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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7 月 29 日，“碧桂园
2017 新丝路中国国际少儿模特
大赛” 北京赛区总决赛落下帷
幕。 来自北京赛区的 156 名优
秀小选手参加了本次总决赛的
选拔，25 名优秀小选手在北京
赛区决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直
通全国总决赛的直通卡。 在活
动现场， 碧桂园联合新丝路大
赛组委会举办了“衣+1”公益
捐助行动。

今年是碧桂园成立 25 周
年，25 年间， 碧桂园及其创始人
杨国强累计捐款超过 32 亿元，
用于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救灾
赈灾、扶贫济困等各方面。

其间，碧桂园创办了全免费
民办高中———国华纪念中学、慈
善性质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以
及培训退伍军人的全免费学
校———国良职业培训学校，还开
展了绿色产业扶贫、送技术技能
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项
目。

冠名此次活动意在让少年
儿童从小感受大爱氛围，通过无

声的滋润，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
播下善的种子，帮助他们成长为

“善二代”。
在决赛现场， 参赛小选手

拎着捐赠衣物与家长走红毯入
场， 并亲自将捐赠衣物送到捐
赠处，获颁爱心证书。这些将衣
物帮助到广西田阳县琴华小学

的小朋友。
捐赠活动将爱心种子播种

到每一个小朋友的心里，在完成
捐赠，领取捐赠证书后，参赛的
小选手们纷纷在“衣+1”公益捐
助行动宣传栏前留影，以铭记这
一爱心时刻。

（王勇）

聚焦精准扶贫

南方周末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2017年 7月 27日，由中国
慈善联合会和深圳公益慈善基
金会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公益慈
善项目大赛首站路演在京开启。
共有 5 个慈善项目团队进行精
彩的演绎，更有往届获奖者分享
实战干货，畅谈比赛心得。

中国慈善联合会执行秘书
长彭建梅表示， 本次大赛用比
赛的形式来引领慈善创新，引
领社会各界创新， 这对解决中
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推动社会
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希望公益
慈善组织未来和企业、 政府开
展更多合作， 扮演好社会创新
的引领者、 探索者和实践者的
角色。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吕成刚介绍说， 从 2015年
开始，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融
入了社会创新和公益创投的内
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大赛
走出来的许多项目都具有极高
的商业价值，也受到了不少投资
商的青睐。 今年的大赛主题是

“支持有效社会创新”，考量标准
包括项目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
否真实存在， 有没有制定有效
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等。

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副院长张强围绕“如何
构建社会创新生态网络” 做主
题发言。他认为，运用“同理心”
去洞悉社会需求是社会创新的
基石， 要制定能发动大家共同
参与的创新方案。 社会创新生
态网络可以激发资源、组织、知

识、信息的跨边界交流，不仅是
创新资源的集聚、杠杆效用，更
重要的是创新方法的交汇与融
通， 以及为人们的心灵带来的
意义———爱与陪伴。 他还建议
大家可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来测度自己的创新目标。

在项目路演环节， 来自北
京本地的 5 个优秀项目团队代
表轮流演绎慈善“梦想秀”，阐
述各自的公益理念和创新思
维。其中，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
助基金会带来的是“9958 儿童
紧急救助中心”项目，致力于保
障中国困境病患儿童群体的基
本生存权，是集咨询、募款和医
疗救助为一体的救助服务体
系；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梧
桐成长计划” 则通过提供公募
平台、筹资培训、筹资产品和方
案设计推广等系统性支持，帮
助更多有理想、 有能力的非营
利机构， 从而惠及更多有需要
的人；佳信德润（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灵析系统”通过
创新设计、技术与数据等手段，
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业务数据与
机构发展解决方案； 北京奇点
公益信息技术服务中心致力于
建设不同领域、 区域的数据志
愿者与协作者网络， 为不同类
型的社会组织提供数据顾问服
务；众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的“抗癌公社”项目通过搭
建互助平台， 以小额互保为模
式，帮助癌症患者筹集医疗费。

（徐辉）

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开赛
引领社会各界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
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脱贫
攻坚战迎来历史性的跨越和巨
变，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当前贫
困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陷
入长期贫困状态，需要中国企业
在此其中发挥独特的价值。

在 2017 年 7 月 28 日举办的
《南方周末》 第九届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年会，企业参与精准扶贫
成为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

《南方周末》报社、中国农业
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扶贫
基金会联合发布《2016 年中国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报告》； 广东省
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陈开枝等
获颁“责任领袖”称号，7 家企业
荣获精准扶贫贡献奖。

聚焦精准扶贫
发布三大报告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副教授董强对《2016 年中国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报告》进行了
发布与解读。

报告公布了当下中国精准
扶贫最新进展，盘点了 2016 年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政策及专
项行动，并系统地分析了企业参
与精准扶贫的特征、规模、所取
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

报告指出，尽管在过去的三
年以来，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参
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得到了极
大的动员和调动，但是依然存在
着诸多的挑战，影响着中国企业
参与精准扶贫的规模、程度和效
果。

中央企业方面存在着以下
问题和挑战：一是参与精准扶贫
的路径过于单一，集中在产业扶
贫和基础设施改善方面；二是在
扶贫过程中帮扶重心不够下沉，
落实精准扶贫的目标、 措施、资
源投放有待加强；三是央企的参
与并没有完全摆脱运动式的管
理模式，并没有借此形成社会责
任践行的长效机制。

民营企业方面的问题和挑
战，一是目前政府出台的各类针
对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优
惠政策落实不足，无法在更大范
围调动起民营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二是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投入
扶贫的资源规模小，如何能够将
零散的企业资源有效整合到贫
困社区乃至贫困群体，产生协同
效果；三是如何将民营企业的短
期扶贫责任转化为长期的社会
责任。

就“精准扶贫的投入方式与
效果检验”这一话题，董强、恒大
集团扶贫办副主任阮士恩，天齐
锂业董事兼总裁吴薇和《南方周
末》资深记者钱昊平还进行了现
场讨论。

此外，《南方周末》还联合商
道纵横、和众泽益等组织机构发
布及解读了《中证 100 上市公司
CSR 报告实质性分析》、《中国企
业志愿者服务发展报告》。

推举责任领袖
引领行业发展

为表彰那些“对企业社会责
任和公益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坚

持，乐于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公认
的成就的人，鼓励他们去引导和
带动更多有志于此的人”， 年会
推举了 7 位责任领袖。

他们是广东省老区建设促
进会会长陈开枝，广州立白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
凯旋，演员、真爱梦想公益基金
会理事及梦想先锋陈数，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安利大
中华区总裁、安利公益基金会主
席颜志荣， 贵州茅台集团董事
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袁仁国。

作为曾经的地方领导，陈开
枝退休十多年后依然不忘初心、
广结善缘，动员天南海北的力量
投身公益事业，为了一句共同富
裕的承诺永不言退。

对于扶贫工作，陈开枝总结
了五句话：认识要高，感情要深，
路子要对，措施要硬，作风要实。

“要搞好扶贫工作， 一定要
把情况摸清楚， 每一个地区、每
一个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 一
定要从实际出发、 深入调查，掌
握真实情况，做好扶贫的最基础
性工作。 ”陈开枝在颁奖现场强
调。

除了责任领袖之外，年会还
对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表现优
秀的企业和案例进行了表彰。

7 家企业荣获精准扶贫贡献
奖，17 家企业 CSR 案例入选年
度责任案例，8 家企业获颁年度
责任单项奖。 包括碧桂园、恒大、
茅台、中国光大银行、伽蓝、天齐
锂业、广汽丰田、伊利等在内的
32 家企业获奖。

成立公益基金
推动公益传播

年会还举办了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南方周末》公益基金
揭牌仪式，该基金由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与《南方周末》报社共
同发起，成立后将围绕公益传播
能力提升与创新发展等方向，与
相关各方共同推动中国公益慈
善和社会责任事业不断前进。

“我衷心地希望《南方周末》

公益基金在推动公益慈善领域
的理论研究和慈善法律法规政
策的普及方面发挥独特的、积极
的作用。 弘扬慈善的仁爱精神，
倡导社会包容发展，运用媒体的
力量广泛的传播慈善理念，动员
企业和公民关注慈善事业、支持
慈善事业、投身慈善事业，在全
社会形成一个人人慈善，共享幸
福的好氛围，以此来推动社会公
平。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戚学森表示。

（王勇）

“衣+1”公益捐助行动亮相少儿模特大赛

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陈开枝获颁“责任领袖”称号

捐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