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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结业
53名希望厨师毕业上岗

6 月 17 日， 第二届李锦记
希望厨师毕业典礼在北京劲松
职业高中（常营校区）顺利举行。
结束了两年在校中餐烹饪课程
学习和一年酒店实习时光，53
名李锦记希望厨师正式毕业，走
上厨师工作岗位。 李锦记还为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中餐烹饪
专业 30 名优秀学生颁发了李锦
记厨星奖学金。

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启动
于 2011 年。四年多来，李锦记秉
承“帮助经济上有困难青年学厨
圆梦、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
星”的宗旨，已在全国近 20 个省
份的贫困地区，招录了近 300 多
名有厨师梦想的青年，全额资助
（包括学杂费和生活补贴等）其
学习中餐烹饪专业。

李锦记酱料集团全球企业

事务总监孔君道说：“热烈祝贺
53 名学生学有所成、顺利毕业，
进入四五星级酒店工作，真正开
始用双手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北京劲松
职业高中对李锦记希望厨师的
认真培养，感谢社会各界对李锦
记希望厨师项目的认可与支持。
秉承‘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理
念，李锦记将继续创造机会推动
职业教育的发展，把更多需要帮
助的孩子吸收进希望厨师项目
中来，努力让更多有志青年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 ”

李锦记中国公关关系和企
业传播总监赖洁珊介绍，2015
年李锦记希望厨师招生工作已
于日前正式启动，本年度报名截
至 6 月 30 日。 有意成为新一届
希望厨师的经济上有困难青年

可登录李锦记官方网站，查看正
上方“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专
题页面， 详细了解项目情况，参
与报名。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上，李锦
记还为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中
餐烹饪专业高一、 高二共 30 名
优秀学生颁发了李锦记厨星奖
学金。 2015 年，为激发职业学校
中餐烹饪专业学生学习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热情，鼓励学生德智
体全面发展，李锦记分别在北京
市劲松职业高中等全国四所职
业院校中餐烹饪专业特设李锦
记奖学金。 李锦记奖学金的设
置表明李锦记致力于弘扬中华
优秀饮食文化，不遗余力促进职
业教育发展，努力为培养新一代
中餐烹饪厨师新秀做贡献。

（徐辉）

2015 年 6 月 16 日，首届中
国非公募基金会慈善事业论坛
暨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十
周年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举行。 政府部门人士、基金会负
责人及来自公益慈善领域的学
者，共同围绕中国非公募慈善基
金会未来十年的发展展开讨论，
探索公益新常态。

“此次活动是彰显大爱大善、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次盛会。 香江
社会救助基金会之所以发展到今
天，国家政策是保障，党政支持是
基础，香江努力是关键。 ”第十届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顾秀莲对此次
论坛表达了高度的赞誉， 并充分
肯定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主席
翟美卿以慈善为己任的敬业精
神：“尤其是她曾三次向全国政协
提交提案， 提出留守儿童保护的
‘建言’、‘建制’、‘践行’三步计划，

倡导以家庭为单位关注留守儿
童、搭建‘1+8’留守儿童保障机
制， 构建适合农村及城市边缘地
区留守儿童保护的立体模式。 ”

香江集团总裁、香江社会救
助基金会主席翟美卿在大会上
做了基金会十周年工作报告。作
为民政部批号“001”的中国首家
国家级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香江
社会救助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
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时代。

从 1992 年参与慈善事业至
今，香江集团累计向社会捐赠了
10 亿多元。 而见证中国非公募
慈善基金会从无到有的香江社
会救助基金会，在中国首次探索
建立了以企业为母体，单独注资
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十年来，
捐赠金额近 1.2 亿元。 香江社会
救助基金会始终聚焦“教育、扶
贫、救助、赈灾”四大领域，共策

划实施了超过 20 个品牌项目，
帮助孤儿、老人、妇女、残疾儿
童、单身母亲、特困家庭、中小学
生及大学生等 200 多万人。

谈及举办此次论坛的意义，
翟美卿表示，通过搭建公益慈善
领域各方沟通交流的平台，一方
面有利于基金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找准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
更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公益行业
的整体发展，使非公募慈善基金
会能在更优质的土壤中成长。同
时，翟美卿还向记者透露了香江
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十年计划，包
括每年继续捐建 100 家“香江爱
心图书室”， 启动“香江爱心助
学”计划，每年资助 100 名贫困
大学生学杂费，开拓新的“香江
光明使者”项目，每年资助 1000
例贫困白内障病患手术。除此之
外，还会根据社会的需要，一如
既往地帮扶助困。 （徐辉）

2015 年 6 月 16 日， 由人民
日报社、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教育部、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联合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
有限公司、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网络社会工作局、教育部新闻
办承办的“2015 第二届全国平面
公益广告大赛暨全国大学生公
益广告征集活动”在人民日报社
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主办单位、
中央文明办、 中国广告协会、北
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的
嘉宾和专家出席了启动仪式，著
名节目主持人鞠萍和影视演员
吴京被聘为本次活动形象大使。

公益广告是国家品牌建设
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 本
届大赛在充分发挥人民日报社、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教育部
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各自
领域的权威影响力和平台高度

优势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央党报
的全局视野和高度，广泛调动传
统媒体、网络和各种新媒体的传
播资源，旨在提升各种形式公益
广告作品的感染力，加强公益广
告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
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公
益、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本届大赛根据参赛对象分
为学生组和社会组，设置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理想
信念、依法治国、网络文明、传统
美德、雷锋精神、传统文化等 17
大主题。 全国各类高等院校的在
校全日制大学生、 学生社团、广
告（代理）公司、制作公司或广告
主、热爱公益事业和热心公益传
播的组织和个人，均可从金台网
登录同期启动的大赛官方网站
报名参赛。 （张慧婧）

2015 年 6 月 17 日， 中国绿
化基金会在京举办了绿色公民
行动暨手机短信平台互动反馈
活动，并宣布“绿色公民行动”全
新公益互动平台正式上线，共同
号召社会各界以实际行动参与
到绿色环保的工作当中，实现生
态的可持续发展。全国绿化委员
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信集团、
国家电网、芬欧汇川、奥的斯电
梯等多家捐赠单位代表、各大媒
体代表以及绿化志愿者百余人
参加了该互动反馈活动，优秀青
年演员张丹峰担任“绿色公民行
动”公益推广大使。

“绿色公民行动”由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国家林业局以及中
国绿化基金会共同发起，号召包
括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在内
的社会各界携手关注生态环境，
参与生态宣传及捐资造林保护
环境。本次上线的全新公益互动
平台网站打造了全新的视觉体
验，不仅推出了已有的 10699969
手机短信捐款平台，更融入“互
联网+”元素———利用微信、微博

等全新平台， 增加了微支付、支
付宝等全新捐款渠道，以支持社
会各界的绿化公益行动。

活动现场，中国绿化基金会
为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绿化公益
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单位
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鼓励他们
继续为生态保护做出贡献。“绿
色公民行动” 包括守护活化
石———名木古树保护项目、以冬
季投喂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物
的鄱阳湖湿地保护、我要自由呼
吸———飞絮治理项目、我为蓝天
种棵树常态化小额捐赠项目。

自 2011 年“绿色公民行动”
项目启动以来，在多家爱心企业
以及社会人士的捐助下，中国绿
化基金会先后开展了河北金山
岭地区植树造林、内蒙古阿拉善
植树治沙、甘肃刘家峡经济林种
植、 河北丰宁坝上造林绿化、河
北山海关樱桃种植等项目，收到
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推动了绿化
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带动了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到生态造林中。

（张慧婧）

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成立十周年
十年捐赠金额近 1.2亿元

“绿色公民行动”正式启动

第二届全国平面公益广告
大赛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