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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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并促进基金会工作，形成多方联动、有效

的监管机制，确保每一分钱都用于有效地推动行业科技教育公益事业，实

现捐赠人愿望。 

                                               ——题记 

       2018 年（1~8）月我会总收入 589.17 万元，

其中捐赠收入 56 万元，投资收益 527.02 万元，银

行利息收入 6.15 万元 。   

   投资情况：2018 年 6 月 1 日--8 月 31 日，经投资委员会投票表决，先后

购买了 11 支投资产品，投资合计 5400 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存期 

预计年化收益率 
（%） 

中融-隆晟 1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9月 7.1 

中融-隆晟 1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12月 7.3 

恒天财富稳金 4号私募投资基金 1000    7天 4.4-5.5 

恒天财富稳金 4号私募投资基金 1000 7天 4.4-5.5 

五矿--恒信共筑 39 号--兴星 8 号集合资金
信托托计划 

300 16月 8.3+浮动收益 

五矿--恒信共筑 41 号--国睿 2 号集合资金
信 

300 18月 8.5 

五矿-恒信共筑 62号--桂冠投资 4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00 12月 8.3 

五矿-优享未来 2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12月 8.6 

五矿-优享未来 2号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6月 8.3 

恒天财富稳金 38号私募投资基金 1000   7天 4.4-5.5 

中融-长河盛世 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12月 8.1 

收入情况 



  

2018 年（1-8）月我会资助的公益项目实际支

出 257.25 万元，已完成全年预支出的 24.87%。 

 

 

 

 

 

 

 

 

 

1、6 月 15 日，基金会、中纺联科技部和中国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纺织之光”

安全防护用纺织品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在

陕西省西安市举行，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秘书长张翠竹在推广活

动上致辞，并为陕西元丰纺织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赠

证书。   

     

序号 2018 年 1-8 月公益项目   支出（元） 

1 科技项目(科技奖/推广活动/基础研究) 2,123,586.89 

2 教育项目（教育奖/教学成果奖） 19,293.87 

3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16,495.00 

4 技能人才项目 6,770.00 

5 钱之光希望小学 126,729.00 

6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艺术展 56,167.00 

7 双月沙龙活动 24777.20 

8 项目监督推广 198,697.29 

总     计 2,572,516.25 

公益活动 

公益支出 

公益活动 

公益支出 



 2、6 月 22 日，基金会、中纺联科技部和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共同主办的“纺织之光”产业用纺织品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在广东

省西樵镇举办。中纺联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基金会理事长高勇，基金会常

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中纺联科技部主任、基金会副理事长彭燕丽出席会议，

约 200 人参加会议出席了活动。叶志民在推广活动上致辞，并为大连华阳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赠证书。  

  

3、6 月 26 日，基金会、中纺联科技部和中国长丝织造协会共同主办

的“纺织之光”化纤织造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在江苏省海安市举

办。 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副秘书长陈思奇出席会议，约 130 人

参加会议。叶志民在推广活动上致辞，并为如意屋家居有限公司、江苏聚

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凯集团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

捐赠证书。  

 

 

    4、6 月 27~28 日，基金会、中纺联科技部和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共同

举办的“纺织之光”环保上浆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在山东省淄博市



召开，200 余人参加会议。基金会副秘书长陈思奇在推广活动上致辞，并

向常州海剑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赠证书。 

  

5、7 月 13 日，基金会、中纺联科技部和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共同举办

的“纺织之光”针织数字化制造及绿色加工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在

吉林省辽源市召开。中纺联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基金会理事长高勇，中纺

联副会长、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会长杨纪朝，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基金会理事瞿静等领导出席会议，近 200 人参

加会议。会上，高勇向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颁发“纺织之光”捐赠证书。 

   

6、8 月 15～17 日，“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

技术奖评审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为了履行“让基金运行在阳光下”的

庄严承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副秘书长陈思奇、主席团代表恒

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郭丹和安莉芳（中国）服装有限公司大

公关经理廖斌现场监督整个评审过程。这是自 2013 年以来，基金会主席团

连续 6 年全程参与现场监督，持续保证“纺织之光”公益项目评审过程秉

持公平、公正和公开。 



“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共受理申报项

目 184 项，经过网络初评、会议复评，评审委员会建议授奖项目共 116 项，

其中一等奖 16 项、二等奖 48 项、三等奖 52 项。 

  

7、8 月 16 日，“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职业

教育教学成果奖评审会在辽宁省大连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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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评、网络评审和会议评审，建

议授奖项目共 114 项，其中一等奖 16 项、二等奖 32 项、三等奖 66 项。 

 

8、8 月 17 日，中纺联科技部组织专家在武汉，对武汉纺织大学承担

“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粒子流原位染色技术及其装备的基

础研究”和“新型液氨简子纱丝光染色技术研究”进行结题验收，中纺联

副会长李陵申，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中纺联科技部主任、基金会

副理事长彭燕丽，副秘书长陈思奇出席了验收评审会。经专家组评审，认

为两个项目完成任务书规定的指标，同意通过结题验收。 



 

9、首届“纺织之光”中国纺织艺术展作为中纺联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以“恒美·跨界·共融”为主题，9 月 3 日在中纺

联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基金会理事长高勇的宣布下，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盛大开幕。开幕式上，中纺联原会长杜钰洲发表讲话，中纺联党委副书记

陈伟康致辞，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参加了高峰论坛。与会领导为获

得艺术展获奖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此次艺术展是基金会、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与北京恒源

祥香山画院联合主办，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中国

纺织服装教育学会、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中国纺织》杂志社作为支

持单位。此次艺术展收到近 2000 件投稿作品，遴选出 140 件优秀作品进行

展出，展览赢得了良好的行业美誉度与社会影响力。   

   

   



10、9 月 28 日，中纺联科技部组织专家在上海，对“纺织之光”应用

基础研究项目----东华大学承担的“活性纳米纤维神经导管用于长距离神

经修复的研究”和苏州大学承担的“仿生丝素蛋白材料重建口腔黏膜的研

究”进行结题验收，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出席验收评审会。经专家

组评审，认为两个项目完成任务书规定的指标，同意通过结题验收。 

11、10 月 11 日，“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育奖

评审会将在江西服装学院召开。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会长、基金会副理

事长倪阳生，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江西服装学院校长陈万龙及 20

余位负责评选工作的老师参加会议。叶志民在推广活动上致辞。16 所纺织

服装院校结合自身情况通过二级院系推荐、学校差额评选、审核、公示等

流程，评出 23名教师和 154名学生分别获得“纺织之光”教师奖和学生奖，

大连工业大学张鸿获“纺织之光”教师特别奖，江西服装学院邬欣艺和天

津工业大学徐沈阳获“纺织之光”学生特别奖。 

 

12、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第四届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由纺织

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研究（1880～2016）》

新书首发。本书在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的热情倡导下，由纺织系统

几位资深老专家执笔撰写，历时 5 年问世。该书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同时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工程。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研究（1880～2016）》以编年体的方式，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机器纺织工业自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以来一个

半世纪的历程；以纪传体方式分别就纺织工业产业链、纺织原料和市场、

工业布局、企业结构和产业集群、科教兴业等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手工纺

织业的发展以及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做了简要回顾。书中还附有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心纺织工

业的珍贵历史照片，是一部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全史，也是一部工业专史，

突出了学术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预通知：  

1、10 月 26~29 日/11 月 13-16 日，由基金会部分资助的“纺织之光”

横机工、织布工、穿经工竞赛、决赛在江苏省和福建省分别举行。 

2、12 月 4 日，“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技教育

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 

3、12 月 7 日，由基金会资助的世界纺织服装教育大会在东华大学召

开。 

 

 



1、6 月 25 日，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

纺机协会副会长李毅一行赴江苏南通，走访经纬

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

共同完成的荣获“纺织之光”2017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项目 ----“数字化棉纺成套设备”。 

2、6 月 26 日，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纺机协会副会长李毅一

行赴江苏南通，走访常州市宏大电气有限公司、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完成的荣获“纺织之光”2017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项目 ----“基于机器视觉的织物智能整花整纬技术产业化研究及应

用”。 

3、7 月 9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一行赴江苏常熟，走访常熟市翔鹰

特纤有限公司完成的荣获“纺织之光”2017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项目----“聚丙烯腈长丝及导电纤维产业化关键技术”。 

4、7 月 10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一行赴浙江宁波，走访宁波大发

化纤有限公司完成的荣获“纺织之光”2017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项目---“废旧聚酯纤维高效高值化再生及产业化”。 
 

 

1、 6 月 29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办公

室副主任赵芝娥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

办，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承办的“基金会双月沙龙（第 26 期）”，

主题为“基金会资产的保值增值与风险管理”。 

2、8 月 20 日，基金会副秘书长陈思奇入选第三期“慈善千人计划.老

牛学院”，参加了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老牛基金会资助的公益慈善行

宣传推广活动 

 

内部治理 
 

宣传推广活动 
 



业基金会负责人一年期的免费培训。  

3、8 月 26~30 日，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赵芝娥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

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主办，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

会、爱家文化事业基金会、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澳门基金会联合主办，

老牛基金会支持的“中华新慈善 慈善新作为”两岸四地论坛，来自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的近 200 多名知名慈善代表参加论坛 。 

4、8 月 29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

办，星云文化教育基金会承办的“基金会双月沙龙（第 27 期）”，主题为

“基金会公益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5、9 月 12 日，基金会在京召开“2018 年度年中总结会暨培训会”。

此次会议是我基金会第一次组织召开的年中总结会。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叶志民，监事孙晓音，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办公室副主任赵

芝娥、中纺联科技部技术推广处处长张放军等领导，以及针织协会、化纤

协会等各行业协会代表 27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由张翠竹主持。会上，

叶志民做《牢记使命 合作共赢》主题讲话、张放军作《公益项目及公益活

动开发与组织》培训，张翠竹介绍了基金会的基本情况，陈思奇介绍了 2018

年度“纺织之光”公益项目运行情况，赵芝娥通报了 2018 年度“纺织之

光”公益项目财务工作，并宣贯了《基金会财务报销管理办法》。  

 



6、9 月 20~22 日，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赴深圳

参加 2018 国际公益峰会论坛“大国攻坚，决胜 2020”和第二届全球公益

金融暨 2018 社会影响力投资研讨会。  

7、10 月 11~12 日，基金会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在北京参

加了由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组织的“筹款人训练营”培训，学习

了筹款准备、设计筹款产品、筹款传播、捐赠人管理四个方面，我会开始

尝试系统地建立筹款工作的管理体系与运营模式，推动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7 月中旬到 10 月 7 日，33 名来自中纺联、北京

各院校的志愿者为“纺织之光”中国纺织艺术展活

动提供了展览筹备、作品评选、开幕式、撤展等志愿服务工作，工作做的

专业、高效，使“艺术展”取得圆满成功，得到领导、各界的一致好评！ 

 

《慈善法》连载 

第三十四条 本法所称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

的活动。 

第三十五条 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

赠。 

第三十六条 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捐赠

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

产。 

知识连载 

 

知识连载 
 

志愿者活动 

 
 



  捐赠人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符合安全、卫生、环保等标准。 

  捐赠人捐赠本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中国基金会理事指南》连载 

 好理事应该怎样做？ 

理事对基金会的贡献是多种多样的，不限于某一种模式，但是一个受

欢迎、对基金会有贡献的理事，其行为也有规范可循。  

理事总体要求: 

1) 始终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尽可能地保持公正、公平和独立性； 

2) 了解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原则，并与之保持- ~致； 

3) 熟悉基金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章程、管理制度和主要项目，

了解组织的竞争优势和挑战； 

4) 负责、勤勉地履行理事职责，乐意、有热情承担特殊任务； 

5) 为人诚实、正直，践行法治、民主、尊重、守信等价值观； 

6) 具有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在理事会决策中或行使理事权责时不会唯我

独尊、独断专行； 

7) 珍惜、重视并尽力提升基金会的公信力，维护基金会合法权益。 

对于理事会会议，应该: 

8）尽可能出席所有理事会会议并服务于指定的委员会或工作组； 

9）提前阅读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备忘录及配套材料； 

10）确保理事会的所有决定都与基金会的目标和使命一致。对某些提

议有疑问或感觉不清晰时，应当及时质询或提出意见、建议，确保理事会

集体决策经过充分辩论审议； 



11）关心理事会议题和制度建设，积极参与决策并承担决策责任； 

12）在基金会正式公开信息前，对理事会会议内容履行保密义务； 

13）不管是否投反对票或弃权票，均接受并支持理事会根据投票结果

作出的最终决定； 

14）定期对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议程提出建议，确保重大的、与治理

和管理制度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 

15）)必要时根据章程及内部制度规定提议召开专门或临时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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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zgjjh@126.com，cuizhu1008@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