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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实施救助云南贫困先心病儿童项目

近日从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获悉，截至今年 7 月，该
基金会开展的云南贫困先心病
患儿医疗救助项目已救助先心
病患儿 307 名， 并完成云南省
113 个区县医院的培训和筛查
工作， 共筛查 29 万余名儿童，
培训医护人员 7180 人次，义诊
随访万人次。 项目组负责人表
示， 今后将继续重点开展医护
人员培训和新生儿诊断筛查工
作， 实现对云南全省县级医院
产科医护人员培训的全覆盖。

据介绍，云南贫困先心病患
儿医疗救助项目是中国留学人
才发展基金会持续开展的一项
品牌公益项目。该公益项目从最
初逐一资助先心病儿童进行手
术，为贫困农民家庭送药、义诊，
开展医生技能培训，发展到从源
头提高先心病诊断率，重点开展
云南省县级医院产科医护人员
培训和新生儿诊断筛查。 今年 5
月，该救助试点项目再次被纳入
2017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获得中央财
政立项资金支持。

早在 2012年， 通过媒体了
解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心脏病专家狄家诺放弃美国优
厚的生活条件，用自己全部退休
工资开展云南贫困地区先心病
患儿的救助，与助理陈珊珊等团
队成员， 走进云南农村贫困村
镇，为百姓义诊送药，足迹遍及
云南百余个贫困乡村，受到中新
社、新华网、人民网的关注，被媒
体誉为“云南版白求恩”。

得知这一感人事迹后，中
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派人亲

赴云南，调研考察，接洽政府，
走访患儿， 最终确定支持狄家
诺及其团队在云南开展救助贫
困先心病儿童公益项目， 并一
直持续至今。

2014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留学人才
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韩启德
在出席云南贫困先心病患儿救
助项目座谈会时提出建议，把
救助患儿的举措和力量往前
推，即从孕妇、婴儿阶段开始筛
查。在这一建议的指导下，项目
调整创新工作思路， 在继续救
助先心病患儿的同时， 创新开
展先心病诊疗常规技能培训暨
0~6 岁先心病患儿筛查， 从源
头提高先心病诊断率。

项目实施首站惠及云南红
河州，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
的专家对红河州 13 个县的卫
生院（所）产科、儿童医务人员
及妇幼卫生专干 437 人进行了
先心病的形成原因、分型、临床
症状等理论知识培训， 以及先

心脏病杂音听诊、标准听诊器、
转诊上报等技能培训， 实现了
红河全州范围内对先心病常规
诊断的普及。

创新工作模式后， 截至
2016年底，共筛查 20万余名儿
童， 其中 1270 名儿童确诊，为
260名患儿进行了手术治疗；义
诊万人次，“先天性心脏病培
训”县乡医生 4180 人次，遍及
云南 11个州市 30多个县。

2017 年，云南省卫计委启
动“云南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筛查和慢性心血管疾病登记项
目”。 作为地方政府工作的补
充， 云南贫困先心病患儿医疗
救助项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不再进行大规模的筛查， 而是
直接服务于已筛查确诊的先心
病患儿， 在重点开展医护人员
培训和新生儿诊断筛查工作的
同时， 在所到区县医院进行专
家义诊、随访、病情报告分析，
为符合要求的贫困先心病患儿
实施救助。 （王勇）

2017年 8月 28日，2017年
度“恒爱行动———百万家庭亲情
一线牵”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北
京举办。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邓丽出席活动并致辞，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
生、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忠伟等出席仪式。

“恒爱行动———百万家庭
亲情一线牵” 公益活动是全国
妇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
2014 年创新推出的公益项目。
项目旨在关爱新疆民族家庭儿
童及孤残儿童， 通过发动广大
内地家庭与新疆少数民族家庭
共同编织、 相互赠送爱心毛衣
的方式， 为各民族家庭之间交
流交融、爱心互动、情谊联接搭
建平台。活动开展三年以来，新
疆地区已收到全国各地捐赠爱
心毛衣 151152 件。 而在“恒爱
行动” 自 2005 年推出至今的
12 年中，恒源祥集团累计捐赠
毛线 44 万斤、捐赠款物累计逾
6000 万元， 爱心父母编织的

“恒爱毛衣” 已超过 95 万件。
2017 年，恒源祥将再次捐赠款
物不低于 788 万元。

邓丽在致词中指出，“恒爱
行动”以及“百万家庭亲情一线
牵” 公益活动能够常做常新、善
作善成， 源于项目的社会意义、
社会公众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及妇联组织的优势
发挥以及爱心企业的责任担当。

朱锡生在活动上发布了
《2016年度“恒爱行动———百万
家庭亲情一线牵” 工作报告》，
从时代价值、 慈善价值和情感
价值三方面总结了一年来的项
目实施成果，提出了 2017 年度
重点活动安排。 陈忠伟在发言
中表示，合作伙伴的全力支持、
百万爱心父母的倾情参与、孩
子们因为温暖而绽放的笑脸，
都一直在激励着恒源祥在“恒
爱”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两周前， 刚刚结束世界女
排大奖赛的中国女排国家队队

长朱婷和副攻手袁心玥与清华
大学学生排球协会的同学一起
拿起了毛衣针， 呼呼公众参与

“恒爱行动”、 关爱孤残儿童和
少数民族儿童。

爱人者，人恒爱之。启动仪
式上， 邓丽为李素丽等爱心人
士授予“恒爱榜样人物”荣誉称
号， 他们中有来自大山的乡村
教师，有卧床多年的残障人士，
有公益行业从业者， 还有普通
的经商者。他们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岗位， 书写着一样感人
的“恒爱人生”。 来自新疆和内
地的 10 位小朋友和这些爱心
妈妈、爱心爸爸见面，温暖毛衣
成了他们之间的亲情纽带。 新
疆小朋友用自己的语言向来自
全国各地的爱心妈妈、 爱心爸
爸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恒爱行动”已经实现了全
国各省全覆盖，并走进了南非、
肯尼亚、 乌拉圭和俄罗斯等国
家，未来还将沿着“一带一路”
走下去。 （徐辉）

2017“恒爱行动”启动

恒源祥捐赠款物累计逾 6000 万元

2017 年 8 月 28 日，东风汽车
公司正式发布《2016 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这是东风公司自 2008 年
以来， 连续第九年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 经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评级专家委员会的专业评审，该
报告获评五星级报告。

本次报告从政治责任、 经济
责任、 利益相关者责任、 环境责
任、公益责任等五大责任领域，围
绕“润”计划 2.0 实践体系展开叙
述， 全方位向社会披露过去一年
东风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的
履责绩效。

履行政治责任， 润色国计民
生，与国家共繁荣。2016年，东风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 加强自主创新，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能力，
2016 年自主品牌整车销量同比增
长 13.03%。在深入推进汽车强国战
略的同时， 东风公司扎实开展援
藏、援疆、援桂及“润楚工程”等精
准扶贫工作，全年共投入扶贫资金
2500多万元，实施扶贫项目 24个，
派出扶贫干部 8 人，促进了受援地
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特色产业等
领域的发展，努力推进受援地区同
步进入小康社会。

履行经济责任， 润济产业经
济，与市场共发展。 2016 年，东风
紧紧围绕“详对标、补短板，强改
革、抓机遇，提质量、增效益，起好
步、 开好局”24 字方针开展工作，
生产经营稳中有进， 全年汽车销
量突破 420 万辆 ， 销售收入达
5726.13 亿元， 在中国汽车行业中
排名第二。 其中，东风自主品牌整
车销售 137.74 万辆， 海外出口
4.20 万辆。 2016 年，东风经营质量
和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 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 并积极带动了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履行利益相关方责任， 润泽

利益相关者， 与之共成长。 2016
年， 东风公司不断完善利益相关
方责任体系和沟通机制， 提升责
任实践水平，精准、有效回应利益
相关方诉求；努力追求客户满意，
促进员工开心工作、快乐生活，实
现与合作伙伴共享共赢， 保护股
东权益。 同时，东风公司不断提升
人才国际化、 职业化、 专业化能
力， 先后与雷诺日产联盟、PSA 集
团签订人力资源战略合作协议，
启动了首批东风职工赴海外挂职
培养项目，深化人才强企战略，加
快人才培养步伐。

履行环境责任， 润丽自然，与
环境共和谐。 2016年，东风公司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启动“绿色东风
2020”行动和节能环保水平评价工
作，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开展
目标诊断管控，有针对性地实施专
项整治，全价值链节能环保管理模
式初步形成，对公司节能环保“十
三五”规划形成强力支撑。 以 2015
年为基数，2016年东风万元产值综
合能耗下降 15.62% ，COD 减排
7.22%、SO2减排 1.75%。

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润美公
益事业，与社会共进步。 2016 年，
东风公司协同旗下企业积极参与
减灾赈灾，向江苏盐城龙卷风灾区
捐赠爱心款 600 万元，向湖北洪灾
灾区捐赠爱心款 2000 万元， 帮助
灾区人民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此
外，东风公司还通过东风公益基金
会，开展了“东风润苗行动”、第二
届“东风梦想车”大赛等公益项目
19 个，对促进教育事业发展，构建
文明汽车社会，支持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提
升了东风公司的社会形象。

报告显示，2016 年东风汽车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
院的重大决策部署， 坚持将社会
责任与践行“和衷共济、 和合创
先、和悦共生”的企业文化核心理
念相结合，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在
抗灾救灾、扶危济困、环境保护、
汽车文明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
践， 社会责任发展指数首次跻身
国有企业 10 强。 （于俊如）

东风汽车发布 2016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狄家诺（中）与参与项目的医护人员在一起

新疆受助儿童拿到爱心妈妈编制的毛衣，露出甜甜的笑容

� � 2016 年，东风向湖北洪灾灾
区捐赠爱心款 2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