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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玛升级女性经济自立项目
累计投入超千万助力 @她创业计划

2017年 4月 25日，沃尔玛中
国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妇基会”）宣布全面升级
现有的女性经济自立项目， 借助
沃尔玛辐射全球的资源优势，致
力于广泛帮助各行各业女性实现
经济自立。其中，旨在提升女性小
微企业创业者能力的首期公益培
训于同日在广州启动。

相比之前的项目，升级后的
2.0 版女性经济自立项目结合精
准扶贫及创新创业等社会热点，
创新地提出以有针对性的帮扶
计划，帮助农村贫困妇女、女性
小微企业创业者及职场女性等
不同群体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
自 2010 年设立“沃尔玛妇女发
展基金”以来，沃尔玛投入母亲
创业循环金项目已回收 950 万
元本金。 在此基础上，沃尔玛再
追加捐赠 100 万元，合计 1050 万

元将通过妇基会 @ 她创业计划
全部用于女性经济自立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
长张建岷表示：“沃尔玛公司是 @
她创业计划的发起者之一， 是母
亲创业循环金项目的参与者。 此
次项目升级，顺应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新形势， 而且考虑到我国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职场女性
的发展现状，从女性领导力、职场
女性助力、 贫困女性扶贫发展三
个维度赋权女性， 助力女性经济
自立。 我们希望未来与沃尔玛共
同探索出更多帮助女性、 赋权女
性的公益创新之路。 ”

沃尔玛联合妇基会首次启
动女性小微企业创业者公益培
训，以互联网+为切入点，采用线
上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助力
企业成长并带动女性就业，同时
提升女性小微企业创业者的社

会责任感。 沃尔玛将延续母亲创
业循环金项目，有针对性地扶助
农村贫困女性及其家庭脱贫致
富。 沃尔玛还计划于今年 6 月启
动中国一线城市职场妈妈生活
现状调查，并将针对反映出的问
题向社会征集解决方案，资助创

新性的项目，以缓解职场女性的
后顾之忧。

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
副总裁付小明表示：“女性顾客、
女性员工、女性供应商均与沃尔
玛的发展息息相关。 我们紧跟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整合现

有资源， 广泛覆盖农村贫困女
性、 女性企业家及职场女性，了
解并贴近其真实需求，旨在更精
准地为受助女性群体提供帮
助。 ”

据了解，女性经济自立是沃
尔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三
大领域之一，旨在利用沃尔玛覆
盖全球的供应链网络为女性提
供更多发展机会。 项目不但将沃
尔玛 2011 年启动的全球公益项
目带到拥有 6.7 亿女性人口的中
国， 而且呼应了 2015 年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 年-
2020 年》 中保障男女平等就业、
改善妇女就业结构、缩小男女收
入差距等措施 。 从 2010 年到
2016 年底，沃尔玛在中国已为女
性经济自立项目累计捐出超过
9100 万元人民币， 让 17 万女性
受益。 （皮磊）

2017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福基会”） 响应民政部罗霄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要
求，组织儿童福利、老龄和社区福
利、疾病救助等方向共 14 个专项
基金和公益项目 30 余人组建成
罗霄山片区精准扶贫工作小组
（以下简称“工作小组”），赴江西
省兴国、遂川、莲花三县开展项目
调研和对接工作， 预计今年投入
项目资金和物资设备超千万元。

工作小组由中国福基会秘书
长肖隆君带队， 先后对兴国县古
龙岗镇黄塘村综合服务中心、黄
塘村小学、古龙岗镇敬老院，遂川
县泉江敬老院、泉江镇盆珠村、左
安镇敬老院、 左安镇桃源村以及
汤湖镇白土村， 莲花县坊楼镇屋
场村、屋场小学、琴亭镇六模村进
行走访调研， 实地了解各地贫困
户整体情况和致贫原因。

根据前期调研情况， 工作小
组分别在兴国、遂川、莲花三地与
地方政府举办了项目对接会，民
政、教育、卫计、水利、医疗等多个
地方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会。 在
对接会上， 中国福基会各专项基
金和公益项目负责人介绍了各自
项目的实施公益项目的范围和方
向， 并针对调研结果进行需求匹

配。同时，就三地政府提出的部分
合作需求进行现场回应。

中国福基会秘书长肖隆君表
示，此次工作小组是中国福基会成
立 12年来组织的最大一次项目考
察团，也是整合内部资源在特定区
域内共同实施多个公益项目的一
次大胆尝试。 他表示，参与精准扶
贫工作是中国福基会未来五年工
作的重点，这次罗霄山片区的调研
结束后，各公益项目将充分发挥切
入小、抓手多、社会动员能力强的
特点，从扶危济困、安老扶幼、资教
助医等方面，按照片区的实际需求
策划和实施，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
对弱势群体救助上的专业性、及时
性和多样性作用，使慈善组织成为
政府在扶贫工作不可或缺的角色，
服务更多有需要的困境人群。

中国福基会作为第五次罗霄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部际
联系会议的参会单位， 在会议召
开后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可在罗霄
山片区开展公益活动的十余个专
项基金和公益项目投入该地区的
精准扶贫工作， 得到了民政部相
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民政部规划财务司综合处处长徐
秀玲、 江西省民政厅副厅长樊胜
等全程陪同参与调研和项目对接
会。 （张慧婧）

在今年上海车展上， 中国
一汽携旗下红旗、奔腾、骏派、
森雅四大自主乘用车品牌参
展， 同时着重展示了一汽在智
能化、信息化、传统节能及新能
源等领域的前瞻技术成果。

目前，推进智能制造步伐、
探索智能互联的融合应用已成
为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大势所
趋。 依托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
和对汽车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
洞察研究，一汽早在 2015 年的
上海车展上就率先发布了完整
的智能互联战略———“挚途”技
术战略。

按照规划， 预计到 2025
年， 中国一汽将通过打造五大
技术平台，包含基于互联网+设
计、 制造、 服务一体化技术平

台；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动力总
成与底盘机电一体化技术平
台； 整车和总成电子控制嵌入
式软件技术平台； 汽车智能移
动技术平台；“D-Partner+信息
服务”技术平台，完成汽车智能
互联生态圈布局。

在“挚途”战略发布初期，
中国一汽已经实现了基于传感
融合的先进辅助驾驶， 并成功
将智能巡航、紧急制动、偏道预
警、 防撞预警等智能化功能搭
载在红旗 H7 高级轿车上，大
大提高了汽车的便利性和安全
性。 按照规划，预计到 2018 年
中国一汽将实现具备手机叫
车、自动泊车、拥堵跟车和 D-
Partner2.0 等信息化智能服务
功能。

到 2020 年，中国一汽在智
能化方面将实现 L3 级自动驾
驶在红旗系列产品上的逐步搭
载；在信息化方面，结合 5G 的
全面应用，建立完善的 V2X 体
系，提升驾驶安全性，提高交通
效率， 打造悦享汽车生活。 到
2025 年， 中国一汽在智能化方
面将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产品
的系列化搭载；在信息化方面，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整合社会
出行资源， 建立优质的移动出
行服务生态圈。

未来， 中国一汽将继续
以“挚途 ”战略为引领，紧跟
时代步伐， 推动汽车行业实
现真正的变革， 为开启未来
汽车移动互联时代的崭新生
活贡献力量。 （徐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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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钱进向春晖博爱捐赠 200万元 中国福基会开拓精准扶贫工作
14个公益项目走进罗霄山片区2017 年 5 月 6 日， 爱钱进

“发现小小幸福”三周年庆典在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盛大开启，
爱钱进的诸多合作伙伴、 部分
幸运用户及媒体朋友齐聚一
堂， 共同见证品牌的创新发展
之路。 三年汇聚的星辰湖海裹
挟着对未来的期待在庆典中精
彩呈现。 现场，爱钱进 CEO 杨
帆温暖诠释了品牌“让每一位
用户都享受到投资的‘小确
幸’”的愿景，回首了爱钱进三
年风雨兼程、开拓创新、进取拼
搏的足迹。

庆典现场，爱钱进再向“春
晖博爱” 慈善组织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为弱势儿童送去最暖
心的祝福。

CEO 杨帆真诚地在现场
和每一位来宾分享爱钱进的愿
景和使命， 希望让每一位用户
都能享受到投资的小确幸，在

不断提升爱钱
进智能化水平
的同时，使用户
资产保值增值
更加简单易行。

三年 成 长
岁月，爱钱进不
忘初心，汇聚的
小小幸福承载
着大大的能量，
掌舵着希望的
航船， 引领千万用户驶向幸福
的港湾。 在通往幸福的路上，爱
钱进始终铭记自身的社会使
命。 本次庆典中，爱钱进 CEO
杨帆携手热心公益的盛一伦、
潘玮柏一起为爱启动善款捐赠
仪式，向“春晖博爱”慈善组织
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 这些爱
心捐款将会用于春晖博爱儿童
救助公益基金会的所属项目，
为春晖博爱弱势儿童送去最诚

挚的温暖与关怀。
爱钱进致力于打造靠谱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2014 年 5 月
6 日成立至今，爱钱进累计投资
额破 364.98 亿元， 拥有超 767
万注册投资用户， 为用户累计
赚取收益 11.36 亿（数据统计截
至 5 月 5 日）。 在权威第三方评
级机构网贷之家 4 月份发布的

“P2P 全国百强榜”中，爱钱进
稳居榜单第七。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