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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是在1996年设立的“钱之光科技教育基金”的基础上，由一批拥有高
度使命感和责任感，愿为中国纺织行业科教进步作贡献的优秀纺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成立
的。2008年5月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为全国纺织行业性基金会，注册资金2000万元。

截至2020年底，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已支持表彰奖励纺织科技奖1556项、优秀教师和学生
4205名、优秀教学成果奖1726项、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118项、应用基础研究63项、科技成果推广
306项、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283名、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16人及28家获奖单位。

自1997年至今，科技教育公益活动支出超1亿元，对促进纺织科技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宗旨    科技进步  人才成长  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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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发  起  人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主管单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在纺织行业科技进步，提

高行业创新能力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

人，在纺织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

支持一些对纺织行业产业升级有重大影响的应用

基础性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推广等公益项目。

2017 年被民政部认定为慈善组织
连续 9 年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底，对企业用
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
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 ；对符合条件的扶贫
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金额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 ； 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
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 号）、《关于公
益性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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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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初，按照中共中国纺联党委要求，

中共中国纺联第二联合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支

部委员换届改选。经三报三批，基金会理事长

叶志民担任中国纺联二支部书记、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担任宣传委

员，中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房娜担任组织委员，外联部助理张

婧一担任联络员。 

一）中国纺联二支部 4月至 6月分三次集中学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

简史》，深刻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曲折发展、伟大成就和光辉历程。 

   

二）4月 20日，中国纺联二支部举行“祭奠英烈”主题党日活动，参观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陵园和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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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疫情期间，在中国纺联的指导下，基金会迅速集结 26家纺

织企事业单位、200 多名业内爱心人士，募集款物 1478.55 万元，其中货

币 150.53万元，价值 1328.02万元的 53747件/套保暖衣物及米面油蔬菜，

驰援了湖北武汉、孝感、荆州、黄冈等地。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是英雄城市武汉解封 1周年。5月 26-28日，

中国纺联副会长夏令敏、基金会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

中国纺联流通分会秘书长王水元、中国服装协会协作部副主任侯亮、“纺

织之光”联合抗击新冠疫情的捐赠单位----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

广州红棉国际时装城总经理卜晓强，辽宁西柳服装城党委副书记刘毅，江

苏爱伦家纺公司总经理符惠琴，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夏泽晓

等一行 11人走访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开展“纺织之光”走进英雄城市

暨党史教育红色践学活动。 

● 5月 26日上午，与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田辉玉，党委常委、副校

长黄运平，“纺织之光”获奖教师进行座谈，参观了省部共建纺织新材料与

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里展示的近几年重大科技成果。 

   

● 5月 26日下午，走访武汉汉正街的云尚武汉国际时尚中心、品牌服

饰批发广场、龙腾第一大道男装市场，考察复工复产后市场运行情况。 

   

● 5月27日上午，孝感政府在湖北孝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座谈会。

孝感市政协副主席陈实介绍了孝感经济与纺织产业现状，孝棉集团董事长

孙应安介绍当地企业经营状况。会上，双方深入探讨科技创新如何促进产

业升级，并回忆 2020年驰援孝感的抗疫行动。   

   

● 5月 27日下午，在孝感市政协副主席陈实陪同下，调研组一行走进

红色革命圣地。大悟县城关镇的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中原突围烈士纪

念碑，吕王镇的刘华清陵园和故居。 

   

● 5月 28日上午，参观全国精准扶贫/农村生态旅游示范试点单位：

大悟县新城镇金岭村、河口镇金墩村半兵卫抹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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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年疫情期间，在中国纺联的指导下，基金会迅速集结 26家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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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导讲党课 

● 6 月 2 日，中国纺联原会长王天凯为中国纺联二支部等四个支部讲 

“永远跟党走”党课。王会长通过事例讲述了共产党员的伟大精神；在党

的统一领导下，国家完成多项艰巨工作；树立正确的三观，时刻心系群众，

为群众办实事；提出协会要把企业凝聚力的工作做实做好，发挥好中国纺

联联合舰队的合作优势，进一步加强协作性与联合办事的能力。 

  

● 6月 28日，中国纺联原副会长陈树津为中国纺联二支部等三个支部

讲“爱唱《东方红》”党课。陈会长娓娓道来 1965年为展现党史而创作的、

影响其一生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通过生动讲座，党员们增加了

对党的奋斗历程的认识，深入理解了前辈革命精神，学习了革命文艺工作

者精于本职工作树立的榜样。 

     

五）6月 25日，中国纺联二支部党员参加中国纺联党委组织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展”，通过观摩党史主题画作了解百年党史。 

   

2020年（11-12）月，捐赠收入 132.70 万

元（其中货币 64.77万元，物资 67.93万元）。 

 

序号  2020年(11-12)月捐赠人及用途  金额（元） 

捐款（限定：钱之光希望小学） 

1 安莉芳（山东）服装有限公司 38,880 

2 盐城市自强化纤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 卜晓强 先生 9,500 

4 陶文祥 先生 8,000 

5 黄浩明 先生 6,500 

6 陈  卉 女士 3,200 

7 高宇豪 先生 2,000 

8 高宇哲 先生 2,000 

9 高宇杰 先生 2,000 

10 张铁波 先生 2,000 

11 郑  崝 先生 1,000 

12 张翠竹 女士 500 

13 文  青 女士 300 

14 阙俊峰 先生 300 

15 蒋伟文 先生 300 

16 阎  岩 女士 300 

17 朱  莎 女士 300 

18 徐  红 女士 300 

19 刘宗君 先生 300 

小计 87,680 

捐款 

20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500,000 

21 厦门市软通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22 青岛华尊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3 梶江阴四星 泉机械有限公司 20,000 

小计 560,000  
  

公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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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物资（限定：钱之光希望小学） 

序号 捐赠单位/个人 捐赠物资名称及数量 

1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140支贡缎床品 2套 

2 姜庆工作室 玉牌 1个 

3 京锐景泰蓝  景泰蓝香炉 1支 

4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院产品

设计系时尚产品创新工作室 
装饰画 1幅 

5 东华大学 茶具 1套 

6 钱壮华 女士 钱之光同志办公工具 1套 

7 张婧一 女士 手工梭织抱枕 4个 

8 吴小军 先生 日本南画 1幅 

9 童卓尔 女士 手工钟表 1个 

10 赵国秀 女士 工笔花鸟画 2幅 

11 戴建利 先生 书画作品 1幅 

12 董  宁 先生 瓷器 1个 

13 郭  丽 女士 手工缠花团扇 1把 

14 张红宇 女士 手工苗绣披肩 1件 

捐赠物资（限定） 

序号 捐赠单位 金额（元） 

15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560,000  

16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340  

小计 679,340  

 

2021年（1-6）月，总收入 546.33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400.65万元

（其中货币 99.5万元，物资 301.15万元），投资收益 142.58万元，银行

利息收入 3.1万元。 

序号 2021年（1-6）月捐赠人及用途 金额（元） 

捐款 

1 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500,000 

2 杭州中服科创研究院有限公司 80,000 

3 马金星 先生 50,000 

4 浙江金佰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5 苏州市四纺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6 无锡市金太阳新纺织机配套有限公司 20,000 

7 浙江引春机械有限公司 20,000 

小计 720,000 

捐款（限定：创客大赛） 

8 上海设界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75,000 

小计 275,000 

捐赠物资（限定） 

9 安莉芳集团/深圳市心衣公益基金会 3,001,103 

10 北京新越公益基金会 10,400 

小计 3,011,503 

 

投资情况：2021 年（1-6）月，经第三届理事会投资委员会表决，使用

7350万元购买信托产品 2550万元和组合基金 4500万元，投资股权 300万元。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存期 

预计年化收

益率 （%） 

国投泰康-金雕 154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24个月 7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华安逆向策略混合、诺德周期策略

混合、招商大盘蓝筹基金、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A、汇添

富双利 A、泓德裕康 A、工银瑞信产业债 A、易方达增

强回报 A 

4,500 24个月 8 

五矿-信泽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24个月 9-11 

五矿-恒信日鑫 6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6个月 5.3 

中金-金泽中证 500指数增强 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 T+3 11 

五矿-恒信日鑫 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30个月 8 

国投泰康-管家宝七天理财 1号短期理财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900 7天 4.5 

国投泰康-金雕 170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 24个月 7.1 

国投万和-融创济南停车位项目 300 18个月 10 

小计 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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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公益项目支出 222.64万元，

已完成全年预支出的 13.26%。 

序号 2021（1-6）月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万元） 

1 社会慈善 102.42 

2 行业公益 59.63 

3 科技项目 17.39 

4 教育项目 31.52 

5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6.79 

6 纺织服装流通专项基金 2.11 

7 钱之光希望小学 2.78 

总计 222.64 

 

 概述 

“纺织之光”2020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教育奖励大会于 2020年 12月 22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各部门、专业协会领导，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理事、主席，中国

纺联理事成员单位，表彰的科技工作者、院校教师与学生获奖代表等共计

11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 
 科技项目 

一）“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结题验收 

2021年 3月 18日，专家组对东华大学承担的“透波复合材料用聚酰亚

胺纤维的结构调控及性能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收，经评审后同意结题。

理事长叶志民，东华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志，副秘书长、中国

纺联科技部科技计划处副处长王宁出席会议。  

   

二）“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项目 

●“纺织之光”长丝织造数字化重点技术推广活动于 4 月 15-16 日在

江苏海安举办。中国纺联副会长端小平，中国纺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徐

文英，中国长丝织造协会会长王加毅、副会长廖梦虎，工信部消费品工业

司纺织处副处长纵瑞龙，副秘书长陈思奇以及企业等近 250 人参加会议，

会上推广了 7 个项目。陈思奇向捐赠单位浙江引春机械有限公司、苏州市四

纺科技有限公司和无锡市金太阳新纺织机配套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

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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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6）月，公益项目支出 222.64万元，

已完成全年预支出的 13.26%。 

序号 2021（1-6）月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万元） 

1 社会慈善 102.42 

2 行业公益 59.63 

3 科技项目 17.39 

4 教育项目 31.52 

5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6.79 

6 纺织服装流通专项基金 2.11 

7 钱之光希望小学 2.78 

总计 222.64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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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 

公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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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叶志民，东华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志，副秘书长、中国

纺联科技部科技计划处副处长王宁出席会议。  

   

二）“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重点科学技术成果推广项目 

●“纺织之光”长丝织造数字化重点技术推广活动于 4 月 15-16 日在

江苏海安举办。中国纺联副会长端小平，中国纺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徐

文英，中国长丝织造协会会长王加毅、副会长廖梦虎，工信部消费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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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之光”印染绿色节能改造少排放重点技术推广活动于 5 月

19-20日在江苏南通举办。基金会理事长叶志民、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院长

冯德虎、中纺企协顾问杨峻、中纺规划院副会长郭宏钧、中纺规究会常务

副会长俞亦政、中国纺联流通分会副会长徐建华、中国纺机协会高级顾问

吕洪钢、中国纺联科技部技术推广处处长张放军及纺织企业代表 160 余人

参加会议，会上推广了 12个项目。叶志民向捐赠单位浙江金佰利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颁发“纺织之光”捐赠证书。 

   

● 为了帮助集群企业解决实际发展需求，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6 月

21 日，“纺织之光”科技走集群精准对接——走进临清棉纺织产业集群活

动在山东临清市举办。中棉行协会长董奎勇，临清市副市长李树群，中棉

行协副会长郑洁雯、王耀，中国纺联科技发展部处长张放军，基金会副秘

书长陈思奇等领导专家出席活动。行业技术专家调研企业发展情况并进行

现场指导。 

   

 教育项目 

“纺织之光”全国纺织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项目 

● 全国纺织行业“兰溪-金梭杯”织布工（剑杆织机）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决赛于 2020年 11月 26-28日在浙江兰溪举办。来自 8省市推选的 57

名选手参与本次总决赛。中国纺联纪委书记王久新，中国纺联人力资源部

主任、纺织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孙晓音，中棉行协会长朱北娜，

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伟良，中棉行协副会长董奎勇、郑洁雯，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中棉行协副秘书长、会长助理王耀等领

导出席活动。第一至六名的赵培培等六位选手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张翠竹代表基金会为获奖选手颁发奖金。 

   

● 全国纺织行业“日发杯”纬编工职业技能竞赛全国决赛于 2020 年

12月 11-12日在浙江省新昌市举办。57名选手参加全国决赛。中国纺联纪

委书记王久新,基金会理事长叶志民,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会长林云峰、总工

程师林光兴等领导出席活动。第一至六名的刘全斌等六位选手获得“全国

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叶志民代表基金会为获奖选手颁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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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基金 

“纺织之光·纺织服装流通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于 2021年 3月 15

日在重庆召开。中国纺联副会长、中国纺联流通分会会长夏令敏，基金会

理事长叶志民，流通分会副会长徐建华、秘书长王水元等领导和专项基金

管理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流通专项基金 2020年度

工作和财务收支情况、2021年度工作计划和费用预算报告等内容。按照《纺

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投资管理办法》，专项基金管委会授权基金会使用

500万元进行投资，投资取得收益全部用于慈善目的。 

   
 

 行业公益 

一）“安莉芳•慈善之夜”于 2020年 11月 30日在山东召开。淄博银仕

来纺织有限公司、钱壮华女士等 14 家单位/个人捐赠拍品，用于为钱之光

希望小学募集善款。安莉芳（山东）服装有限公司、卜晓强先生、陶文祥

先生等 19 家单位/个人现场认捐 7.768 万元，用于为重庆钱之光希望小学

制作十佳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校服。2021 年 6 月 1 日，680 套夏秋两季的校

服捐赠到重庆钱之光希望小学。 

   

  

二）2020“纺织之光”论坛于 2020年 12 月 1 日在安莉芳山东工业园

召开。中国纺联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原会长杜钰洲、王天凯，副会长

夏令敏，党委副书记陈伟康，副会长孙淮滨，原副会长陈树津、杨纪朝，

山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会长刘建国，安莉芳集团执行董事、山东公司总

经理鹿群等相关领导，中国纺联各部门、各专业协会主要负责人，基金会

理事、主席及监事近百人出席本次论坛，观看论坛直播达 8.8 万人次。 

论坛安排了三场主旨演讲：中国纺联副会长孙淮滨作《纺织工业发展

及前景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与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钦作《后

疫情时代，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作

《提升慈善公共价值 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两场嘉宾对话：“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和“责任·情怀与科教公益”。 

   

三）纪念钱之光同志诞辰 120 周年系列活动——弘扬“新时代纺织之

光精神”研讨会于 2020年 12月 17日在山东省嘉祥县召开。中国纺联党委

副书记陈伟康、副会长孙淮滨，中国纺联原副会长杨纪朝，中国纺联副秘

书长、基金会理事长叶志民，中国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邢冠

蕾、副会长姜国华、秘书长郑国峰，济宁市工业行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

广吉，嘉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庆深，浙江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文化研究专家渠长根等领导嘉宾及全国企事业单位负责

人 1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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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慈善 

一）“纺织之光·爱益行”温暖行动 

● 2020年 11月，江苏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625件棉服、

春秋装等。大连工业大学教师樊永德、青年领军志愿者服务团队凌玲等 6

名“纺织之光”志愿者，代表基金会将物资陆续发放给辽宁海城王石镇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和敬老院；广西南宁的青年领军仓库、隆安三乐村小学、

上林东红小学、大化弄平村、隆安县乔建镇中心小学、那重村。 

   

● 2020年 12月，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捐赠 2000件童装棉服。

2021年 1月，我会将 500件捐赠给山西武乡地区贫困学校，1500件捐赠给

北京新越公益基金会。 

   

● 2021年 1月 19日，北京新越公益基金会捐赠 4000只防护口罩。1

月 24日，我会捐赠给北京服装学院材料设计与工程学院教师。  

二）“纺织之光·关爱纺织女工爱心行动”于 2021年 3月 8日在山东省

启动。安莉芳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底捐赠给我会的 9597 件女性贴身衣物，

于三八妇女节，我会捐赠给明水经济技术开发管理委员会，恒逸集团、山

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女职工。 

   

 2021年度拜访捐赠人   

●3 月 17 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秘书长、

中国纺联科技发展部科技计划处副处长王宁一

行 3人在 2021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夏）博览会上，拜访了江苏恒

力化纤有限公司、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正凯纺织有限公司和江苏聚杰

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纺织之光”捐赠单位。 

    
 

●4月 10-14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一行 4人，

先后拜访了红豆集团、海澜集团、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江苏堂皇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爱伦家纺有限公司、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等“纺

织之光”捐赠单位，“纺织之光”教学成果奖获奖单位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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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慈善 

一）“纺织之光·爱益行”温暖行动 

● 2020年 11月，江苏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625件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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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拜访捐赠人   

●3 月 17 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秘书长、

中国纺联科技发展部科技计划处副处长王宁一

行 3人在 2021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春夏）博览会上，拜访了江苏恒

力化纤有限公司、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正凯纺织有限公司和江苏聚杰

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纺织之光”捐赠单位。 

    
 

●4月 10-14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一行 4人，

先后拜访了红豆集团、海澜集团、常州旭荣针织印染有限公司、江苏堂皇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爱伦家纺有限公司、江阴市红柳被单厂有限公司等“纺

织之光”捐赠单位，“纺织之光”教学成果奖获奖单位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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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1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赴上海，拜访

捐赠单位恒源祥集团，赠送《钱之光传》，并参观恒源祥文化博物馆。 

  

●6月 12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一行，在 2021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博览会上，拜访了恒天立信、经纬纺机、光山白鲨

针布公司、盐城自强化纤机械公司等“纺织之光”捐赠单位。 

    

    

 回访“纺织之光”科教公益项目 

●2020年 11月 26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白静，外联部助理张婧一等 5 人赴浙江理工

大学，回访“纺织之光”2019 年度优秀教师奖获奖教师郑旭明和三个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2020年 11月 2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白静，外联部助理张婧一等 5 人赴浙江，回

访湖州禾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格尔泰斯环保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完成的“纺织之光”2020年度科技一等奖项目——“高效低阻PTFE复

合纤维膜防护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20年 11月 2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张婧一

等 4人赴浙江，回访 2019年度“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获得者——浙江

金梭纺织有限公司穿经工技师章美华。 

   

●5月 18日，理事长叶志民、外联部助理季爱琴等 3人赴江苏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回访“纺织之光”2020 年度教师特别奖获奖教师隋全侠和四

个 2019年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 16 —



●6月 11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赴上海，拜访

捐赠单位恒源祥集团，赠送《钱之光传》，并参观恒源祥文化博物馆。 

  

●6月 12日，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一行，在 2021

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博览会上，拜访了恒天立信、经纬纺机、光山白鲨

针布公司、盐城自强化纤机械公司等“纺织之光”捐赠单位。 

    

    

 回访“纺织之光”科教公益项目 

●2020年 11月 26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白静，外联部助理张婧一等 5 人赴浙江理工

大学，回访“纺织之光”2019 年度优秀教师奖获奖教师郑旭明和三个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2020年 11月 2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中国纺

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白静，外联部助理张婧一等 5 人赴浙江，回

访湖州禾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格尔泰斯环保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完成的“纺织之光”2020年度科技一等奖项目——“高效低阻PTFE复

合纤维膜防护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20年 11月 2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张婧一

等 4人赴浙江，回访 2019年度“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获得者——浙江

金梭纺织有限公司穿经工技师章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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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张婧一等 3人赴

天津工业大学，回访“纺织之光”2019、2020 年度优秀教师奖获奖教师马

彧、纪秀杰、岳建锋，2020年度学生特别奖获得者陈付磊和三个 2019年度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并向天工大副校长陈莉赠送《钱之光传》。 

   

●5月 19日，理事长叶志民、中国化纤协会会长陈新伟、副会长郑俊

林、副秘书长吴文静、基金会外联部助理季爱琴等 6 人赴南通大学，回访

三个“纺织之光”2019、2020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项目和 2019年度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项目。 

   

●6月 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中国化纤协会副会长吕佳滨、

基金会副秘书长陈思奇等 5人赴连云港对获奖项目进行回访考察。与 2019

年度“纺织之光”科技奖特别贡献奖获得者、2020 年度“纺织之光”科技

一等奖项目“百吨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工程化关键技术”完成人——中复神

鹰碳纤维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良进行座谈交流，并赠送《钱之光传》。 

   

●6月 7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中国化纤协会副会长吕佳滨、基

金会副秘书长陈思奇等 4 人回访 2015 年度获得“纺织之光”科技奖一等奖、

2016年获国家科技二等奖项目——“干法纺聚酰亚胺纤维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完成单位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士华亲自介绍自主研发聚

酰亚胺纤维的艰辛过程、意义以及高性能纤维的广泛应用及前景。 

   
 

 理事会治理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第五

次理事会于 2020年 11月 30日在山东召开。会

议审议并一致通过“纺织之光”2020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项目工作报告、2020年度教师奖、学生奖和纺织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项目工

作报告、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开展的“纺织之光”2020 年度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项目工作报告、2020 年度“全国纺织行业

‘缝纫工（滤袋）’”等四个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工作报告；修订《纺织之光科

技教育基金会章程》、《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预算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

因工作原因，夏令敏同志不再担任基金会理事和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投

资委员会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叶志民同志担任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首次发

布《“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项目评估报告（2008-2019）》

和《“纺织之光”重点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评估报告》，以评估基金会资助科技

项目的效果及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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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治理 

— 19 —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三届第六次理事会于3月24日在北京召

开。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基金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和 2020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2021年度工作计划、2021年度财务预算安排、投资计划和资产处置

计划；新增及修订项目管理办法；一致通过《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五

年发展规划》；因工作原因，彭燕丽同志不再担任基金会副理事长，继续任

理事；刘红同志不再担任基金会理事，增补刘洁伯同志为理事。会上，领

导向“纺织之光”2020年度优秀志愿者、优秀员工颁发荣誉证书。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公益事业发展委员会 2021 年度预算工作

报告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公益事业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纺联党委书记兼秘书长高勇，公益事业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纺联副

会长夏令敏，中国纺联纪委书记王久新，中国纺联副会长李陵申出席会议。

理事长叶志民，副理事长、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倪阳生，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参加会议。会上，理事长叶志民亲自向委员会报告

2020年度基金会工作和决算情况，讨论了基金会 2021年度工作计划和 2021

年财务预算安排方案。 

  

 内部管理 

★行业交流 

2020年 12月 17日，纺织之光基金会在京参加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

服装协会、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主办的“纺织服装行业助力脱贫攻坚

座谈会”。国资委协会党建局二级巡视员宋光兰、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

司副司长马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徐迎新、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

长郑文凯、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焦培、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出

席会议。中国扶贫基金会向纺织之光基金会颁发“纺织服装行业助力脱贫

攻坚”友好合作伙伴纪念牌匾。 

  

★能力建设 

●从 2020 年 11 月中旬开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

张婧一参加商道学堂组织的 CSR 系列课程，并取得 GRI 证书。学习了企业

参与慈善路径、CSR 与利益相关方、供应链管理、公益传播、志愿者管理、

设计思维、实质性分析等课程，以更好地服务企业与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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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国资委协会党建局二级巡视员宋光兰、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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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从 2020 年 11 月中旬开始，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

张婧一参加商道学堂组织的 CSR 系列课程，并取得 GRI 证书。学习了企业

参与慈善路径、CSR 与利益相关方、供应链管理、公益传播、志愿者管理、

设计思维、实质性分析等课程，以更好地服务企业与捐赠人。 

   

— 21 —



●2020年 12月，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外联部

助理张婧一、季爱琴参加人民网慕课与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组织的“全

媒体运营师岗位能力培训初级线上研修课”，了解传媒行业和前沿技术，以

做好基金会新媒体传播工作。 

●从 2020 年 12 月中旬开始，基金会秘书处全员参加益修学院组织的

内部员工能力建设培训课程，通过 2次线下讨论、13次线上课程，学习了

解基金会内部治理的基本框架、项目管理的逻辑、志愿者管理及品牌建设

等专业知识。2021 年 4 月，全员完成《Project Dpro 公开课》，并通过结

业考试。 

●3月 27日，外联部助理季爱琴参加中金财富（北京）2021年财富私

享会，学习了解权益市场现状和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 

●4月 23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参加恒天财富公司基金首席策

略分析师、投资研究中心负责人张雷的关于经济形势分析讲座。 

●从 4 月 18 日开始，副秘书长陈思奇参加中国化纤协会组织的“2021

全国纺织复合人才培养工程高级培训班（第六期）”,与来自全国纺织服装行

业的 44 名同学共同学习为期半年的 10 次课程。通过专家讲座和实地参观的

形式，系统学习纺织基础知识，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4月 23日，基金会外联部助理张婧一、季爱琴参加 2021年公益行业

评估大会，学习项目评估的专业性与规范性，降低项目评估中存在的风险，

以进一步规范管理项目。 

   

●4月 23日，办公室主任赵芝娥参加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主办、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承办的“乡村振兴与公益项目创新”双月沙龙（32 期），

了解从“项目为本”到“理念为本”，学习搭建政产学研社农界大联合平台

等乡村振兴新理念。 

●4月 29日，外联部助理张婧一参与“公益筹款人训练营”沙龙，学习

如何了解捐赠人真实需求，提供专业服务，以逐步提升公益人的筹款能力。 

  

●5月 12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助理季爱琴参加国家

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和东华大学主办的“先进纤维新材料科技创新高质

量发展论坛”，了解创新中心的发展愿景和安全防护用纤维科研攻关项目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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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副秘书长陈思奇，外联部助理张婧一、季爱琴参加中国

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的社会组织公益传播与品牌建设研讨会，

通过了解公益传播经典案例，学习新时代公益传播的新方法和新实践，以

做好基金会的公益品牌传播。 

●6月 23日，外联部助理张婧一参加基金会双月沙龙（33期）—— “公

益组织在文化强国中的新使命”，学习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华夏文化

遗产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艺术基金会等文化传播优秀项目的经验。 

●6月 25日，办公室主任赵芝娥、外联部助理季爱琴参加中信证券组

织的金融赋能公益慈善新生态系列沙龙，深入学习慈善投资政策、社会组

织投资与税收政策，并交流分享慈善组织投资经验。 

 

 喜讯  

● 2021年 1月 25日，在中

国纺联 2020年度年终总结会上，

基金会秘书处再次荣获“2020

年度优秀集体”称号。 

● 5月 10日，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副秘书

长贾卫送来题为“扶智树人，爱心永驻”的锦

旗，感谢基金会支持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发起

的“文化教育公益专项基金”，共同为贫困地区

捐赠图书、捐建图书馆。 

◇公益项目预通知： 

★“纺织之光”服装行业数字化重点技术成果推广活动，将于 7月 29日在

浙江省杭州市举办。 

★首期“纺织之光”优秀学生研学夏令营将于 8月下旬举办。 

 

 

 

 社会组织评估 

【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

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民政部门应当建立慈善组织评估制度，鼓励和支持

第三方机构对慈善组织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于 2008年 5月 8日在民政部登记注册成立以

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的要求，分别于 2011年、2016年接受民

政部组织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基金会评估等级为 3A。2021 年 7 月中旬，

我会将接受第三次基金会评估，以加强基金会自身能力建设，促进内部治

理规范化。 

《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摘录 

第十一条 评估委员会由 7至 25名委员组成，设主任 1名、副主任若

干名。复核委员会由 5至 9名委员组成，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 

评估委员会和复核委员会委员由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组织、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推荐，民政部门聘任。 

第十五条 评估专家组负责对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并提出初步评

估意见。 

知识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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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专家组由有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专业人员组成。 

第十六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发布评估通知或者公告；  

（二）审核社会组织参加评估资格； 

（三）组织实地考察和提出初步评估意见； 

（四）审核初步评估意见并确定评估等级； 

（五）公示评估结果并向社会组织送达通知书； 

（六）受理复核申请和举报； 

（七）民政部门确认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发布公告，并向获得 3A以上

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十八条 评估期间，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有权要求参加评估的社会

组织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明材料。参加评估的社会组织应当予以配合，如

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六条 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分为 5个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 5A级

（AAAAA）、4A级（AAAA）、3A级（AAA）、2A级（AA）、1A级（A）。 

第二十七条 获得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对外活动和宣传时，可

以将评估等级证书作为信誉证明出示。评估等级牌匾应当悬挂在服务场所

或者办公场所的明显位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八条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有效期为 5年。 

获得 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可以

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可以优先获得政府奖励。 

获得 3A以上评估等级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以按照

规定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获得4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在年度检查时，可以简化年度检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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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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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或传真反馈至基金会秘书处，谢谢您。 

 

联系人 ： 

外联部助理  季爱琴  010-85229936  18515697097（微信号） 

传  真：010-85229540     

E-mail：fzzgjj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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