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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宣布
追加 5000万企业社会责任基金

2016 年 11 月 17 日，在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广州车展媒体
沟通会当日，大众汽车集团管理
董事会成员、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 总裁兼 CEO 海兹曼教授宣
布，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将追加
5000 万企业社会责任基金，持续
投入环境保护、可持续交通和社
会关怀等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全面升级

在与中国汽车工业共同成
长的同时，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坚实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将环境
保护、可持续交通和社会关爱确
立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
展的三大核心领域， 积极推行

“千名教师环境友好使者”、“儿
童安全行动”和“青少年足球”等
公益项目。

“今年，大众汽车集团在全
球范围内启动了‘携手同心—
2025 战略’， 致力于成为一家世
界领先的可持续移动出行解决
方案提供者。 ”大众汽车集团管
理董事会成员、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教授
在沟通会上表示，“企业社会责
任与可持续发展工作是大众汽
车集团‘携手同心—2025 战略’
的重要组成。 中国即将迎来移动
出行新时代。 在拥抱变革的同
时，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将不忘
初心，切实履行我们对中国市场
的承诺。 为此，集团（中国）追加
5000 万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基
金，用于支持环境、交通安全及
社会议题等方面的多项公益活
动，同时也将为未来新项目的启
动提供有力保障。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将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

藉由此次宣布第二期 5000
万企业社会责任基金启动的契
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战略也宣布全面升级。 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部高级总监殷进强调：“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将以在第二期
企业社会责任基金的基础上，携
手各方合作伙伴建立企业社会
责任生态体系，强化共同成长和
共享理念，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发
展模式的转型和升级。 ”

“第二期 5000 万基金的执行
规划涵盖未来三年。 具体到执行
层面，我们会根据市场和受众群
体的变化做出调整。 ”殷进在接
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与创新并行促进儿童
交通安全

在可持续交通方面，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的儿童道路安全
宣教活动蓬勃开展。

殷进介绍：“2014 年，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携手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成立了‘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儿童安全基金’，目前，政
府在研究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的相关法律的制定， 与此同
时，我们觉得公众的相关意识需
要提升。 为此，在 2014—2015 年
期间， 我们在 10 个城市相继开
展儿童乘车安全路演及相关宣
传活动，并捐赠了 1250 多台儿童
安全座椅。 ”

截至目前，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首创的依托社区的“大众
汽车儿童道路安全体验中心”，
目前已扩展至全国 8 所城市，累
计受益近 5 万人次， 并计划于
2017 年底扩展至全国共 13 个建
有大众汽车工厂的城市。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并没
有将活动局限在路演等宣传上。
殷进表示， 在社交媒体时代，传
统的路演等方式虽然能够与公
众进行直接交流，但覆盖面毕竟
有限。“需要通过新的沟通方式，
扩大儿童道路安全项目的受众
覆盖范围。 今年我们在社交媒体
平台成功发起了随手拍 # 熊孩
子与儿童安全座椅 # 活动，得到
# 夏朗先生 # 黄磊的大力支持，
产生了 4000 多万阅读量，获得了

广泛关注。 ”
从受助者角度出发，是现代

慈善的重要理念。 为了让孩子们
参与到儿童道路安全项目中，

“我们在考虑成立‘儿童专家
团’，倾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深
入了解孩子对安全知识的需求，
制作出让孩子觉得有趣的、想要
的方式和内容。 然后，融入到我
们的项目设计中。 ”殷进说。

此外，根据大众的调研结果
显示，制约儿童安全座椅普及的
原因有很多，比如占空间、难安
装等问题，为此，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今年启动了“大众汽车
杯———儿童乘车安全保护系统
创新设计大赛”。 希望能够集结
大学生智力资源，为包括儿童安
全座椅在内的车内安全保护系
统的设计和使用提供新的参考
和思路。 来自全国 9 所大学的 40
支团队参加了大赛。

推动环境保护注重人文关怀

在环境方面，今年 6 月，在中
国总理李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的共同见证下，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 与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签署
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大众汽
车环境教育基金”合作协议，与环

保部宣教中心发起了“千名教师
环境友好使者—播种绿色未来”
项目。该项目为期三年，将通过引
导 1000 名教师开发环境宣教课
程，使数十万学生从中受益。

在项目日后的开展中，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还将充分发挥
公益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力量，共
享资源和信息， 与环境专业人
士、环保专业机构及教育专业机
构和组织紧密合作，帮助教师提
升环保教学水平，不断提升项目
影响力，提升青少年学生的环境
知识、意识与行动能力，推动他
们对当地学校和社区产生积极
影响。

自 2013 年，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
邀请下加入“彩虹桥工程”公益
项目，便与中国青少年足球结下
了不解之缘。 之后，大众汽车集
团（中国）鼎力支持中国青少年
足球的可持续发展，成立了“大
众汽车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
先后开展“大众汽车青少年足球
训练营”、“大众汽车青少年足球
教练员培训班”和“大众汽车青
少年足球夏令营” 三大公益项
目，助力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和教练员的技术提升、人才储备
和长远发展。

与中国的公益伙伴共同成长

在公益项目的执行层面，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许多中
国本土公益组织合作。 为什么
会选择这些合作伙伴？ 殷进介
绍道：“由于集团内部有着严格
的监管体系， 因此在选择合作
的基金会时也十分谨慎。 我们
首选与国家 5A 级基金会合作，
在运营、 资质和能力等方面都
有保证。 其次需要基金会关注
的领域和我们的项目服务领域
是契合的。 比如儿童道路安全
项目， 我们选择了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 环保方面与中华环
保基金会合作。 ”

与这些大型机构合作，也考
虑到他们在各地有自身的组织
网络和合作机构。 很多地方项目
落地时，需要地方妇联、足协帮
助协调项目的实施。

而在与地方机构合作时，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也希望通过
项目的执行，对这些公益组织的
能力培养和提升做出一定贡献。

“首先，项目有资金投入；其次，
我们把企业运营、项目运营的管
理方法引入到公益项目里。 对当
地公益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一定
的经营方式、方法论方面的沟通
和培训等。 ”殷进说，“这也是我
们做这个项目附加的公益目标
之一。 ”

为更好地支持和提升企业
社会责任活动， 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在 2014 年正式成立了
员工志愿者协会， 鼓励员工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 10
月，“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志愿
者委员会”成立。 来自大众汽车
集团（中国）各个部门的委员会
成员， 将负责企业社会责任项
目和日常公益活动的策划、组
织及调配的工作， 旨在实现大
众汽车集团（中国）体系内部的

“人人公益”。
（王会贤）

2016 年 11 月 18 日，救助儿
童会与成都市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发起为
期两年的“全纳教育教师培训项
目”。 依托此项目，国内首个全纳
教育教师进阶培训手册《全纳教
育 ABC》 的编写工作已正式启
动。 全纳教育教师培训项目，是
救助儿童会在今年 9 月启动的
2016—2018 全纳（融合）教育公
益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此次合作，救助儿童会
将把近 30 年来开展全纳教育项
目获取的实践经验进行整合提
炼，与成都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通力合作，首先在成都试点打造

一支市级核心全纳教育师资队
伍，并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开展
全纳教育师资培训工作。 通过加
强普通学校全纳教育支持体系
的建设，为每一名儿童创造更加
融合、更有利于其潜能发展的教
育环境，从而促进国内更多的残
障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有质量
的基础教育。

《全纳教育 ABC》教师培训
手册的编写工作，以国务院颁布
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
2016）》为指导方针，在救助儿童
会与美国铂金斯盲校合作开发
的《铂金斯全纳教育师资培训手
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救助

儿童会在项目试点工作中的实
践经验， 并融合大量一线案例，
做到体系化、系统化。 该手册针
对不同教师群体开发出进阶性
和分层性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
实践性和操作性，将广泛运用到
全纳教育各级教师的能力建设
和培训之中。

据救助儿童会全纳教育项目
经理王星星介绍：“目前，各地都在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普通学校探
索开展全纳教育的有效模式。但在
具有个别化教学需求的学生面前，
普通学校教师经常表现出有心无
力，缺乏专业技能指导，不知道如
何给予学生尤其是残障学生个性

化辅导。这套培训手册力图对教师
提供循序渐进的辅导，解决教师的
燃眉之急。 ”

作为国内首个全纳教育教师
的进阶培训手册 ，《全纳教育
ABC》 将针对全纳教育实地开展
中， 对不同层面的教师能力建设
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专项设计。 具
体来说，A 级培训面向学校的普
通学科教师及所有新入职教师，B
级培训面向校级资源教师，C 级
培训面向区域级资源中心教师，
从 ABC 三个层级满足全纳校园
的系统性教师能力建设需求，为
每一个孩子接受全纳教育提供最
重要的可持续的师资保障。

由救助儿童会携手合作伙
伴共同发起的 2016—2018 全纳
（融合）教育公益项目，将通过与
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及
国内数所师范高校的紧密合作，
面向师范专业学生开设全纳教
育课程，并通过相关教材的编写
开发，进一步探索全纳教育人才
培养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2009 年
至 2015 年，救助儿童会先后在四
川、云南、新疆的多个县市成功
开展了两期全纳（融合）教育公
益项目。 第二期项目结束后，累
计有 2022 名残障儿童和 12404
名普通儿童从中受益。

（张慧婧）

救助儿童会编写国内首本全纳教育教师进阶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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