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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计划”落地生根

社会工作学院大爱城一期班开学
2017 年 12 月 7 日，2017-

2018 学年社会工作学院开学典
礼暨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播种
计划”校企联合大爱城定制一期
班开班典礼在大爱城·香河国家
养老示范基地隆重举行。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公益时报》 社社
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院长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
会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执行院长史柏年，北京市社会
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国家开放大
学社会工作学院北京学习中心
主任沈小平，大爱城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副总裁黄燕璐等相关领
导、嘉宾与大爱班学员们一同见
证了开学仪式。

大爱城控股多年来致力于
中国健康养老产业投资与服务
运营，整合养老服务、终身教育、
健康医疗与现代农业四大核心
产业，独创“大爱·书院式养老”
模式，探索实践中国社会化养老
新路。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出的“终身教育”理念的拥护者
与实践者，大爱城控股将教育文
化作为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认
同教育渗透到人生发展的各个
阶段———从幼儿到老年，学习应
当作为一项终身事业来始终伴
随个人成长。 大爱城打造的全龄
层优质教育配套体系中不仅包
括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及
老年终身教育，更包括了以国家

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为平台
的社会公共教育，致力于将大爱
城打造成为集养老及相关服务
教学、研发、培训于一体的专业
养老及社工人才孵化基地，为产
业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

刘京院长对由大爱城控股、
国家开放大学和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联合办学的社会工作学
院开学表示祝贺，对大爱城控股
积极参与“播种计划”并资助员
工接受正规学历教育、提升专业
技能的行动表示感谢。 他同时谈
到我国目前正面临的社工人才
短缺现状，寄语在座的各位同学
作为大爱城的员工、作为社工学
院第一期学员要努力学习，要利
用大爱城控股以及国家开放大
学提供的学习、实践机会，不断
提升自我价值， 实现人生目标，
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做出更
多的贡献。

典礼现场，史柏年院长介绍
了社工学院的课程体系和学历
证书情况。 为期两年半的大爱城
定制班以“社区服务与管理”为
专业，学员们将通过远程教育平
台学习以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养
老社会工作、社区管理服务为主
题的十多门课程。 毕业通过考试
后，学员们将获得国家开放大学
颁发的正规大专学历、学位证书
和老年社会工作职业技能证书、
社区社会工作职业技能证书，以
及由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

沈小平主任代表社工学院
北京学习中心发言，他谈道：“今
天不仅是社会工作学院开学典
礼和大爱城定制班开班典礼，同
时也是北京学习中心的开学典
礼。 ”他表示，北京学习中心将会
提供优秀的教师队伍和教学资
源，为各位同学学习专业知识保
驾护航。 他还勉励各位同学要珍
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美
好的学习时光，多读书、读好书，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用勤奋的工作、学习态
度，获得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大爱城控股副总裁黄燕璐

代表集团向学员们致上勉励与
期许。 她提到，大爱城一期班的
30 名学员均来自大爱城集团、
地产、 物业及养老等多个业务
板块的基层岗位， 而目前正适
逢大爱城控股快速发展的时
期， 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有知
识、有技能、有才干的年轻人来
参与和支持。大爱城控股携手中
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与国家开放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为员工们提
供了优质的学习平台，希冀大家
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充
沛的热情和高度的理性投入到
学习工作中去， 努力学知识、长
本领、练素质、增才干，以乐观向
上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和工作中

的各种挑战。
在开学典礼现场，刘京院长

代表国家开放大学向香河大爱
城授牌“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
学院香河大爱城实习实践基
地”， 同时向大爱城一期班的 30
名学员颁发了入学通知书。

终身教育，学无止境。 大爱
城控股秉持企业社会责任感，校
企联动引入优质公共教育资源，
鼓励员工们通过继续教育与积
极实践，把学到的知识、能力回
馈运用到工作中去，提升专业技
能，更好地服务老龄群体，为打
造“情满三代”的大爱生活贡献
力量。

（胡彬）

2017 年 12 月 12 日，由《公
益时报》社主办的 2017（第七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越奖颁奖
典礼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
举行。 此次评选涵盖汽车、互联
网、电子、电气、金融、房地产、食
品等行业。 三星电子从候选的百
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其“中国
健康促进基金会三星智能超声
公益培训工程” 项目荣获“2017

（第七届）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卓
越项目奖”。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
副总裁、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原瑜
做出题为《知微见著，共建美好
社会》的企业分享。

此次评选以企业执行社会
责任案例为基本内容， 通过推
荐、评选、推广优秀企业社会责
任案例方式，评选出获奖者，搭
建企业间社会责任交流平台。

通过征集众多企业的社会责任
案例， 为同行业者及刚进入企
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企业提供可
量化的参考标准和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社会责任解决方案。 作
为全球科技引领者， 三星电子
不仅在移动通讯及消费电子领
域用心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更
坚持本土化发展战略， 在进入
中国的 25 载积极投身中国公
益事业， 关心需要帮助的人民
群众，致力于用科技改变生活，
用专业创造美好。

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
（2012）》数据表明，我国出生缺陷
总发生率约为 5.6%， 每 30 秒就
有一个缺陷儿出生，每年新增出
生缺陷约为 90 万例。 因出生缺
陷造成的家庭灾难无疑是非常
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预防这一问
题的有效方法则是孕期检查和
产前检查， 超声检查又以其无
创、安全、可重复性高成为产前
诊断的首选方法。 然而在我国，
超声医生严重短缺且面临专业
要求高这样的现实问题。 正是发
现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三
星电子与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决定共同开展“中国健康促进基
金会三星智能超声公益培训工
程”。 为推动超声技术在广大基

层地区得到普及，提升我国各地
超声医生的技术水平、 服务水
平，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带来积极
意义。

“我国公益的发展阶段可分
为 1.0、2.0 和 3.0 三个阶段，公益
1.0 为企业或个人的自发公益行
为， 公益 2.0 是设立公益项目定
期开展，而进入到公益 3.0，则是
形成一个有组织、有链条的公益
平台体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博士， 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
授、政府关系及校友事务副院长
闫爱民在讲话中做此分享。 以科
技见长的三星电子发挥自身优
势，“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三星
智能超声公益培训工程”在实现
定期开展培训， 即公益 2.0 阶段
的基础上，通过“智能互动超声
培训教学系统”的平台建设已进
入公益 3.0 阶段。

2013 年 11 月“中国健康促
进基金会三星智能超声公益培
训工程”项目正式启动，在过去
的 4 年里， 已先后在浙江、新
疆、宁夏、黑龙江、四川、湖北、
河南等地建立了 16 家培训基
地，覆盖全国 14 个省份 ，开展
培训 100 余场， 培养超声合格
医生近 6000 名。 2016 年，该项
目与国家卫计委合作， 较以往

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 大大提
高了项目的权威性和在全国范
围内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并保
证各省基地可以长时间的投入
使用， 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项
目的社会价值。

迄今，三星电子通过极具特
色的公益项目为公众带来梦想
和希望 ， 先后开展了“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
全 国 青 年 科 普 创 新 大 赛 ”、

“TECH INSTITUTE 三星技术
专 家 培 训 计 划 ”、“SMART
SONO SCHOOL 三星智能超声
公益培训工程”、“三星梦想课
堂”、“希望小学援建工程” 等饱
含三星特色和情怀的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分别在教育、就业和
医疗领域带给公众更多的期待
和正能量。

正如《公益时报》社总编辑
赵冠军在致辞中表示，“新时代
履行社会责任， 无论是政府、企
业，还是社会组织，因关注公共
利益而对未来发展产生共识的
时代已经来临”。 三星电子正努
力成为国内社会公益活动的先
导，实现“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
业， 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的
愿景。

（王祺文）

三星电子：知微见著，共建美好社会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原瑜进行企业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