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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华大型外宣系列活动”在京启动
2017 年 1 月 5 日，由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互联网
新闻中心指导，中国网文明中华
频道和中国网公益中国联合主
办的“文明中华大型外宣系列活
动”在京启动，并同期举行“2017
文明中华新年公益盛典”， 各界
领导、专家、企业家、华人华侨及
媒体记者 200 余人出席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
明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
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推动中
华文化繁荣发展，需要我们站在
时代高度，礼敬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
席龙宇翔在致新年欢迎辞时说：

“中华文明是我们五千年的历史

传承， 需要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
流与传播的重要窗口，先后与世
界 130 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
友好往来，成功举办了中美文化
年、中俄文化年、中法文化年、中
德文化年、亚洲文化年、联合国
热爱地球拥抱明天等国际交流
活动，坚持用中国声音讲好中国
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把中国
传统文化传播给世界。 ”他还介
绍，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在做
好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的同
时，也积极支持公益事业，先后
向全国 30 多个省、 自治区贫困
地区捐赠人民币 4 亿元，成功建
造了 647 所爱心学校，并积极参
与水灾、冰雪、地震等灾难救援。

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
书记贾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原副部长李北海，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文化部
原副部长潘震宙， 国务院参事室
原参事、 著名经济学家任玉岭等
与会领导则分别从国家政策、中
国文化发展、媒体如何传播、中华
文明国际交流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和分享， 对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
建言献策，纷纷寄予厚望。

为鼓励多年来长期致力于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与交流的单
位和个人， 主办单位现场为施
氏国际投资集团、蒙牛乳业、信
富网络、上海益萃、南京越博、
石林县西街口镇人民政府、江
西优时代、 中乔大三农等单位
分别颁发了纪念证书， 以此鼓
励为中华文明的弘扬与传播做
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与会嘉
宾代表也在发言中纷纷表示，
在未来的工作中将更多的关注

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支持
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

中国网《文明中华》频道于
2016 年 9 月在人民大会堂正式
上线，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
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创

建。 该频道以讲述中华文明故
事、传播文明中华声音为宣传宗
旨，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 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向世界展示高雅、文明、和谐
的中华文化。 （张慧婧）

2017年 1月 2日，深圳市博
时慈善基金会山村教育公益项
目正式上线腾讯公益平台。 活动
以“你运动，我捐款”的形式展
开，微信用户运动满一万步即可
参与捐步活动，博时慈善基金会
则按腾讯公益平台规则配捐相
应数额善款到项目基金。

活动当天， 共有 408503 位
热心网友参与捐步， 累计捐出
502458.58 万步， 博时基金会将
配捐 50.25 万元到项目公益基
金。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该项目
基金将为湖北蕲春山区建造 8
所未来希望幼儿班并投入使
用，送 200 名 3~6 岁适龄幼儿入
学，为他们提供学前教育服务，
解决部分幼儿入学难问题。

本次湖北省蕲春县“扶贫县
教育公益项目” 由深圳市博时
慈善基金会与招商局慈善基金
会于 2016 年 12 月联合发起，由

博时慈善基金会负责出资，招
商局慈善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
国际公益组织“互满爱人与人”
中国区团队负责具体实施。

据介绍，蕲春县位于湖北东
南部，是招商局对口扶贫县，目
前有 1 万名左右 3~6 岁适龄儿
童尚未接受学前教育， 而这些
孩子大多分布于居住较为分散
的北部山区和丘陵地区。 此次
公益项目针对湖北省蕲北山区
学前教育缺少师资和资金的问
题， 通过对贫困地区弱势儿童
进行早期教育成长支持， 缩小
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儿童的距
离，减少代际贫困传递，为贫困
地区“扶贫先扶智、持续脱贫”
燃起希望的星星之火。

博时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09 年，由博时基金发起设立。
博时基金成立于 1998 年， 是国
内最早成立的五家基金公司之

一。截至 2016 年 9 月末，博时基
金资产管理净值总规模 5360 亿
元，累计分红超过 738 亿元。

博时基金作为专业的资产
管理机构， 不仅要以专业的资
产管理服务提升社会资源配置
效率、促进经济与社会进步，还
要融入社会、关注民生、扶危救
困，积极履行社会公民义务。 截
至 2015 年末， 博时慈善公益基
金会累计捐赠 2996 万元， 主要
用于扶贫济困、社区公益和环境
保护等项目，受益万人以上。

博时基金会表示，短暂的线
上活动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公益
捐助永不止步。“博时慈善基金
会已运作多年，此次公益项目上
线腾讯公益平台是一次全新尝
试。 一个人、一个企业的力量终
究有限，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和参与，才能有效改善贫困山区
幼儿学前教育现状。 ” （王勇）

40 万网友参与博时“捐步”活动

近日，凭借在企业社会责任
领域的优秀表现，现代汽车集团
获得由《公益时报》主办的 2016
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优秀
企业奖。 2017 年 1 月 6 日，现代
汽车集团继续承担社会责任，向
山东省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所属
的现代汽车学院捐赠了价值 249
万元的教学设备， 包括 20 台整
车、24 台发动机、20 个变速器及
其它零配件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是山东
省第一所高等职业院校。 2007
年，现代汽车集团在进入日照市
第二年就与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成立了现代汽车学院，致力
于培养一流的汽车专业人才、振
兴地方汽车工业， 目前共有 700
多名学生。

截至目前， 现代汽车集团共
8 次向现代汽车学院捐赠了实习
用设备，包括 37 台整车、62 台发
动机、44 个变速器及其它汽车零
配件等， 帮助学院建设一流的汽
车维修技术实训基地。除此之外，
现代汽车集团还为学院开通教师
海外研修渠道， 带来最新的韩国
汽车技术，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
现代汽车理念的国际化师资。

日照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齐
家滨表示，2006 年现代汽车集团
正式进入日照市以来，对日照当
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做出了积极
贡献。 同时，现代汽车学院在培

养优秀人才和促进就业方面成
效显著，有力促进了地区社会稳
定发展。 未来，希望现代汽车集
团和日照市政府及高校持续协
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现代汽车集团与日照市共
同设立现代汽车学院，对构建企
业与地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共
同体有着深远意义。 双方合作推
动了地区经济发展，而通过优秀
人才的培养和促进就业，地区社
会发展也更加稳定。 ”社科院企
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相关人士
对合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实际上，现代汽车集团多年
来十分重视中国的汽车人才培
养。 自 1992 年中韩建交起，现代
汽车集团还与延边科技大学合
作成立了延吉起亚技术训练院，
由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投资、在教
学设备设施、教材、技术及实践
基地方面实力雄厚。 20 多年来，
该院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专业技
术人才。 由于贡献杰出，2014 年
现代汽车集团专家获得了中国
政府颁发的国家级专家荣誉奖
项“友谊奖”殊荣。

现代汽车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企业与社会发展是和谐
共融的，现代汽车集团希望通过
更多方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加
强与地方合作，努力对汽车产业
和地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 （徐辉）

持续一流人才培养
现代汽车向日照职高捐赠车辆

2017 年 1 月 6 日， 第二届
中国企业公益勋章峰会在京召
开。 峰会由中国企业公益事业
发展组委会主办， 中国文物保
护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
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中国长城学会等多家国家级基
金会作为公益指导单位， 中国
公益媒体联盟协办， 北京青年
报承办。 峰会以“责任创新 精
准公益”为主题，有来自政府、
企业、 公益机构的专家学者及
公益媒体等近 200 名代表出席。

前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
局局长党组书记， 现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表
示：“企业要勇于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 这将是体现企业的形
象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

要标志。 企业要把自身的企业
文化与企业社会责任有机结合
起来， 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 ”

就“新常态下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和“互联网+责任如
何与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相结
合”两大议题，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
宜勇、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秘
书长彭建国、松下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企划部副部长兼 CSR
总监王爱强和安利公益基金会
企业社会责任部传播中心负责
人岳大伟在现场进行了探讨。

杨宜勇表示，《慈善法》为企
业和公民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创
造很好的条件，做一个好企业，
首先做到拥有先进的现代技

术，具有先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理
念。 彭建国认为，企业在追求利
益最大化的同时，社会责任也显
得愈加重要。 作为企业代表，王
爱强与岳大伟一致认为创新、精
准和透明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核心， 同时也是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据悉，本次峰会围绕传统公
益领域及年度公益热点设立六
大勋章， 包括年度杰出公益勋
章、年度扶贫公益勋章、年度绿
色公益勋章、 年度关爱公益勋
章、年度教育公益勋章、年度新
锐公益勋章。 经过前期的严格
评选，民生银行、中脉集团、一汽
大众、松下、安利、智联招聘等
31 家知名企业凭借在 2016 年
公益事业中的突出表现，荣获此
次峰会的年度勋章。 （皮磊）

第二届中国企业公益勋章峰会在京举办
31 家全球知名企业斩获年度公益勋章

1 月 6 日，现代汽车集团向现代汽车学院捐赠价值 249 万元的设备

各界领导共同启动文明中华大型外宣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