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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慈善委员会指
引》中文版（以下简称“《指引》”）
发布会在京召开，发布会由中国
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主
办，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法
律出版社承办，中慈联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主持。

据悉，英国慈善委员会全称
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慈善委员会，
是一家非内阁部门，直接对议会
负责，其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
时独立于政府之外，其核心职能
是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
行为，一般职能包括慈善组织注
册、监管、信息披露、在线服务及
指导等。

《指引》是英国慈善委员会
针对相关政策法规、行业规定，
对英国慈善组织的类型选择、
设立与运作等事务加以规范的

操作指南， 是具有英国法律效
力的指导性文件。《指引》对慈
善组织的成立、 运营和监管均
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 如慈
善组织的设立、 受托人职责和
报酬、 慈善组织财务及风险管
理、投资事宜、慈善土地处分、
账目审核以及慈善组织法定调
查等内容， 为慈善组织如何高
效与合规运行提供了指南。《指
引》中文版的发布，不仅可以作
为理论研究的参考文献， 还可
以为政府部门对慈善事业进行
监督管理以及慈善组织提升内
部治理水平提供较为完善的借
鉴和参考依据。

中慈联副秘书长刘佑平在
发布会上表示，《指引》中文版的
发布将引发慈善行业的深入思
考。 在《慈善法》全面实施的背景

下，中国慈善事业需要关注先进
的慈善事业管理经验，在学习与
思考中开拓实践道路。 他提到，
今年，英国慈善委员会曾数次与
中慈联进行沟通，在业务模式及
行业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并着手建立中英慈善交流合
作平台。 中慈联也希望借此机
会，将英国的慈善经验引进到中
国慈善行业来，更好地服务自身
会员和整个行业，以期促进行业
自律、推动行业发展。

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表示，
《指引》 中文版的出版为国人了
解英国慈善组织管理框架、管理
思路与技巧、慈善文化打开了一
扇窗，为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管
理监督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慈
善法》的进一步落实。

（徐辉）

捐赠 3亿元

茅台集团启动三年脱贫攻坚计划

2017“福特汽车环保奖”
榕城全面启动

2017 年 6 月 15 日，“国酒茅
台·国之栋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脱贫攻坚三年公益计划新闻
发布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举行。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贺军科，河北省委常委、宣传
部长田向利，贵州省政府副省长
陈鸣明，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
国，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保芳， 中国青基会理事长王
剑， 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涂妍，
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宋华英，石
家庄市委副书记税勇等出席。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表
示， 目前距离实现脱贫目标仅
有三年时间， 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积极参
与扶贫攻坚战， 大力实施精准
扶贫，推动实现同步小康，茅台
集团与中国青基会制定了“国
酒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脱贫攻坚三年公益计
划。 未来三年，茅台集团将每年
捐赠 1 亿元 ，3 年共捐赠 3 亿
元， 开展“国酒茅台·国之栋
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脱
贫攻坚三年公益计划。

据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
理李保芳介绍，该计划主要包括
四项内容：

第一，未来三年茅台集团将
每年持续捐赠 1 亿元，3 年共捐

赠 3 亿元，开展“国酒茅台·国之
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资助 6 万名贫困
学子圆梦大学，其中贵州省 3 万
名， 其他省区市 3 万名， 改变 6
万个家庭因学致贫的状况，促使
6 万个家庭脱贫。

第二，未来三年茅台酱香酒
公司在寒暑假期间共提供 300
个实习岗位，让茅台学子参与酱
香系列酒的铺市、销售、广宣、促
销、品鉴等社会实践活动，每人
每月发放相应的实习薪酬，使茅
台学子了解社会、 提升能力，并
通过勤工俭学获得经济补贴。

第三，未来三年茅台集团各
子公司、经销商、合作单位每年
为茅台学子提供 1000 个实习岗
位,3 年共 3000 个实习岗位。 茅
台云商每年提供相应渠道，支持
有意愿的茅台学子进行国酒茅
台微创业。 茅台学子可以通过茅
台云商 APP 青创联盟专区，自愿
申请实习和创业的机会。 通过
“茅台集团青创联盟”，运用互联
网+青年群体的工作模式， 架起
大学生与企业交流合作、互助共
赢的桥梁。

第四，未来三年，茅台集团
拟每年推荐 100 名优秀茅台学
子到茅台集团各子公司、 经销
商、专卖店及其他合作单位等就

业，3 年共 300 名，实
现茅台学子顺利就
业， 增加家庭收入，
促使其家庭从根本
上脱贫。

除了全国其他
贫困家庭的资助对
象，项目还将在河北
平山县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的大学新生
进行全覆盖资助。今
后，该计划也将重点
对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老区给
予更多的支持帮助，促使老区人
民尽快脱贫。

据悉，“国酒茅台·国之栋
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于 2012
年开始实施，过去 5 年茅台集团
累计捐资 5 亿多元，资助了 10.2
万名来自全国各地贫困家庭的
优秀学子圆梦大学，范围覆盖了
全国 33 个省市的 1600 多个县，
成为全国捐赠资金最大、资助学
生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爱心企
业。 目前，茅台集团资助的第一
批贫困大学生已经走出校园，走
上了工作岗位。 新闻发布会上，
茅台集团、中国青基会授予已经
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或继续
深造的 31 名优秀茅台学子“栋
梁奖”，意在鼓励 12 万名茅台学
子继续努力、回报社会。

2016 年，茅台集团开发了受
助学子跟踪管理 APP，建立了受

助学子数据库，成立了“茅台集
团青创联盟”， 支持茅台学子进
行微创业，开展了“茅台学子回
家”等线下活动，使该项目实现
了从单纯的救助向促进学子成
长的转变。

王剑指出，“国酒茅台·国之

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脱贫攻
坚三年公益计划”， 不仅专注教
育扶贫， 还以优秀学生奖励、专
业岗位实习、茅台企业就业等多
种形式扶贫帮困，打造国有大型
企业扶贫助学新模式，创造希望
工程新的工作体系。 （皮磊）

2017 年 6 月 13 日， 新一
届“福特汽车环保奖”启动仪式
在榕城福州拉开帷幕。今年，福
特汽车环保奖将以“推动公众
参与，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
继续与时俱进， 积极回应民间
环保力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需
求，加大组织资助，对奖项设置
和评审机制做出较大调整和升
级， 从而更好地挖掘和支持具
有系统性思维的优秀民间环保
力量。 启动仪式后， 由福特高
管、 福特汽车环保奖评委代表
以及多家媒体组成的回访小组
对往届一等奖项目获得者———
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和
福建省厦门市鳄鱼屿开展了回
访活动。

“福特汽车环保奖”是由
福特汽车发起的全球性环保
奖项评选活动，是福特“更美
好的世界”公益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00 年，“福特汽车环
保奖”首次进入中国，十七年
来， 该奖项在中国累计资助
410 个优秀环保团体和个人，
授予奖金 2210 万人民币。 今
年， 福特汽车环保奖将设立

“年度大奖”1 名、“年度先锋
奖”10 名，为共计 11 个获奖机
构授予 200 万元人民币， 从 6
月 13 日到 7 月 24 日接受环
保机构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2016 年由“福特汽车环保奖”

参与发起的“环保资助者信息
共享机制”截至目前成员已有
9 家， 基本覆盖了国内主要的
环保公益资助者，已联合发布
国内首个《中国环保公益组织
工作领域观察报告》， 今年将
携手推动中国环保公益组织
信息库及其他环保联合行动。

2017 年，“福特汽车环保
奖”全面升级，将资助重点聚焦
具有系统性思维的优秀民间环
保力量，协助他们持续、深入地
开展优秀实践和引领性探索，
并将推广获奖机构或团体的知
识和经验， 促进环保公益行业
的共同发展。 此外，“福特汽车
环保奖” 还将为获奖机构或团
体建立交流网络， 密切关注其
后续发展情况， 进而提供合理
化且具有价值性的支持。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
司传播副总裁方军涛表示 ：

“绿色、环保一直是福特汽车
公司秉承的发展理念， 力求
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中最大
限度的减少能源消耗以及对
环境产生的影响， 并将这种
发展理念延续到了企业社会
责任领域。 福特为环保组织
提供资金支持、 能力建设培
训， 并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
参与环保活动的机会， 希望
带动环保组织及公众共创绿
色未来。 ” （张慧婧）

《英国慈善委员会指引》中文版发布
为中国慈善行业发展提供参考

� �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左二）和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右二）向中国青基会理事长王剑
（中）、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涂妍（右）和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宋华英（左）递交一亿元捐赠支票

中国青基会理事长王剑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