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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首份《精准扶贫报告》发布
� � 11 月 23 日， 东风汽车公司
2017 年社会责任大会暨精准扶
贫工作推进会在武汉举行。 会上
发布了东风公司首份《精准扶贫
报告》， 这也是中国汽车行业首
份精准扶贫专项报告。 来自国务
院国资委、湖北省扶贫办、中国
社科院、东风公司对口支援地区
政府及受助群众代表等共计 100
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李绍烛代表东风
公司发布《精准扶贫报告》。《报
告》从扶贫模式、扶贫体系、扶贫
路径和扶贫样本四个方面总结
和梳理了东风公司近年来的扶
贫工作。

《报告》显示，一直以来，东
风公司始终坚定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把扶贫工作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通过开展
援藏、援疆、援桂及润楚工程等

扶贫项目，为受援地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自 2002 年开展援藏工作以来，东
风公司累计投入资金 1.15 亿元，
实施项目 79 个， 在基础设施援
建、产业帮扶、医疗援助和智力
支持方面，形成了很多具有“东
风特色”的援藏成果；2013 年，东
风公司启动援疆工作，四年来累
计向新疆柯坪县投入扶贫资金
1000 余万元，在维护稳定、基础
建设、庭院经济、教育帮扶等多
个领域开展援助，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2013
年，东风公司还同步启动了对口
广西马山县扶贫工作， 探索出

“公司+基地+贫困户” 的特色扶
贫模式，打造了东风产业扶贫的
范本；同时，东风公司以“润楚工
程”为载体，对口帮扶湖北兴山、
房县、恩施、五峰、丹江口、黄冈
等地，发挥驻鄂央企在构建“富

强湖北、幸福湖北”进程中的积
极作用。

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竺延风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
表示，东风公司要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 以更坚定的决心、更
务实的举措、 更精准的思路，与
受援地区政府和群众一起，努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贡献东风力量。

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王泽
程处长在会上对东风公司社会
责任工作和精准扶贫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
长期以来东风公司始终把履行
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放在首要
位置，精准扶贫成绩显著。 希望
东风公司一如既往做好扶贫工
作， 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

进一步深刻领会扶贫开发重要
意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扶
贫攻坚工作。

大会期间，东风公司还举办
了精准扶贫项目（农副产业）成

果分享展，集中展示了东风公司
在西藏、新疆、广西、湖北等地的
农副产业扶贫成果，得到与会嘉
宾的一致好评。

（于俊如）

� � 2017 年 11 月 30 日，由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
会”）和碧桂园集团北京区域倾力
打造的首个“美丽心灵教室”在北
京九华山庄启用。

为帮助留守流动儿童增强
调控情绪、承受挫折、适应环境
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
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儿基会和
碧桂园通过社企联合、社会创新
的方式，邀请心理学家指导开发
了“美丽心灵教室”项目，探索留
守流动儿童心理关怀新模式。

儿基会秘书长朱锡生表
示，“美丽心灵教室”由标准化的
服务空间、心理服务管理系统和
多样的心理服务活动共同组成，
建立筛查—预警—评估—干预
（访谈、咨询、测评）的心理服务
系统管理体系。 高标准的硬件
设施、智能心理服务管理系统、
和蔼可亲的心理辅导老师、国
家级的儿童心理健康专家共同
构建起留守流动儿童的心灵港
湾， 为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
康服务，建立精准、高效的留守
流动儿童心理问题防控保障网。

碧桂园集团办公室企业文
化部总经理、广东国强公益基金
会副秘书长范希飚在讲话中表
示，继此次首个“美丽心灵教室”
落地九华山庄后， 将启动全国
“美丽心灵教室”的建设，后续将

继续在儿童心理健康、关爱下一
代成长等方面与儿基会开展进
一步的合作。

九华山庄美丽心灵教室将
作为全国该类心理辅导室的示
范基地。 该教室，不仅为周边农
村中小学校留守儿童提供心理
普查、测评、辅导、预警、评估等
系统服务，更会结合碧桂园养老
业态，构建代际互动平台。 为留
守流动儿童提供“家庭式”的关
爱，帮助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
的个性心理品质。 未来，该教室
将发挥标杆作用，将创新代际互
动心理辅导模式，推广到全国。

据了解，九华山庄美丽心灵
教室全年将举办近 30 场活动。
这一开创性的代际互动模式巧
妙地将儿童与老人紧密连接在
一起，让这两个最需要陪伴的群
体互相温暖，不再孤单。

“今天的美丽心灵教室让我
们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中
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觉得更年
轻、更快乐、也更有价值了。 ”田玉
良、 姜言梅夫妇退休前都是拥有
30 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他们和其
他 10 余名老年志愿者一道受邀
来到现场，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合唱歌曲。活动结束后，老年志愿
者们都很受感动， 纷纷表示愿意
尽最大努力去发挥余热， 帮助孩
子、也快乐自己。 （王勇）

2017 年 12 月 2 日，北京王
府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未来外
交官”———青少年国际理解教
育项目启动仪式在成都隆重举
行。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
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
表欧敏行（Marielza Oliveria），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
竹丽（Julia Broussard），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
分会理事长刘京辉， 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孙霄
兵，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
发，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潘军等嘉宾共同启动“未来
外交官”———青少年国际理解
教育项目。 来自教育、外交、公
益领域的国内外嘉宾共 500 余
人共同出席与见证了“未来外
交官” 青少年国际理解教育项
目扬帆起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代表欧敏行指出， 教育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优先议
程 ， 当 今 世 界 正 在 迅 速 变
化———教育也必须改变。 当今
世界正在迅速变化———教育也
必须改变世界各地的社会正在
进行深刻的变革， 这需要新的
教育形式， 以培养适应今天和
未来社会和经济需要的能力。

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法政
集团董事长王广发表示，教育
改变未来， 社会走向文明，民
族文化发展是科学研究征服
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 国
别混合教育文化多元包容是
世界走向更加文明美好的音
乐符号弹出的声音。“未来外
交官”青少年国际理解教育项
目，对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具
有重要意义。 项目将坚持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并具有全球竞
争力精英领袖人才，坚持培养
具有融汇东西方经典文化 、
“三个面向”国际复合型人才；
坚持培养具有责任感 、 使命

感、勇于担当的新时代国家适
格人才。

北京王府基金会理事长潘
军指出， 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
是经民政部门认定的慈善组
织， 基金会成立的初衷就是要
促进教育公平。“未来外交官”
项目， 是国内首个以国际理解
教育为主旨的公益项目， 核心
是“和平文化”并提倡“多元文
化教育”，既要传承和弘扬民族
文化和民族精神， 又能理解和
欣赏他国文化。

“未来外交官”项目汇聚了
来自外交、教育、公益、智库等
各领域的公益组织、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 共同探索针对青少
年的国际理解力的培养模式，
编写国际理解力教程、 培养针
对国际理解教育专业师资与学
生。 当前，项目已经初步形成课
程体系， 计划在 2018 年付诸教
学实践。

（张慧婧）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美丽心灵教室正式启用

“未来外交官”青少年国际理解教育项目启动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绍烛发布《精准扶贫报告》

九华山庄养老公寓老人与少年儿童在专家指导下进行代际互动

2017 年 11 月底，天使妈妈
“新肝宝贝 移路童行” 全国行
活动本年度第九站在厦门成功
举办， 活动上举行了福建省首
届胆道闭锁与小儿肝移植研讨
会， 特邀请省内外权威医疗专
家就儿童肝移植的发展与现
状、 肝移植治疗胆道闭锁新进
展、规范化手术治疗（KASAI 手
术） 以及小儿肝移植后的超声
检查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
交流， 福建省内的百余名市县
医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与专家
进行了深入沟通。

2011 年天使妈妈“新肝宝
贝”项目自成立以来，已救助贫
困肝移植患儿 1000 余名， 占我
国儿童肝移植总量的 50%左右，
手术成功率高达 96%，远超其它

重大疾病的治愈率。 通过救助，
胆道闭锁患儿的放弃率也从
90%多降低到 60%~70%。 为提高
婴儿黄疸尤其是胆道闭锁的诊
断和治疗水平，更大可能的降低
患儿放弃率，2017年天使妈妈携
医疗专家顾问在全国开展胆道
闭锁和肝移植培训活动，并得到
政府大力支持。 现已完成黑龙
江、吉林、新疆、湖南、江西、贵
州、广西、云南 8 省的义诊、回访
和基层医生培训，已覆盖 900 多
家医院，千余名医生受益，通过
深入开展胆道闭锁的普及工作，
使得术前患儿在基层医院就能
够明确及时地得到诊断，肝移植
术后患儿有就近复查的机会，有
效的减少了胆道闭锁患儿的误
诊率和遗弃率。

天津市儿童医院普外科主任
詹江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道：

“胆道闭锁患儿如果进行早期筛
查、早期诊断，在 40~70天之内进
行葛西（Kasai）手术，一般 60%~
70%的患儿可达到自体肝生存，不
必做肝移植手术。 ”他呼吁医生、
患儿家长都要转变观念， 进行早
期筛查、早期治疗，在合适的时间
做葛西手术， 并建议医保部门将
葛西手术纳入医保报销， 以减轻
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会议当天， 来自广东、广
西、江西、福建等省的胆道闭锁
术前、 术后的百余名患儿参加
义诊，进行血项及 B 超检查，专
家现场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
解读， 给出最专业合理的治疗
及护理建议。 （菅宇正）

天使妈妈举办“新肝宝贝 移路童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