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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耕耘青年科普 探知未来再度起航
“SOLVE� FOR� TOMORROW探知未来 2016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隆重开启

� � 7 月 29 日，随着中国科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徐延豪的宣布，“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正式启动。

这一全国青年科普创新的
重量级公益大赛是由中国科协
科普部、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主
办，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协
青少年科技中心承办，并由中国
三星独家赞助，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独家公益支持，互动百科
独家推广的， 活动自 2013 年至
今已延续了四届。

命题更加贴近生活

中国科协科普部部长杨文
志在现场介绍了今年的赛程赛
制， 他表示：“在三年的积淀下，
今年大赛既有传承又有改变，相
信能成为青年学生展示创意、挑
战自我的优秀平台。 ”

时至今日，第四届大赛已成
为影响力超群的国家级公益赛
事， 参赛队伍也从 2013 年的
2703 支发展为 2015 年的 7224
支，累计参与人数超 17 万，在全
国大中院校及高中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 今年不仅继续邀
请倪光南院士作为首席裁判长，
更力邀自动控制领域的泰斗人

物吴澄院士担任今年首席专家。
在“节能，环保，健康”主题

的框架之下，大赛分“科普实验
单元”和“创意作品单元”两大部
分， 高中组与大学组两大组，以
及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今年，启动仪式中特别设置
了新命题展示环节，要求选手们
设计并制作出能够承受不同量
级的移动及冲击荷载的桥梁结
构模型。 这一根据社会科技趋势
更替命题的举措也让比赛与时
俱进， 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拥
有了创新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三星助力科技青年圆梦

三星集团大中华区副总裁
李秉澈表示：“大赛内容更贴合
社会、融入生活，更具实用价值。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希望
通过大赛让学生们更加了解科
技对于生活的意义。 ”

三年来，大赛改变了很多青
年的人生轨迹，有学生因参大赛
放弃了热门赚钱的学科，选择到
香港攻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也
有学生参与大赛后留校任教在
母校中传播科技的火种。

往届的优秀教师代表和学
生代表也到场与大家分享参赛
经验与收获， 鼓励更多有梦想、
有知识的学生展现自己的风采。

在主办方中国科协科普部
和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代表、中国
三星代表以及大赛首席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澄的共同携手
下，用启动台上的三星盖乐世 S7
edge 手机点亮了舞台中央的四
根立柱，这标志着“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2016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正式启动。

欢迎有志青年参赛报名

从即日起至 10 月， 该赛事
接受全国范围报名。 全国普通高
中（含中专、技校）在校学生、全
国高校在校学生（含大专生、高
职生、本科生、研究生），均可以
团队形式报名参加。 每支参赛队
伍由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组成，

每支队伍选手 2~3 人，指导教师
1 人。 参赛者可在本校范围内自
由组队参加比赛，但不得重复报
名组队参加同一单元比赛。

据悉，大赛是全国唯一一个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公益类赛事，
入围选手的吃住行都由组委会
承担。 大赛的奖品丰厚，复赛入
围总决赛可以获得三星电子产
品，总决赛每个命题前三名的团
队成员都可以获得三星电子产
品组合，而且，每个命题的冠军
团队将获得免费到发达国家的
尖端科技企业及世界排名最靠
前的大学深入参观交流的机会。

赛事将在全国范围内划分
五大赛区如下———北京赛区：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复
赛地点： 中国科学技术馆（北
京）；哈尔滨赛区：黑龙江、吉林、

辽宁，复赛地点：黑龙江省科学
技术馆（哈尔滨）；上海赛区：上
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复赛地点：上海科技馆
（上海）；广州赛区：湖南、湖北、
广东、广西、海南、河南，复赛地
点：广东科学中心（广州）；成都
赛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
藏、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
疆，复赛地点：四川科技馆（成
都）。 （王祺文）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李金旺讲解新命题 中国科协、三星、科技馆及青基会等到场嘉宾合影

2016 年 7 月 29 日，由《南方
周末》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年会在北京举办，“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与关爱保护”成年
度关注议题。

年会发布了《2015 年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6 中
国企业基金会发展研究报告》、
《2016 年度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十
大趋势》三份报告，并为在 2015-
2016 年度社会责任领域贡献突
出的个人及在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表现优秀的企业和责任案例
颁发奖项。 同期举办的企业社会
责任高峰论坛以“协同共享———
移动互联时代下的 CSR 应变之
道”为主题，就社交网络时代下
的公益传播路径与模式等议题

展开多场不同角度的研讨交流。
“留守儿童”成年度关注话题

在责任年会现场，主办方将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关爱保
护”作为年度关注单元。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
金华强调民政部门将从推动政
府机关建立专门的儿童权益维
护机构入手， 并搭建一个平台，
为所有的社会力量参与关爱保
护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条件。

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务
长曾晶则通过“福利主任”职位
试点、“儿童之家”示范地的机制
建设，分享了两种解决留守儿童
实际困难的创新模式，并呼吁各
方力量共同发力，探索更多机制
建设。

年度责任领袖揭晓

《南方周末》每年会在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推举出本
年度的“责任领袖”，借以表彰那
些“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有着
自己的理念和坚持，乐于付诸实
践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同时他
们也善于引导和带动其他有志
于此的人”。

以性别为特征的中国妇女
发展基金会， 从 1988 年成立至
今， 着眼于妇女最切身的利益，
始终坚持维护妇女权益。 秦国英
作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一直和妇基会
及背后支持他们的企业站在一
起， 创造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模
式，进一步给妇女、家庭和儿童
提供更多的帮助， 被评为年度

“责任领袖”。
被评为“责任领袖”的还有

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歌唱家谭
晶、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长大泽英俊、阿拉善 SEE 生态
协会会长钱晓华以及北京上学
路上公益促进中心理事长刘新
宇。

发布三份 CSR 研究报告

年会还从多个纬度全面探
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议题，
并发布了三份研究报告，它们分

别是：《2015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研究》、《2016 中国企业基
金会发展研究报告》、《2016 年度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十大趋势》。

《2015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研究》显示，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的数量出现了首次回落，反
映出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进入到一个平台期，今后将更加
追求质量。

而国内企业基金会实践的
十多年，它们的数量及资产同样
呈现飞速增长。《2016 中国企业
基金会发展研究报告》 显示，过
去五年市一级的企业基金会是
增长最快的，另外基金会也是根
据经济的发展线走的，经济发达
地区基金会先行。 民营企业基金
会已经成为企业基金会当中的
主力。

延续去年蓝皮书中首次提
出的“企业志愿者”议题，《2016
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十大趋势》
就目前国内的宏观形势和刚刚
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企
业志愿服务的影响进行解读，
并结合企业志愿服务国外和
国内的创新实践，预测企业志
愿服务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
效推动企业志愿服务的规模
化发展。

责任案例及责任单项奖揭晓

责任年会每年会选取一些

具有表率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
案例，一方面对企业进行肯定和
表彰，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能够
了解企业的责任行为正在给我
们的社会带来的改变。 入选案例
要求符合三个标准： 差异化、持
续性和整合力。

本年度入选的企业责任案
例包括：爱茉莉“妆典生命”公益
项目、安利中国学前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华晨宝马 BMW 儿童交
通安全训练营、东风悦达起亚东
风希望小学、东风英菲尼迪“敢
爱星球”公益行动———关爱自闭
症、 福特中国福特汽车环保奖、
丰田河北丰宁治沙植树、光大信
用卡无障碍信用卡、 沪江互+计
划、海航积分换公益项目、恒大
集团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精准脱贫、华润怡宝百所图
书馆计划、 肯德基天使餐厅、世
茂集团世茂爱心医院、 腾讯 9·9
公益日。

本年度入选的责任单项奖
包括： 最佳责任管理———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与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最
佳慈善表现———碧桂园； 最佳
责任报告———蓝光发展（《2015
年社会责任报告》）； 最佳志愿
服务———达能中国、松下；最佳
责任团队———伊利集团社会责
任管理团队、 华夏银行总行办
公室。

（王勇）

《南方周末》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关注留守儿童

2016 年度责任案例获奖企业代表上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