支出预算安排
138万元，占预算总支出1177.2万元的
11.7%，低于《慈善法》规定不得高于
总支出12%的0.3个百分点，总体符合
《慈善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