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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新明日朝阳助学金在北京大学
举办爱心见面会

2015 年 12 月 11 日， 顶新公
益基金会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

“新长城———顶新明日朝阳助学
金” 受奖学生爱心见面会在北京
大学举行。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中
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江绍高，顶
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年，北
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 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院长张虎，40 名北大受奖学
生，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等其他北京受奖学校师生代表以
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顶新明日朝阳奖学金”是由
顶新国际集团旗下的顶新公益基
金会设立， 旨在全国范围内资助
成绩优异、家境清贫、品德正直且

未得到其他组织援助的大学生，
希望他们成人成才、 顺利完成大
学学业， 将来回馈社会。 自 2007
年起，已经历八年，今年为项目执
行第九年， 惠及高校学子遍洒全
国各地。 截至 2015 年 12 月，累计
为 1917 名清贫优秀的大学学子
发放奖助学金 723.4 万元。

2015 年度顶新公益基金会携
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国内 19 所
高校范围内为 310 名优秀学子提
供每人 3000 元的助学金，让这些
优秀学子在求学之路上能走得更
从容。 对于获奖同学来说，这份助
学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
是一份心灵的慰藉。 顶新公益基
金会除了颁发助学金之外， 更注
重与同学们的情感交流， 关注他

们的未来成长， 这也正是顶新支
持学子们顺利完成学业的希望之
所在。

19 所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
津农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除提供助学金外， 顶新公益
基金会顶新项目评审小组还核发
资助了 261 名高校同学 113 万元
奖学金。 2015 年度奖助学金总计
发放 571 名， 奖助学金金额 215
万元。 （管乐欣）

在冬天， 只穿一件 T 恤，去
做一件好玩的事，就能帮助灾区
儿童温暖过冬？

2015 年 12 月 22 日，壹基金
联合上百家媒体和品牌共同倡
议，将每年的冬至定为“寒冷公
益日”， 呼吁社会和爱心人士能
够给予高寒凝冻灾害地区儿童
更多的关注和实际的帮助。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寒
冷公益日”， 壹基金还发起了
“100 个寒冷体验官” 招募活动，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11 日期间， 每一位活动参与
者可身着任意 T 恤进行寒冷体

验或提出自己的寒冷体验计划，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分享，并在冬
至日“寒冷公益日”当天，响应
“穿一件 TEE 去上班” 的号召，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行动
和感受。 同时，网友每晒出一个
自己的趣味寒冷体验，就有爱心
企业为温暖包项目捐赠一元。

这种新鲜有趣的公益参与
方式也得到了众多明星和企业
响应。 以 UBER 为例，北京地区
用户，每完成一次 UBER 行程，
UBER 将向温暖包捐出一元。新
浪微公益、《中国慈善家》、 新华
公益等媒体则与壹基金共同发
出“寒冷体验官”招募令。

近年来，壹基金在关注重大
自然灾害的同时，将主要资源和
精力投向中小型地震、 洪灾、干
旱、凝冻等自然灾害的持续和常
态化备灾及救援中，并持续关注
灾后儿童的需求。 2015 年冬天，
温暖包将在 4·25 西藏地震灾
区、凝冻灾区、当年发生灾害实
施救助的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发放，为受灾害影响的孩子
送去御寒衣物、玩偶和减防灾知
识读本，预计将有超 5 万名儿童
从中受益。“100 个寒冷体验官”
也是该项目中的公众互动与体
验的重要环节。 （张明敏）

“根植三十载， 共创芯未
来”，伴随着年度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的发布， 英特尔通过多个
案例和故事， 生动地诠释了三
十年来公司与国策同步、 与产
业融合， 通过建立创新生态圈
推动社会发展的历程。

2014—2015 英特尔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从企业责任战
略、教育创新、智慧社区、志愿服
务，关爱地球、员工和责任供应
链等多个层次全面、详实地阐述
了英特尔在中国的战略思考与
实践成果。

英特尔中国企业事务部总
经理朱文利表示：“30 年来，英
特尔已将本土化战略和创新基

因持续融入到企业责任的实践
中，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教育变革、环境治理、社区
创新， 以及应对社会其他挑战
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努力打造
创新生态圈，实现多方共赢，让
中国创新绽放世界。 ”

2015 年， 英特尔中国以多
种形式全方位助力“双创”战略，
践行“开放创新”理念。 在“创客
创未来”的分享环节中，2015 中
美青年创客大赛的冠军得主

“坚果健身”团队以及清华大学
的付志勇副教授分享了他们的

“创客”活动和“创新”教育经历。
来自“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公
益组织的创始人理事长翟雁就

“跨界创新，重塑智慧社区”的主
题，分享与英特尔合作的经验。
“志愿服务创造美好明天”主题
带出 80 岁的夏奶奶如何通过
英特尔志愿者服务学用电脑上
网冲浪的故事。多年来，英特尔
的志愿者们一直活跃在社区的
各个角落，关注着教育、环境、
养老等重大社会问题。 时值英
特尔进入中国 30 周年，公司鼓
励员工以志愿服务的形式进行
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来自
英特尔大连工厂的员工柯黎颖
通过自己和同事们的亲力亲
为， 分享了英特尔志愿者们的
成长历程。

（张慧婧）

近日，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在四川雅安举行“蓝天下
的希望———2015 蓝光再向芦山
公益行暨蓝光思延中学揭幕典
礼”。 历时两年建设，蓝光发展向
2013 年雅安芦山 4·20 地震捐款
2000 万元灾后重建项目蓝光思
延中学、蓝光凤禾中心校顺利落
成。

2013 年 4 月 20 日， 四川雅

安芦山发生 7.0 级地震， 雅安人
民和经济社会蒙受巨大损失。 蓝
光发展在听闻灾讯的第一时间，
立即启动公益捐赠机制，当即决
定向雅安芦山地震灾区捐款
2000 万元建设两所公益学校。

在两所公益学校落成现场，
蓝光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铿还宣
布了蓝光的一项长期公益项
目———蓝光全民公益平台正式

启动。
据介绍，“蓝光全民公益平

台”这一大胆的构想，将以蓝光
助学基金和蓝光公益志愿者两
大公益实体为主要支撑，以“互
联网+”互动矩阵作为平台技术
支撑， 通过变革公益组织形态
和运营模式， 将单方面点对点
的爱心施予、 物质捐赠升级为
全民可参与、可持续、贯穿线上

和线下的“全民公益平台”。 在
线下， 通过号召蓝光集团内部
员工、蓝光业主、社会公众、合
作伙伴等加入平台， 实现真正
的基金化，最终实现全民公益；
在线上，则以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博、 网站、H5 等新媒体技术
和手段，构成公益平台的 O2O
闭环。

“蓝光全民公益平台” 正式

运行后，拟在全国范围内用 3 年
时间培训 100 位乡村教师， 在 5
年内再搭建 100 个爱心书屋、举
办 100 堂在线公开课、关爱 1000
人次留守儿童和在 20 所学校开
展重大节日捐赠活动等， 形成 5
大长期公益线索， 全面巩固助
学、赈灾、扶贫、助孤等多个公益
领域。

（张木兰）

12 月 19 日，中华思源工程
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思源工
程”）、芭莎公益慈善基金在北京
举行“2015' 思源救护中国行”暨
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捐赠 100 辆
救护车发车仪式， 再次向新疆、
贵州、 甘肃、 内蒙古等 12 个省
（市、自治区）的贫困县医院捐赠
100 辆救护车，以提高当地国家
级贫困县医疗急救水平，以健康
扶贫、医疗扶贫等方式，让更多
的农村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医

疗服务，减少我国“因病致贫”群
众数量。

据了解， 截至目前，“思源
工程” 已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企
业、人士和媒体，向我国贫困地
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
受灾地区等累计捐赠 1089 辆
救护车， 其中芭莎公益慈善基
金捐赠了 539 辆。 本次出发的
100 辆 救 护 车 全 部 来 自

“2015BAZAAR 明星慈善夜”上
慈善拍卖及认捐环节， 是慈善

夜后的首批发往贫困地区的救
护车；慈善夜当晚，除了募款拍
卖时三大星光熠熠的爱心战队
为筹集更多善款呐喊助威，救
护车的认捐环节更是掀起当晚
晚宴的最高潮，众多爱心明星、
商界领袖、文化名人、社会名流
纷纷参与进来， 用实际行动支
持贫困地区医疗急救事业和精
准扶贫工作， 奏响中国慈善最
强音。

（张明敏）

蓝光捐建芦山两所校园落成，可容 600 名学生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百辆思源芭莎救护车助力贫困地区精准扶贫

中国首个“寒冷公益日”
壹基金招募“寒冷体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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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滕鸿年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