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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星为西部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 � 7 月 2 日下午， 在青海省第
五人民医院里，76 岁的韩姓老人
既激动又惶恐。

老人右眼患白内障已经四
年，左眼也模糊不清。在模糊中摸
索了数年, 他一直梦想着看清的
那一天。这一天真的到来了，他又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等到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刑建绪
轻轻揭开蒙在他右眼上的纱布，
他呆坐了一会，不知所措。

等他回过神来， 他连声说：
“感谢，感谢，感谢你们。 ”

同天在青海省第五人民医
院的， 有十位与他经历相似的
人。 他们因为白内障而失去视
力，也因为贫困而一直没有得到
治疗。 在中国三星的赞助下，他
们得到了免费复明手术的机会。

7 月 2 日，“集善三星爱之
光·启明行动”在青海西宁举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
长刑建绪、青海省政府副秘书长
马骥、青海省残联党委书记肖建
军、中国三星公益负责人等参加
了启动仪式。 在捐赠仪式上，中
国三星宣布，今年将赞助西宁和
银川共 1500 名白内障患者进行
免费手术。

为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韩姓老人和爱人是西宁的
低保户，生活困难。 三个孩子都
已成年，但两个儿子靠打零工生
活， 女儿因有心脏病不能工作。

因房子拆迁，老人一直住在租住
的房子，靠外甥打零工和老两口
一个月 485 元的低保费收入维
持生活。 4 年前，老人的右眼开始
看不清，数千元左右的白内障治
疗费用成了一座翻不过去的大
山。

在拖延中， 他右眼失明，左
眼也越来越看不清。 本来打算要
放弃的老人在 6 月底接到社区
的通知，说困难户可以免费做白
内障复明手术， 可把他高兴坏
了。 在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接受
了免费治疗手术后，老人的右眼
终于看得清了。

让老人得到免费手术的是中
国三星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携手开展的一项综合的助残行
动———“集善·三星爱之光”行动。
从 2010年起，中国三星每年捐赠
1000 万，5 年共捐赠 5000 万用于
白内障复明手术、 中国康复中心
改造、 自闭症儿童康复及听障儿
童康复等综合性助残项目。

慈善西行

青海地处高原， 紫外线较
强，常年积雪，白内障患病率较
高， 每年新增白内障患者 2800
名左右， 其中多数为中老年人。
与东南部相比，西部不少地区经
济发展较为落后， 收入水平较
低。 对于贫困的患者来说，没有
外在的帮助，他们很难独自承担
数千元的治疗费用。

家住西宁的马继明今年 59
岁，去年下半年左眼开始看不见。
老两口一直靠打零工生活， 大学
毕业不久的两个孩子也没有正式
工作且还在还助学贷款， “真的
不想为眼睛再借钱了。 ”他说。 幸
运的是，他因三星的“集善·三星
爱之光”行动恢复了光明。

与中国三星多数业务分布
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对比的是，
中国三星很早之前就在西部开
展公益活动了。 自 2007 年起，中
国三星与中国残联携手，以中西
部贫困地区的患者为对象，通过
派遣医疗队或在定点医院实施
的方式， 为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到 2012 年共帮助 12,600 名贫困
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

在这 12,600 多名患者中，约
7000 多名来自新疆、吉林、江西、

四川、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山
西等地。 2013 年，为白内障患者
免费提供手术机会的地点也在
西部的西宁和银川。

除了助残活动外，中国三星
还在西部开展了助教活动。 自
2004 年开始携手西部阳光发展
基金会共同开展“三星-西部阳
光行动”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活
动，每年寒暑假赞助大学生志愿
者前往西部贫困地区以支教为
核心，以劳务活动、农村调研等
为辅助开展志愿服务。截至 2012
年， 共有 1,800 余名大学生志愿
者参加到该活动中，为那些最偏
远地区大山里的孩子们打开了
一扇通往外界的窗。

这也是三星慈善活动的初
衷：将经营成果与生活困难的人
分享,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重

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扩大支援

中国三星的社会公益活动
并不局限于助残行动，还包括助
农、助学、保护环境等领域。 为便
于三星员工的参与, 助农和环境
保护采取了就近原则。 2012 年，
中国三星共举行了 834 次公益
活动，参加人数为 4.3 万余人。

三星北京、上海等地的法人
还与临近的农民工学校结缘，举
办一对一帮扶、帮助改善教学环
境、带孩子参观科技馆等活动。

今年，中国三星宣布将 2013
年定为“企业社会责任经营元
年”， 承诺开展更高层次的 CSR
活动。 三星将集中已有的资源，
深化教育支持、农村支援、助残
行动、环境保护等原有公益项目
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青少年公
益项目的扶植和培育。

今年 4月， 四川省雅安地震
后， 中国三星在第一时间承诺捐
款 6千万元， 成为外企中捐赠额
最大的企业。 在三星大中华区总
裁张元基看来， 像鱼离不开水一
样，企业也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
三星凭借尖端技术和优质产品实
现良好的经营成果， 然后把这些
成果通过社会公益活动真诚地与
社会共同分享， 以实现与社会的
良性互动，力求实现“做中国人民
喜爱的企业、 贡献于中国社会的
企业”的最终目标。 （韩笑）

中国三星副总裁姜俊为手术患者马继明揭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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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 WWF中国公益活动情况总结
1.拯救东北虎项目 为恢复东北虎猎物种群，WWF与吉林省林业厅、汪清林业局于 2012 年 7月 29 日野放了 30 只马鹿和梅花鹿。 11 月底，
汪清林业工作人员拍到了圈养马鹿与野生马鹿成功合群的视频，证明东北虎猎户种群恢复项目初见成效。 为了掌握东北豹在长白山地区的
分布情况，WWF协同吉林省林业厅于 2012年 12月 9日至 26日在晖春和汪清展开了东北豹的调查项目。调查发现，这一区域内存有 8至 11
只东北豹，其中 8只已证实确实存在。 12月初，来自全国的 10名志愿者与国内著名音乐组合羽泉成员胡海泉共同组成了“爱虎使者”团队，向
15名东北虎栖息地优秀巡护员致敬并表达感谢，并体验了野外监护巡测工作。
2.长江项目 2012年 1月，WWF牵头组织编写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 2011》顺利发布。 WWF高度关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于 2012年开始了
与江西省有关方面的直接沟通和意见交流，并独立支持相关工程影响和优化方案研究。 6月，WWF与中国农业大学共同完成了《中国生态补偿：
不同视角的解读》报告。 2012年，生态有偿服务项目在四川官料河和赤水河试点。 3月，用于评估全球流域和企业自身水风险状况的在线评估工具
“Water Risk Filter”正式发布并投入使用。 同时期，《国际水资源管理标准》草案公布并征集公众意见，并将在太湖流域选点测试。 2012年-2015
年，WWF将东太湖作为“企业水管理先锋项目”的优先试点区域，并且在该地区率先尝试了“湿地 1+1”计划。 3月，WWF支持水利部中国灌溉排
水发展对我国典型省份的农村生活排水现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农村饮水安全“十二五”规划编制提供技术支撑。 1月，WWF在鄱阳湖组织
了第二届“江豚守望者”活动。 4月，WWF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呼吁建设野外江豚保护早期预警机制以应对野外应急之需，同时建议向
一线保护人员提供野外江豚监测与救护能力培训。 11月,长江淡水豚考察成功举行。 此次发现江豚种群数量可能不足 1000余头。 考察由农业部
牵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WWF和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共同组织。 1月至 5月，WWF西安办公室再次资助开展了第二期西成高铁生物多
样性调查研究工作。 WWF还与四川省林业厅合作开发了《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主要保护对象影响评价技术规
范》。 由WWF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组织的 10支秦岭青年使者队伍走进秦岭腹地，联合开展了为期 10天的青年志愿服务工作。 国家林业局、
SEE基金会、WWF、中国绿化基金会共同主办了“湿地飞羽”———2012年湿地使者行动。 该活动聚焦中国沿海滩涂湿地及长江流域的湿地保护工
作，以迁徙的候鸟作为切入点，与全国 20余家NGO一起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引起全社会对迁徙候鸟及湿地保护的大量关注。
3.气候与能源项目 WWF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出版了《气候变化法律框架中的机构管理与利益相关者地位》。 本报告已经提交至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在WWF的支持下，上海市通过了《星级饭店建筑合理用能指南》。WWF与河北保定市发改委合作开展了“低碳社区评估体
系”的研究。 在 WWF的技术支持下，上海有约 40所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率先采用了三种关于气候变化和低碳实践的新课程
与读本。沃尔沃建筑设备公司和沃尔沃客车公司加入了由沃尔沃集团与 WWF签署的碳减排先锋项目。 WWF推出了首批中国的“气候创行
者”，向市场推荐了四项创新低碳解决方案。 2012年，中国 122个城市，2100多家企业和 350多万个人共同庆祝地球一小时。
4.中国领跑世界革新项目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召开前夕，WWF 发布了《地球生命力报告 2012———迈向里约+20》中文
报告。 11 月底，WWF 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发布《超越 GDP———中国省级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12 月 12 日，
WWF发布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2》，指出从 2003年开始，人均生态足迹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WWF配合银
监会组织了“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政策系列培训”，以可再生能源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风险管理为主题，对超过 20 家中国银行进行
了相关培训。2012年 7月，三年一届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为此，WWF起草了有关中非合作的 40条政策建议，并与中非决
策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5.市场转型项目 WWF与国家林业局合作，继续将《中国企业境外森林可持续经营利用指南》推广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3月，WWF出版了中
国第一本用 FSC森林认证纸张印刷的书刊———《我与森林》儿童画集。 5月，WWF先后两次为在加蓬经营森林和木材的中国企业提供培训，
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可持续的森林经营和贸易。 全球森林贸易网络（中国） 与欧洲家具零售商 Maisons du Monde, Home Retails
Group等合作，对其中国供应商进行供应链管理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满足欧盟木材法规等要求。5月，WWF举办了首届渤海国际观鸟听潮会，
来自国内外的 70多位代表参与，共同呼吁保护渤海地区重要的水鸟栖息地。 黄海生态区的命运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我们认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2012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
现金流量。

� �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