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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
华硕电脑联合举办的“你的行
动，中国的未来 2017 华硕 e 创志
愿者行动”在具有百年历史的清
华大学大礼堂正式启动，来自全
国各地的 e 创志愿者用科技点
亮关爱，用足迹印证青春，在青
春与奉献的相互交融中，用科技
的力量搭建起一座友爱的桥梁。

“华硕 e 创志愿者行动”旨在
鼓励当代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
公益，用智慧的视角，发现家乡
蜕变的可能，从而缩小城乡数字
鸿沟，为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贡
献青春的能量。 自 2009 年首次
举办，华硕 e 创志愿者活动已经
走过了 9 个年头，青年志愿者们
在脚踏实地的 e 创实践中，共同
书写了一段又一段难忘的青春
回忆。

据悉，2017 华硕 e 创志愿者
行动已于 5 月 4 日正式启动，所
有热心公益的有志青年均可通
过微信“华硕 e 创公益力量”进
行报名。 成功入围的同学将会获
得免费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组
织能力、演讲与口才等方面的课
程培训，并接受计算机、互联网

应用等多方面专业培训。 培训结
束后，还将进行为期一天的社区
实践演练课程，进行社区走访实
践， 深入了解基层科普情况，并
开展 e 创示范行动，进一步明确
任务、调整心态、夯实技能。 为保
障更多的志愿者获得培训机会，
华硕还将对志愿者进行线上理
论知识培训，并根据情况，增设
留守儿童心理疏导及沟通技巧
等相关课程。

根据前期调研显示，目前，
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仍旧十分严
峻，因此，在今年的暑期深度实
践中， 青年志愿者将更加深入
农村， 在为广大农民朋友送去
科技关爱的同时， 还将重点关
注农村留守儿童， 为他们进行
安全防范知识培训及 IT 科普
知识培训， 帮助他们更好利用
科普驿站， 用科技的力量看见
更加辽阔的世界。

实践结束后，根据暑期志愿
者们的所见所感，华硕将举办“e
创计划挑战赛”，培养 e 创公益合
伙人。 所有完成公益实践的优秀
团队都将获得由中国科协科普
部和华硕电脑共同授予的实践

证书，表现杰出者还将有机会去
台湾参观华硕总部，与两岸三地
优秀的志愿者交流，共同探讨志
愿者实践问题，成为两岸的公益
使者，并有可能获得世界 500 强
实习机会。 在华硕看来，基于互
联网和先进的电脑手机等 IT 设
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益的发
起者和传播者，华硕希望能够为
更多热衷公益的有志青年搭建
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公益平台，聚
引更多年轻的公益力量，一起用
青春的热情与活力，e 创更加美
好的未来。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华
硕 e 创志愿者行动”还首次邀请
了明星公益团助力活动宣传推
广，并由多元流行组合“南征北
战 NZBZ” 出任公益形象大使，
以《生来倔强》发出公益之声，并
通过暑期与 e 创志愿者共同下
乡进行暑期实践的所见所感为
2017 华硕 e 创志愿者行动制作
专属主题曲。 同时更有媒体组成
观察团指导大学生志愿者在做
公益的同时进行传播与报道，唤
起更多年轻人加入。

2017 年是华硕 e 创志愿者
行动成功举办的第九个年头。 在
过去的八年间，华硕与数万名志
愿者一起，崇本务实地创造出了
令人瞩目的公益成绩： 自 2009
年启动至今，共培育出三万余名
优秀志愿者，活动足迹遍布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市的 5000 余个
村镇和社区， 建成 1068 个华硕
爱心科普图书室，累积开展 3 万
场 IT 科普知识讲座， 惠及群众
超过 350 万人， 影响人数超过
6000 万人。志愿者们满载知识与
梦想，为广大农民朋友及留守儿

童送去了科技曙光。
生命因奉献而精彩，青春因

公益而闪耀，3 万名 e 创志愿者 9
年的坚守，华硕 e 创志愿者的力
量从来不曾离开。 作为一个具有
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科技领航企

业，华硕多年来致力于用科技回
报社会，积极探索社会化的关爱
方式，在公益的道路上，华硕期
待能够与更多优秀青年者一起
携手同行， 将公益进行到底，成
就未来更多可能。 （苏漪）

爱无边“益”起来

2017 华硕 e 创志愿者行动正式启动

近日，由《半月谈》杂志社指
导、民政部中善公益促进中心主
办、杭州三三易通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协办、三三华铭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承办的“双创公益中国行
大型主题活动暨双创匠新公益
基金项目、三三华铭与《半月谈》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全国政协
礼堂千人大礼堂隆重召开，《半
月谈》杂志社总经理、中国公益
形象大使王京忠与央视新闻频
道主播经蓓共同主持大会活动。

此次活动是以“双创公益中
国行”为主题的高规格大型会议
活动，主体定位契合中央提出的
确保到 2020 年人口全面脱贫规
划的政策精神，助力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努力培育和催生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并全面启
动用于帮扶双创企业、 项目、创
业人员的中善公益促进中心双
创匠新公益基金（以下简称“双
创匠新公益基金”）。

受邀莅临大会的各领域领

导、 专家与嘉宾近千人汇聚一
堂， 国务院首批稽查特派员、中
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原主任刘
吉部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行
为研究会会长、中央纪委原副部
级巡视专员戴俭明，中国廉政行
为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凡等嘉宾
分别就围绕推进社会“双创”工
作发表致辞，并就公益与双创结
合探索新模式、新思路的双创匠
新公益基金表示赞赏与支持。

基金发起方代表、三三企业
董事长王文俊讲话表示，三三企
业十年发展的目标是为强大祖
国和复兴民族实现应有的贡献，
不断追求人文纽带与社会化奉
献的倡导与践行使三三企业成
为以家文化为血脉的民族企业
团体。 御茶坊是三三业务领域中
“中国文化”的领军板块，在国内
拥有 472 家落地连锁店、国外 36
家， 尤其在欧洲的 18 个国家中
广受海外人士喜爱。 另外，“中国
健康”产业板块以弘扬中医药文

化为基础 ， 目前在全国拥有
37000 家落地连锁店。 而为打造

“中国农业”板块，三三企业以不
断学习的精神跨入“互联网+农
业”的产业领域，促成中国农业
购销网正式落地并汇聚众多的
农业基地， 逐步帮助更多农民、
农户、农村、农企，与更多农民一
起去互惠互动创新创业。

据了解，三三企业成立双创
匠新公益基金是为能够帮扶和
帮助更多助力完成国家梦想而
努力创业的人们，未来将持续坚
持帮扶和帮助更多创业企业、项
目和创业者们。

与会主要领导嘉宾与中善
公益促进中心文若鹏理事长、姜
涛副秘书长、三三企业董事长王
文俊共同参与了双创匠新公益
基金项目捐赠与启动仪式。 三三
华铭还与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
办的“中华第一刊”———《半月
谈》杂志进行了重点合作签约仪
式。 （辜哲）

2017 年 4 月 22 日， 在第
48 个地球日之际，由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迈向生态
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公益资
助计划在清华大学正式启动。

该计划是由环境保护部作
为指导单位， 一汽—大众出资
支持，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
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主办，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 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支持的环保领域社会组
织一次性资助金额最大的公益
项目。 目的是通过资助扶持我
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
展， 鼓励和动员环保社会组织
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工作中来， 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发挥社会组
织的有效作用。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 ” 公益资助计划 ，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启动第一届
时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短短的一个月共收到 205 份申
请，经过三轮评审和实地考察，
最后对 12 家机构的 12 个项目
进行资助， 分别是 100 万元 2
个、50 万元 3 个和 20 万元 7
个， 同时还有 8 家机构分别获
得 2 万元的资助， 资助金额共
计 506 万元。

据主办方介绍，2017 年的
资助金额为 500 万元， 计划资
助不低于 10 个环保社会组织
的 10 个有影响力、 创新力、驱
动力的环保公益项目。 相比
2016 年第一届项目，2017 年第
二届“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
锋致敬” 公益资助计划加大了

对创新型环保项目资助数量及
资金支持力度。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傅雯
娟理事长表示，“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 项目旨在通
过资金的支持， 进一步促进环
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
更好地发挥民间环保力量的作
用， 广泛地动员公众参与到生
态文明建设中来， 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

对于为何坚持推动“迈向
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这
一项目， 捐赠方一汽—大众董
事会秘书、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孙惠斌表示， 希望把日常生产
运营中所秉承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向全社会推广， 发现更多与
一汽—大众有共同理念的公益
组织， 支持其开展有影响力和
应用价值的环保公益项目，从
而带动全社会对于环保公益事
业的关注。

环境保护是一个大众的事
业，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第二届“迈向生态
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项目的
正式启动，社会各界，尤其是
环保社会组织在关注的同时，
纷纷希望像这样的活动能够
持续地开展下去，切实缓解一
些环保社会组织在资金运用
方面的困难，不断培育其健康
的发展。 同时，支持更多优秀
的环保公益项目持续深入地
开展下去，积极参与到中国环
境治理的事业中来，通过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实现环境质量
的根本改善。

（徐辉）

探索公益与“双创”结合新模式
杭州三三易通启动专项基金助力“双创”

“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项目
缓解环保社会组织资金困境

� � （从左至右）中国科协科普部王欣华处长、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王
彬秘书长和华硕电脑中国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郑威在现
场合影

2017 华硕 e 创志愿者启动发布会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