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基金季度总结报告

专项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凯华公益·真爱梦想专项基金

项目周期

2021 年 4 月 10 日-2021 年 5月 30 日

年度项目预算 本期项目支出

CNY 226.7405 万元 CNY 201.03402 万元

本期实施地点 本期受益人数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金纺路 2 号广州国际轻

纺城 7楼一号展馆

学生：20000 人 老师：200 人

项目经理姓名 提交报告日期

周仑 2021 年 7 月 7日

1. 项目进展情况介绍

1.1 项目执行情况（300-500 字）

项目事实：在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活动形式是怎样的，多少人次参与，历时多长时间、

项目内容完成进度、项目目标达成比例等

5月 18日，由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广州国际轻纺城共同主办的 2021 中国（广

东）大学生时装周顺利开幕，本届时装周期间举办了高校的专场毕业作品展演、供应链对接交流会、“广州国际轻纺

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和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优秀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等相关活动组成。

一、今年时装周的活动构成和活动形式：



（1）2021 广东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对接交流会成功举办：本届交流会汇聚行业领导、服装企业、设计师、面

辅料企业和服务平台代表，聚焦“纺织服装产业供应链”优化升级的热点话题，展开专题交流研讨思辨。

（2）各院校服装设计毕业作品展演：原计划将有 27所高校在时装周期间举办专场毕业作品展演，后受广州疫

情影有 8所院校取消了展演活动，最终 19所院校顺利举办了毕业作品展演。

（3）“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本大赛一直是时装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角逐和选拔，

有十家面料企业成为官方指定面料供应商；24 所高装争相报名、竞技，最终由指定面料供应商以市场的专业眼光精

心挑选出 20所院校，组成十大战队强强对决，角逐团体设计大赛各项大奖。

（4）“广州国际轻纺城杯”优秀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总决赛：原计划 5月 30 日举办的总决赛因广州疫情遗憾取

消了，后经组委会研究决定，总决赛最终于 6月 23日以静态展示结合作品图片的形式进行，顺利评选出本科组、

专科组的优胜作品。

二、活动参与人次，活动时间，项目内容完成进度，项目目标达成比例等

本届时装周共有 27 所广东本土院校参与，其中 19所院校顺利举办了专场毕业设计作品展演，20 所高校参加

了指定面料团体创意大赛，10 家广州国际轻纺城的商户成为了指定面料供应商，27所高校参与了优秀大学生服装

设计大赛总决赛

大学生时装周全程进行图片和视频直播，有 882,314 人次观看并下载了秀场图片，同时超过 5,000 万人次通过

在中国网、华数 TV、新浪新闻、优酷、微赞、新浪微博、虎牙直播、bilibili、百家号等官方直播合作平台/机构同步

观看了现场精彩。

1.2 项目效果介绍（300-500 字）

客观记录：受益人整体变化，个别受益人故事，参与人满意度，建议图文结合，图片不少于 3张并添加文字说明



指定面料供应商

组委会为本届指定面料供应商颁发牌匾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

最具市场价值奖

广州市海珠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傅晓初为获奖团队颁奖

特亮纺织战队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发酵》

成员：张宏伟、王景、何芷莹、李月英、揭来悦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

最佳舞台效果奖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刘岳屏为获奖团队颁奖

华棉世家战队

广东培正学院《天山脚下》

成员：黄文怡、吴健仪、林雯倩、洪晓妮、林智通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

最佳面料运用奖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计文波为获奖团队颁奖

中麻战队

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霛》

成员：魏若纭、陈金完、廖婷婷、梁琛贤、邓锡忠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

最佳工艺制作奖

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流通分会副会长谢青为获奖团

队颁奖

明尚纺织战队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纺织服装分校《庆余年》

成员：丁伟、曾敏、梁隐妍、刘晓贤、范倩倩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指定面料团体创意设计大赛

最具时尚风潮奖

广州市海珠区政协副主席邓玲为获奖团队颁奖

鸿盛布业战队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另“疫”面》

成员：熊忆 、江美艺、肖悦、严绮琳、魏巍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2021 广东大学生优秀服装设计大赛总决赛大赛依然坚持权威性、高规格、专业化的宗旨。总决

赛当日，由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终身荣誉会长、中国时装设计师最高荣誉“金顶奖”获得者刘洋担纲评判长，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中国时装设计师最高荣誉“金顶奖”获得者、意大利米兰最高

奖金顶奖获得者计文波，广东省服装设计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芳芳服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中国时装设

计师最高荣誉“金顶奖”获得者李小燕共同组成了顶级评审团。

评审现场图片







评审团在进行严格评选

评审现场，27 组展现中国新生代设计力量的优秀作品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评价。尽管没

有 T 台、没有观众，依然能从作品中看见年轻设计者们天马行空又饱含变革的时尚观点，

感受到服装新生代们的飞扬青春和激情梦想。“大学生时装周已成功举办了十六届，我

们很高兴地见到每一届的参赛作品在专业度、时尚度上都有提高和突破，这群年轻人是

时尚界的未来。”



“广州国际轻纺城杯”2021 广东大学生优秀服装设计大赛总决赛获奖名单

组别 奖项 作品名称 作者 院校

本科组

金奖 《木兰辞》 肖景而 广东白云学院

银奖 《打翻废纸篓》 刘潼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铜奖 《无声的呐喊》 陈慧颖、黎明岚 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优秀奖 《重塑》 尹月峰 五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优秀奖 《痕迹》 罗煜霄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专科组

金奖 《鼓·异》 何诗敏、陈桂艳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银奖 《丛迹》 卓美洁、董宜芯、周盼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铜奖 《巫傩》 李施欣、杨康再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山色有无》 陈楚倩 广州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优秀奖 《haggle over》 陈海铃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PM10》 曾梦洁、陈梓敏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1.3 持续运营或改进意见

具体反思：对遇见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改善策略;给予活动改进的意见

今年，时装周举办期间广州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既定的计划，以后要有应急预案。



2. 季度财务支出明细

专项基金预算表

编制预算机构/单位名称：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

项目名称：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中国（广东）大学生时装周专项基

金

活动举办时间： 2021 年 5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

本期专项总体目标

A

项目直接支出费

用
单项小计 186.14 160.43

执行方 备注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产出（项目目标） 项目周期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量
预算投入

(万元）

结算（万

元）

A.1.1

项目 1:中国（广

东）大学生时装

周

1、中国（广东）大学

生时装周开幕式暨

“广州国际轻纺城

杯”指定面料团体创

意设计大赛

2、院校毕业作品展示

（28 所高校）

3、“轻纺城杯”广东

优秀服装设计大赛

1、参与高校不少于

28 所

2、活动场次不少于

30 场

3、活动传播触及人

数不少于 300 万人

2021 年 5 月

18-5 月 30 日

画册 4 3.6 万方圆

A.1.2 网站费用 1.5 1.5 红慧

A.1.3 宣传物料制作 14

1.5545 万方圆

6.6765 尊者

2.5945 黑羊

1.35 佳作天呈

A.1.4
轻纺城杯及指定面

料大赛演出制作
23.73 16.272 泰百

A.1.5 媒体费用 32.145 30.645 创展

A.1.6
轻纺城杯及其它舞

台改造
31.24 34.5 纳斯



A.1.7 活动策划费用 12.40 12.40 设计师

A.1.8 轻纺城杯评委劳务 4.24 2.65 协会

A.1.9 轻纺城杯评委食宿 3 0 协会

A.1.10
轻纺城杯评委交通

费
2 0.245 协会

A.1.11 领导、嘉宾接待费 1 0.53666 协会

A.1.12 轻纺城杯奖金 17.066 17.066 协会

A.1.13
轻纺城杯选手交通

食宿
3.5 1.946 协会

A.1.14
奖杯奖牌、证书、鲜

花
1.5 0.921 协会

A.1.15 院校评委补贴 12.656 8.588 协会

A.1.16
走访院校期间工作

人员食宿费
0.5 0 协会

A.1.17 轻纺城杯复赛评委 1.1925 0 协会

A.1.18 志愿者费用 1.891 0.6839 协会

A.1.19 活动期间场馆电费 3 2.78756 协会

A.1.20
院校宣传物料快递

费
0.5 0.3289 协会

A.1.21 面料大赛院校补贴 6.78 6.78 协会

A.1.22
指定面料团体赛奖

金
2.65 2.65 协会

A.1.23 面料大赛证书 0.5 0.499 协会

A.1.24
面料企业走访接待

费
0.5 0 协会

A.1.25 指定面料大赛评委 2.65 2.65 协会



劳务费

A.1.26
指定面料大赛评委

食宿费
1 1.0095 协会

A.1.27
指定面料大赛评委

交通费
1 0 协会

B

项目执行人员薪

资
单项小计 37.50 37.50

项目岗位 岗位职责 人员姓名 工作周期 费用类别 费用摘要 单价 数量
预算投入(万

元）

结算 备注

B.1 项目总监
2021 年 4 月

10-5 月 30 日
劳务补贴

1 名项目总负责人，前

中后共计投入 50 天
0.20 10.00 10.00

B.2 项目经理
2021 年 4 月

10-6 月 30 日
劳务补贴

1 名项目经理，前中后

共计投入 50天
0.15 7.50 7.50

B.3 工作人员
2021 年 4 月

10-6 月 30 日
劳务补贴

4 名项目成员，前中后

共计投入 50天/人
0.10 20.00 20.00

C
执行机构管理费

用

(按照年度项目支出

ABC的 10%计算)
单项小计 3.10 3.10

C.1 行政人员费用 / / /
财务、人事、品牌、

IT
/ 1.50 1.50

C.2 行政成本费用 / / /
水电、办公场地分摊

等
/ 1.60 1.60

D 税费 税率：已含税 / / / / / 0.00 0.00

总计 226.74 201.03



3. 财务票据

票据编号 费用名称 票据数量 票据金额合计 备注

项目直接支出费用 *请将所有票据凭证按照票据编号顺序，分类以照片形式附到下方空

白处；

*票据不能相互遮挡，要确保清晰可见，建议用铅笔标记金额部分。

为方便查阅，注意不要颠倒票据或使其横向；

*票据注意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隐私信息进行马赛克

处理。

项目执行人员薪资

品牌筹资支出费用

执行机构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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