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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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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长安街 12 号（1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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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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1~5）月，总收入 305.75 万元，其中捐

收入情况

赠收入 125.31 万元（捐款 44.86 万元，捐赠价值 80.45
万元物资），投资收益 174.81 万元，银行利息收入

5.63 万元 。
2019 年 1~5 月捐赠人

序号

金额（元）

限定用途：“纺织之光”助学金
1

夏令敏

3,000

2

陈树津

3,000

3

韩竞

4

泰安市泰山慈善基金会（“纺织之光.助学圆梦”

50
85,093.91

网络众筹）
5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30,000

6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30,000

7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

30,000

8

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15,000

9

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10,000

10

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

10,000

11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

10,000

12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

10,000

小

计

限定用途：“纺织之光希望小学”

236,143.91

13

中山子目相服饰科技有限公司

2,500

非 限 定 用 途
14

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

100,000

15

海宁经编总部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16

常熟飞龙无纺机械有限公司

30,000

小

计

210,000

物 资 捐 赠
17

宜家贸易(中国)有限公司（南通贫困中小学生）

18

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贵州贫困地区）

191,400

19

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贫困地区）

75,680

20

深圳市佰仟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非限定）

45,500

投资情况：

491,886.06

小

计

804,466.06

总

计

1,253,109.97

2019 年（1~5）月，经 7 名投资委员会投票表决，使用

3940 万元先后购买了 5 支投资产品 1500 万元、股权投资 240 万元、基金组
合 600 万元、短债 1600 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存期

预计年化收益率
（%）

中融-珺敦 1 号

300

24 个月

8.7%

五矿-恒信国兴 16 号（东鑫 1 号）

300

12 个月

8.6%

五矿-恒信国兴 53 号（安泉 3 号）

300

12 个月

8.6%

五矿-恒信国兴 53 号（安泉 3 号）

300

24 个月

8.7%

五矿-恒信国兴 70 号-永融 2 号

300

12 个月

8.5%

吴中市仁盛纺织投资管理中心

240

60 个月

股权投资

易方达中小盘、景顺长城新兴成
长、天弘永定成长、华安科技动力

600

/

基金组合

平安大华短债 A

1600

T+1

3.2%

2019 年（1~4）月，资助公益项目支出 316.80

公益支出

万元，已完成全年预支出的 23.57 %。

序号

2019 年（1~4）月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元）

1

科技项目(科技奖/推广活动/基础研究)

109,660.40

2

教育项目（教育奖/教学成果奖）

32,782.00

3

“纺织之光”中国纺织艺术展

30,625.00

4

“纺织之光爱益行”慈善活动

2,881,135.10

5

项目监督推广

113,751.79

总

计

3,167,954.29

一、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在中纺联扶贫委

公益活动

员会指导下，基金会发起了“纺织之光·爱益行”扶贫
合作项目，倡导更多企业参与扶贫事业，动员更多社会
力量尤其是纺织行业力量有效介入扶贫领域。

1）在中国服装协会协调下，江苏海澜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我会捐赠价值
510 余万元的 13111 件服装，1 月 21～23 日，我会先后在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扶持县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贵州省深度贫困县贵州毕节市赫章县贫困
地区发放。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中国服装协会协作部副主任侯亮参加了
捐赠仪式。
2）在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倡议下，“纺织之光·爱益行”温暖
哈青小学行动得到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支持，捐赠了价值 24 万元、
300 套的全棉六件套床上用品。4 月 23 日，秘书长张翠竹、江苏红柳集团
总经理助理徐闻峰参加了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哈青小学捐赠仪式。在我
会的协调下，广州市乐善助学促进会和林美卿慈爱基金还为该校捐赠了

150 个学生床和衣柜。
3）江苏堂皇集团向我会捐赠了 88 套蚕丝床上用品，4 月 24 日我会将
30 套用品捐赠给赫章特殊教育学校。
4）“纺织之光·爱益行”温暖新疆/湖北行动，深圳市佰仟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捐赠了 500 件棉服，通过中国棉纺协会 3 月底分别发放给新疆喀
什地区麦盖提县扎拉特镇 43 团和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宣恩县长潭河乡两溪
口村。
5）在中纺联社责办的配合下，宜家集团向我会捐赠了总计 60 余吨的
窗帘、书柜、衣柜等近千件产品。4 月 29 日，“纺织之光·爱益行”温暖
西藏民族中学行动在南通市举行。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副秘书长陈思奇
出席了本次捐赠活动，在现场一起为孩子们安装衣柜。

二、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
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8 年度基金会工作报告和财务决算报
告、2019 年度基金会工作计划和财务预算安排、2019 年度调整的项目说
明、2019 年投资计划、部分管理办法（修订版），并安排了理事高级工作
坊培训环节。（详见附件《会议纪要》）。

三、为树立纺织行业的“科技、时尚、绿色”新形象，在中纺联科技
部、北京服装学院的支持下，“纺织之光”网络公益展播官方微博于 3 月
24 日正式上线，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纺织科技，创造新时尚、新流行。目
前有 1000 多个粉丝已关注，关注请扫最后一页的二维码 。
四、“纺织之光”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验收四项，经专家组评审，同意
通过结题验收。
1）3 月 13 日，对东华大学承担的新型聚酰胺酯合成及性能研究”和
“基于纤维与气流耦合作用特性的高速喷气涡流纺纱机关键技术研究”进
行结题验收。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出席会议。
2）4 月 2 日，对东华大学、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 “活
性染料无盐低碱高固色率染色关键技术研究”进行结题验收。副秘书长陈
思奇出席会议。
3）5 月 16 日，对浙江理工大学承担“自动缫丝高效集束技术及对生
丝品质影响的研究”进行结题验收。

五、“纺织之光”循环再利用纺织加工关键技术推广活动 4 月 3～4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晋良、俞建勇，常务副理事长
叶志民，基金会副理事长/中纺联科技部主任彭燕丽，化纤协会副会长贺燕
丽，纺织规划院副院长、基金会理事刘彦威等领导出席会议，近 150 余人
参加会议。会上，叶志民向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赠
证书。

六、4 月 1 日至今，“纺织之光”2019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已有 37 所本科院校申报了教学成果 400 多项，参与院
校和申报数量较往年均有大幅增加。
七、“纺织之光”2019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师奖和学生奖于 4
月 1 日在 16 所纺织院校启动申报工作。
八、“纺织之光”助学金发放仪式 5 月 14 日在江西服装学院举行。中
纺联党委副书记陈伟康、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基金会副理事长/教育学
会会长倪阳生、服装协会秘书长焦培、秘书长张翠竹出席捐赠仪式，向 150
名贫困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受助学生代表黄洁表达了感激和感动之情。黄
洁同学身患肺病，家庭经济支柱脐橙种植遭受病灾，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
重，就在饱受经济压力困扰之时，“纺织之光”助学金缓解了黄洁家的燃

眉之急，成为了她黑暗中的“摆渡人”。她说，“纺织之光”助学金不仅
在物质上解困，还给予了她精神上的激励。会后，与资助学生代表、曾获
得“纺织之光”优秀教师们召开了座谈会。

九、4 月 26 日，我会支持了中纺联党委、工会、团委开展“为了新中
国前进，绿水青山映红旗”义务植树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中纺联党委
书记兼秘书长高勇、党委副书记陈伟康、纪委书记王久新、常务副理事长
叶志民、中纺联工会副主席林云峰等领导以及中纺联工会委员、各基层团
组织青年干部、入党积极分子近 6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十、在我会的协调下，东易慈善基金在钱之光希望小学于 4 月 17 日举
办了“乡村舞蹈教室开班仪式”。此次，东易基金会向钱之光希望小学援
建一间设施设备齐全的舞蹈教室，为该校聘请一名专业的舞蹈教师，并为
20 个孩子量身定制了 40 套专业的舞蹈服装。

预通知：
《关于申报“纺织之光”2019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的
通知》，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5 日。

宣传推广活动
宣传推广活动

3 月 28 日上午，秘书长张翠竹一行赴江苏无
锡走访江南大学，对获得“纺织之光”2018 年度
优秀教师、学生情况进行回访考察，参观了江南

大学针织中心。下午秘书长张翠竹、中国纺织机械协会总工程师祝宪民一
行走访江苏华宜针织有限公司完成荣获“纺织之光”2018 年度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经编全成形短流程生产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一、2 月 1 日，基金会理事长夏令敏、常务

内部治理

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拜访第三届理事
会公益事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并为其颁发聘任证书和水晶杯。

二、基金会的审计情况：
1）民政部委托中天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 月 3～8 日对基金
会原法定代表人高勇同志，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任职
期间的经济责任进行了审计，未发现高勇同志在任期内有违反财经法律、
法规和个人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

2）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2 月 27 日对基金会 2018 年度的财务状
况进行了年度审计，3 月初，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
3）5 月，北京中证天通税务师事务所对我会 2018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事项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核报告。
三、沟通会议：
1）1 月 22 日，基金会副理事长/中纺联科技部主任彭燕丽、秘书长张
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与项目承担单位中纺联科技部沟通 2019 年度“纺织
之光”科技类项目及预算工作。
2）3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三届基金会投资委员会 2019 年度首次工作会
议，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叶志民汇报基金会目前的整体投资情况，研究决定
了 2019 年的投资工作。
3）随着“纺织之光科技推广云平台”后台内容量的不断丰富，“纺织
之光”重点科技成果推广活动增加，现有云平台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后台的
架构和板块需要进行升级和更新，4 月 10 日，秘书处、项目承担方中纺联
科技部、纺织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召开沟通会，确认了技术目录后台关键字
检索和各类会议报名模块的一期建设方案。
四、基金会第三届理事、章程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于 3 月底前在民政部
备案完成。
五、为了长久保护“纺织之光”公益品牌，2018 年基金会向国家商标
局提交了“纺织之光”的商标注册的申请，“纺织之光”文字注册成功，
图形 LOGO 因与在商标局注册的商标相似未注册成功，基金会将开展
LOGO 征集工作。

六、培训与参会：
1）秘书长张翠竹 3 月 30 日完成了 2018 年度国际公益学院华东班提供
的奖学金公益课程并完成答辩，喜获 2019 年度的“优秀毕业生”称号。
2）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开吴珍、白静 4 月 12 日参加由
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组织的“公益组织风控管理”沙龙。
3）常务副理事长叶志民参加 4 月 16 日在南京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
信托委员会组织的“慈善组织与金融机构合作论坛”。
4）秘书长张翠竹、办公室主任赵芝娥 5 月 30 日，参加中国慈善基金
会组织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中的法律法规风险”沙龙。
5）为全面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加
强人才保障，培养行业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要求，2019 年 4 月秘书长张
翠竹荣幸地入选了由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和纺织人
才交流培训中心等单位联合组织的第五期“全国纺织复合人才培养工程高
级培训班”。
七、为加强基金会内部治理、评估公益项目的实施效果，2019 年启动
对“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教育奖、重点科技成果
推广活动等公益项目评估工作。

志愿者活动

1) 为了增强了对基金会工作的了解和信任，1 月 17 日，
秘书处组织了“纺织之光.助学圆梦”发起人交流会，发起

人纷纷交流募款中的心得体会并表达对基金会工作的支持。

2) 志愿者张婧一 4 月 1 日参与中纺联社责办举办的“2019 利益相关方
沟通会”,学习纺织行业在国际的科技发展大方向。
3)邀请志愿者徐浙英、王蓓参加 4 月 23 日组织的“纺织之光·爱益
行”温暖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哈青小学的捐赠仪式。
4）邀请“纺织之光”志愿者叶楠、钟磊于 4 月 28~30 日，到江苏省南
通市南通西藏民族中学，参加“纺织之光·爱益行”携手“宜家·爱与希
望”物资捐赠活动，并进行了志愿服务工作。
5）为响应全国绿化委员会发起的“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行动，1
月 15 日基金会开展“爱益行·沙漠绿洲行动”网络植树活动。中纺联员工
网络上认养 1 棵树苗，亿利集团将在库布其沙漠种 1 棵真树苗，此次活动
得到志愿者的大力支持，现场有 100 余位爱心人士扫码支持网络植树。

附件：

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纪要
（2019 年 4 月 1 日）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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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名，实际出席理事 17 名，监事 2 名。会议由理事长夏令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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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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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工作计划
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安排。
三、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2019 年度投资计划
和资产处置计划。
四、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科技奖、教学成果奖、技能人才项目调整。
五、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管理办法修订
1.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差旅费管理办法（修订稿）
2.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固定资产管理办法（修订稿）
3.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捐赠物资管理办法（修订稿）
4.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投资管理办法（修订稿）
5.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投资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稿）
6.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修订稿）
六、中纺联领导为捐赠单位、助学圆梦捐赠人、优秀联络人、优秀志愿者
颁发证书。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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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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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5229326 13910010152

张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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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 010-8522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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