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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检

2017年度第四届“CSR中国文化奖”揭晓
2017年 12月 20日， 由人民

日报社《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
办的以“分享·创新” 为主题的
2017 年度第四届“CSR 中国文化
奖”颁奖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活
动共选出了八个奖项， 涵盖了从
社会公益参与到传媒责任等多个
领域。其中，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获最杰出贡献奖， 奥林巴
斯（中国）有限公司获最佳战略公
益奖，中国教育电视台《传承的力
量》节目获年度传媒责任奖，贝因
美集团有限公司获最佳影响力
奖，王淼获杰出人物贡献奖，华谊
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碧桂园
集团获最佳创新实践奖， 上汽通
用汽车有限公司、 保利文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获最佳社会参与
奖，ofo 小黄车创始人兼 CEO 戴
威获领军人物奖。

在颁奖典礼上，人民日报社
副总编辑张首映，《国家人文历
史》杂志社总编辑王翔宇，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中国曲
艺家协会主席姜昆，中国美协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
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王丽萍分别就文化、公益事业主
题进行了致辞。

自 2014 年设立至今，“CSR
中国文化奖”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绩和深远的影响，其中数百家
企业和数十万人在该奖项的引
导下担当起文化领域的社会责
任，积极行动，起到社会带动和
模范作用，他们有的成立文化专
项基金，有的支持文化教育和文
化建设， 有的鼓励文化交流，有
的保护文化遗产，有的支持文化
研究等。

“CSR 中国文化奖”的奖项
评价除了着眼于项目的实际产
出和效果，也专注于文化项目的
社会影响力、社会创新、社会参
与、文化公益专业性，以及企业
决策层和治理层的重要贡献。 评
选通过全年跟踪调研，网络公众
投票与评审专家投票等环节，年
终授予优秀企业及个人荣誉，对
企业在文化领域履行社会责任

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届评选流程历时三个月，

由启动、初选、复审、公示、颁奖
盛典五个环节组成。 自 2017 年 9
月初启动以来，共有数百个企业
与个人参与到此次奖项的评选
流程中来，通过专家委员会历时
一个月的评议，选出符合评选规
则且贡献卓越的重点企业。 之后
通过“CSR 中国文化奖”官网、人
民网、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
杂志、人民日报旗下其他媒体进
行媒体公示， 最终在 20 家入围
单位中，选出 8 个奖项。

“CSR 中国文化奖”的举办，
鼓励和表彰了为文化贡献力量
的企业和个人，使他们的事迹广
为人知， 为社会提供学习的榜

样。 并且，参评的企业也履行了
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历
经四年，“CSR 中国文化奖”欲从
单纯的引领和号召，进一步发展

成为每一个正在为保护和传承
中国文化出力的企业和个人可
以依靠的平台，并一直朝这个目
标奋进。 （李庆）

好丽友第二批爱心厨房落成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好丽

友第二批 20 所爱心厨房落成
仪式在安徽砀山举行。 好丽友
爱心厨房公益项目由好丽友联
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
旨在通过为偏远地区学校援建
现代化厨房设施设备和提高学
校师生膳食营养知识水平，从
根本上确保受助学校的孩子能
够享有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和

健康快乐的童年。
对于好丽友爱心厨房项目

给学校师生餐饮带来的改变，
赵屯镇明德小学的校长及老师
们深有感触。 好丽友爱心厨房
的落成让学生们在寒冷的冬季
也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热乎的餐
食。 由于孩子们当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留守儿童,新厨房投入使
用后,午饭改由学校提供，这样

就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同时缓
解了校门口拥堵问题， 大大降
低了安全隐患。

好丽友研发中心的食品营
养专家鲁岑还作为志愿者为明
德小学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
膳食营养知识课。

据悉， 好丽友爱心厨房项
目始于 2016 年， 首批 5 间爱心
厨房落户福建长汀。 项目落地
后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让
好丽友看到了爱心厨房项目的
公益价值， 同时也坚定了持续
开展该项目的决心。

据了解， 好丽友爱心厨房
除了帮助学校改进硬件条件
外， 后续还将开展一系列营养
知识培训， 帮助学校厨房从业
人员和全体师生培养良好的营
养知识认知和烹饪饮食习惯。

（王勇）

2017 年 12 月 12 日， 第十
三届中国优秀企业公民年会在
北京召开。 在本届年会上，海航
集团董事局董事、 海航资本董
事长汤亮被评为“2017 中国最
具社会责任企业家”，同时海航
资本获得“2017 中国优秀企业
公民”荣誉称号。

海航资本成立十年来，自
觉承担社会责任， 积极响应国
家战略，贯彻“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自贸区建设， 推动产品与
品牌渗入全球市场，在“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树立中国
企业的良好形象。 海航资本还
一直致力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
护，12 月 13 日， 海航资本旗下
上市公司渤海金控 (000415)发
布公告， 包括海航集团董事局
全体董事、 海航资本核心管理
团队增持公司股票， 促市场价
值合理回归。

为了确保社会责任在公司
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海航资本创

建了以社会责任为主的管理体
系和企业文化，建立了社会责任
委员会，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
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海航资本旗
下渤海金控、聚宝匯连续多年发
布社会责任报告，与社会各界沟
通社会责任成果。

据《聚宝匯 2016 社会责任
报告》统计，在金融服务惠及
方面， 聚宝匯为企业提供便
捷、高效的金融产品，满足企
业资金需求，彻底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截
至 2016 年底， 惠及实体企业
达到 405 家。

不仅如此， 海航资本积极
发挥金融业态优势, 在教育、养
老、妇女、儿童和传统文化等多
个社会公益领域投入资金和资
源，助力扶贫攻坚战。 最近，海
航资本旗下成员公司为天津市
1000 个帮扶村中全部单亲困难
母亲及其子女提供团体意外伤
害保险， 提供伤残和身故方面

的保险保障； 为民间传统手工
艺人提供总额 200 万元的无息
金融服务， 推动中华传统手艺
的保护与传承。

海航资本发源于实体业
态、服务于实体企业，在成立十
年的发展中， 高度重视社会责
任建设， 培育员工企业公民理
念，推动企业发挥优势，持续开
展社会责任活动， 保持企业发
展与国家整体利益、 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高度一致。

第十三届中国优秀企业公
民年会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央电视台、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主
办，本届年会主题是“向中国优
秀企业公民致敬”，旨在寻找和
挖掘在践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的实践中表现突出、 贡献重大
的优秀企业。 200 多位来自世界
500 强企业、著名央企、国企、民
营企业、 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
出席了本次大会。 （胡彬）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主办、 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协办的第四届
美动华人公益盛典暨小师傅非遗
文化传承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在京
举行。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文
化自信”、“匠心精神”的重要讲话
精神，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联合
音乐人孙楠、 栾树、 奥运冠军王
涛、策划人孙鸣蔚，发起“小师傅
非遗文化传承专项基金”。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小师傅
非遗文化传承专项基金以传承发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使命， 通过
组织艺术家团队深入学校开设

“小师傅”非遗公益课堂，以及开
展系列社会宣传推广活动， 培养
非遗传承人才， 倡导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 引导孩子们乃至全社
会增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仪式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副理事长陈
秀榕，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秘书
长朱锡生， 以及梁平木版年画传
承人徐家辉、 竹帘画传承人牟秉

衡等 10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
同启动“小师傅”非遗公益课堂。
景岗山、赵胤胤、刘璇、龚琳娜、高
晓攀、潘晓婷、张锦程、张延等被
聘为项目公益大使。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我国首部
儿童非遗主题纪录片《小师傅》的
首映礼。该片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
会和广州众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每集以两位“小师傅”探
访一位非遗传承人并向其拜师学
艺为主线，通过师徒技艺传习过程
中的场景体验和情节实录，展示非
遗艺术的独特魅力。纪录片在为古
老技艺搭建大众展示平台之外，为
孩子们提供了解学习非遗技艺和
匠心精神的平台与窗口，激发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兴趣，同时也
让更多公众走近了解非遗。

重庆梁商投资有限公司捐款
200 万元率先对该专项基金进行
支持。 该基金将在全国范围内考
察遴选优秀代表性非遗项目，通
过“小师傅”非遗公益课堂，让孩
子们参与学习传承， 并将过程拍
摄成系列《小师傅》纪录片，陆续
向社会推出。 （徐辉）

小师傅非遗文化传承专项基金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航资本董事长汤亮
获“2017 中国最具社会责任企业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