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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简讯以披露信息、透明化运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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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 年度我会总收入 1,029.84 万元，其中捐赠收入 310.40 万元、

理财收入 719.44 万元，年末净资产 11,269.58 万元。 

1997 年至今，我会接收捐赠金额 12,129.03 万元。  

   2、 自 2016 年 5 月启动为“钱之光希望小学”筹集新校服资金的“纺

织之光”爱益行联合公益活动。截止 10 月底，共有 22 家单位参与捐赠步

数，合计捐步 991 多万里；4 家单位参与认捐步数，合计捐赠 31.6 万元。

其中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检测中心、上海子目相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认捐 20 万元、6 万元、5

万元和 0.6 万元。 

 

收入情况 

常州旭荣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爱益行”活动 



3、2017 年 1 月,在中国针织工业协会的协调下，我会首次收到佛

山标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大额捐赠物资，价值 52.15 万元的 7903 件服装

和现金 2.85 万元，合计捐赠 55 万元。我会接受物资捐赠，旨在探索

为业内纺织服装企业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贡献慈善力

量提供多种渠道和形式。 

 

   “纺织之光”志愿者---中国针织工业协会李红、于佳慧验收衣服并现场封存 

注：我会为其出具等值的税前扣除的捐赠收据。 

4、为保证我会资金保值增值且安全有效，2016 年 11 月在二届八

次理事会上成立了由七名委员组成的投资委员会。2017 年 1-2 月，经

投资委员委员会研究表决，购买了以下理财产品： 

1）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短期理财产品“固盈 A”。 

 

 

 

2）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泰山 10 号”。 

 

 

金额（万元） 存期（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300 2 4.6 

300 3 4.8 

300 4 5.5 

金额（万元） 存期（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300 3 7.2 

300 6 7.6 

300 9 7.8 



3）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黄山 26 号”、“黄山 21

号”私募投资基金。 

  

 

 

 

 

 

项目名称 项目说明 
金额     

（万元） 

存期        

（月） 

预计年化收益率

（%） 

黄山 26号 

该基金认购天和盈泰特定股权一号

私募基金，该基金最终投资于中国

500强深圳市腾邦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 

300 12 8.5 

黄山 21号 

该基金主要用于东营东创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进行股票“润达医

疗”质押融资，获得东营东创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股票“润达

医疗”的收益权 

300 
不超过

18 
8.5 

2016 年度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公益项目支出 863.51 万元。 

公益项目 支出（元） 

科技项目 5347900.93 

教育项目 2447753.60 

郑敏泰中国针织（内衣）基金 642877.66 

技能人才 158562.22 

资助新疆捐物项目 38000.00 

 

 

 

总     计 8635094.41 

公益活动 

公益支出 



 

   1、2016 年 12 月 2 日，“纺织之光”重点科技成果——“上海纺织产

业科技创新技术”现场推广活动在上海举办。  

   2、2016 年 12 月 14 日，“纺织之光”重点科技成果——“汉麻产业

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推广活动在湖北省嘉鱼县举办。  

   3、2016 年 12 月 23 日，“纺织之光”重点科技成果——“化纤行业

绿色纤维制造关键技术”现场推广活动在浙江海盐县举办。   

   4、2017 年 1 月 5 日，我会通过新疆巴州尉犁县扶贫办，将长春高琦

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 套聚酰亚胺纤维制成的围巾、帽子捐

给该县喀尔曲尕乡贫困儿童。 

预通知：  

2017 年 3 月下旬，拟在北京召开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

九次理事扩大会。  

 

 

 

  

1、喜讯   我会秘书处喜获 2016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先进

处室”荣誉称号，这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对秘书处的认可和鼓励，秘

书处将更加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不辜负理事会期望。 

2、喜讯   在 2016 年 11 月 23 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第二届

第八次理事会上，理事会表决通过了我会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2017 年

内部治理 
 



3 月，民政部认定我会为慈善组织。 

3、慈善信托是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载体之一,是推动慈善事业创

新发展的重要方式。2016 年 12 月 19 日，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

竹和办公室副主任赵芝娥参加了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组织的“慈善财产

管理和慈善信托 ”培训，通过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积极

探索在纺织行业内建立慈善信托模式。 

4、为了高效、务实的召开理事会，达到最佳议事效果，改进基金会

秘书处工作，庆祝我会成立 20 周年的策划与筹备工作，特向各位理事/

主席广泛征求意见。其中包括且不限于公益项目、理财、秘书处工作等

内容。基金会秘书处将根据您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改进我们的工

作（详见附件）。 

 

  

 

 

  1、2016 年 12 月 1 日，秘书长张翠竹、外联部主任陈秀英一行 4

人拜访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总裁办公室主任余进就基

金会如何与企业共同开展公益活动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2、2016 年 12 月 1 日，秘书长张翠竹、副秘书长陈思奇一行 5 人，

赴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回访 2016 年度“纺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项目“多功能飞行服面料和系列降落伞材料

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的科研人员。 

宣传推广活动 

 



  3、2016 年 12 月 13 日，中国麻纺织协会会长董春兴、基金会副秘

书长陈思奇一行 7人，赴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回访 2016年度“纺

织之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项目“汉麻高效可

控清洁化纺织加工关键技术与设备及其产业化”。 

  4、2016 年 12 月 21 日，副理事长叶志民、秘书长张翠竹一行 4 人

拜访基金会理事及捐赠人、杭派女装商会会长吴文宏。秘书处汇报了基

金会目前工作状况，吴会长也向基金会提出了基金会规范运作等建议，

表示信任秘书处专业工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基金会的发展。 

 

附件： 2017 年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工作征求意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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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jjh@cnta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