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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驶向新未来”可持续论坛在穗举办
� � 2018 年 2 月 2 日，在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停靠广州站期间，沃
尔沃集团在穗成功举办以“驶向
新未来” 为主题的可持续论坛。
近百名来自政府、 科研机构、国
际组织以及企业的代表与媒体
嘉宾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分享
在可持续发展路径上的创新理
念与实践经验。 沃尔沃（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总裁克劳斯，沃尔沃
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古天成，
沃帆赛广州站组委会名誉主席、
亚奥理事会委员、霍英东集团副
总裁霍启刚，国务院参事、科技
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国家气候变
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以
及瑞典驻华使馆参赞龙丽莲出
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论坛正值沃尔沃环球帆船
赛（以下简称“沃帆赛”）首度停
靠广州。 克劳斯和霍启刚分别代
表沃尔沃集团和沃帆赛广州站
组委会欢迎各位嘉宾莅临活动
现场，并介绍了本届沃帆赛与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结合———不仅
参赛船只完全依靠风力驱动，今
年的赛事还积极参与到海洋环
境的保护中。 在此背景下，论坛
涉及的议题相较于往年更为丰
富多元，涵盖科技创新、商业伦
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海洋环境保
护、大型活动的可持续管理等多

个热点话题。 与会嘉宾通过主旨
演讲、主题研讨、对话等多种形
式，就中国如何“驶向可持续发
展的新未来”积极建言献策。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何建坤在题为“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中
指出：“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可
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紧迫而艰巨。
虽然全球单位 GDP 的能源强度
和 CO2 强度均呈加速下降趋
势，但按照目前各国的自主贡献
承诺，距离《巴黎协定》提出的全
球碳排放到 2030 年下降至 400
亿吨的目标，尚存约 150 亿吨的
减排缺口。 因此，进一步加快能
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
续转型，既是我们建设美丽中国
的必经之路，也是保护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必然选择。 ”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
长刘燕华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中国已无法单纯地依靠资源、
劳动力、资本要素来实现经济的
稳健增长，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
力量。 而在这个颠覆式创新不断
涌现的时代，任何创新都应以可
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和方向。 只
有把握了绿色发展的大趋势，才
能把科技创新真正地转化为社

会和人民的福祉。 ”
“沃尔沃集团一直坚持科技

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并重。 近年
来，我们不断发力自动化、电动
化、互联化的可持续交通解决方
案，这既是我们出于保持全球竞
争力的需要，也是我们助力全社
会共荣共赢的使命使然。 ”沃尔
沃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古天
成说，“沃尔沃集团希望能继续
携手在华的合作伙伴，通过多层
面、多维度、多形式的对话与协
作，合力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与
可持续发展。 ”

随后，论坛围绕“科技创新
引导可持续发展”和“商业伦理
与企业社会责任”两大主题开展
了专题讨论。《WTO 经济导刊》
社长兼主编于志宏和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副院长钱小军主
持了分论坛讨论。 近十名讨
论嘉宾与与会代表进行了
热烈讨论并分享了最佳实
践案例。

论坛还特邀沃帆赛传
播总监 Celine Greuzard 与
2017-2018 沃帆赛塑战队
船长 Dee Caffari 到场，就海
洋环境保护展开对话。 代
表联合国参赛的塑战队 ，
肩负着本届帆船赛向全球
传递海洋环境保护这一可

持续发展的迫切课题的重要使
命， 在船队所到之处向公众宣
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清洁海

洋运动， 向日益严峻的海洋塑
料污染宣战。

（王勇）

2018 年 1 月 31 日，由中国
扶贫基金会和中国三星联合发
起的“分享村庄”———“麻麻花
的山坡” 精品民宿聚落项目迎
来了建成运营后的第二次分
红。据了解，此次分红贫困户人
均有 1000 元，普通村民人均也
有 500 元。

2015 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
和中国三星联合启动了“美丽
乡村———三星分享村庄” 产业
扶贫项目，在南峪村通过“景区
带村，能人带户”的精准旅游扶
贫模式，配合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配套扶持等措施， 改善村庄
生产生活环境，并与乡村旅游、
村落分散资源、 合作社集中经
营等进行有效结合， 帮助村民
走上了创业致富路。“麻麻花的
山坡” 精品民宿聚落也正在此
时孕育而生。

在这之前， 位于河北省涞
水县三坡镇的南峪村， 虽周边
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但是
却是环首都地区典型的贫困
村，全村贫困率达到 16%。 南峪
分享村庄项目自 2015 年启动
以来，共建成 8 套精品民宿。 自
2017 年 6 月正式进入营业至
2017 年底， 民宿共计营收 174
万余元， 产生了良好的效益推
动。 同时，项目解决本村 14 人
就业， 并通过培训提升村民自
身能力与素质， 现人均年收入
在 4 万元到 6 万元。

三星大中华区新任总裁黄

得圭表示：“南峪村能有今天的
发展，是村民自强不息、自给自
足、自力更生，创造美好家园，
自我造血持续发展的结果。 ”黄
得圭还在现场挥毫泼墨， 书写
了一副“家过小康日日欢，春回
大地麻麻花”的中国传统春联，
为村民送去新年祝福。

中国三星通过“分享村庄”
项目理念， 挖掘并带动南峪村
优势产业发展， 再让村民凭借
自身付出努力， 为家庭带来稳
定可持续的收入， 推动了这座
贫困乡村从物质到精神的脱贫
与发展。 而这也正是恰恰吸引
南峪村年轻人返乡务工的最大
原因。 到目前为止，从南峪村走
出去的 70 多名外出务工青壮
年劳动力中，已有 25 人回到村
里，加入到合作社。

如今，南峪村“麻麻花的山

坡” 精品民宿已成为高端民宿
旅游产业成果案例， 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的汪洋还曾亲自前往
当地进行过调研。此外，河北省
69 个县市领导还曾分批到南峪
实地学习扶贫模式， 埃塞俄比
亚、南非、柬埔寨等多国农业部
长也曾实地访问南峪村， 学习
旅游扶贫经验。对此，中国扶贫
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认为：“南
峪村的‘分享村庄’在中国扶贫
基金会十余年乡村发展探索中
是一个里程碑， 是一项具有重
大意义的探索。 ”

“到 2017 年年底，南峪村
人均年收入增加到 3450 元，增
长近一倍。 贫困户和贫困人数
也分别下降 88%和 80%。 今年
将提前实现全面脱贫。 ”中国三
星副社长王彤说。

（徐辉）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举办的主题为“为了每一个孩子
的阳光起点”的“儿童发展之夜”
活动在北京圆满落幕。

贫困与不平等是社会之痛。
早在 2006 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在广西贫困地区调研时发
现，寄宿制学生的午饭只有米饭
和盐水黄豆，很多儿童存在严重
的发育迟缓。 此后，基金会以“社
会试验+政策研究”的方式，致力
于反贫困与儿童发展事业，探索
攻克社会发展不平等顽疾。 国际
经验和本土实践表明，从儿童早
期开始的营养和教育全程干预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途
径。

十年间，基金会的项目都有
哪些成效？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的
教育和营养都有哪些改善？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
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在致辞
中指出，中国坚持“儿童优先”原
则，加快法治建设，强化政府责
任，儿童健康、营养、教育状况持
续改善。 基金会十年社会实验覆
盖从孕期到就业各个阶段，对儿
童成长进行了全程跟踪研究，使
试验地区儿童直接受益，基于试
验形成的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受
到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 部分建议已成为国家政策。
他表示，未来 3 年脱贫攻坚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基
金会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中
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卢迈表示，基金会在反贫
困与儿童发展领域开展社会试
验已有十年，项目经验推动了国
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国家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政
策的形成。 基金会在九个省 17
个县推广山村幼儿园计划，直接
受益儿童 16 万。 反贫困与儿童
发展项目已覆盖 22 个省的 146
个县，项目直接影响到约 400 万
儿童。

针对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贫
血、发育迟缓高发的情况，陈春
明教授所带领的团队研制了能
够有效补充营养的“营养包”，推
动了相关政策的实施。 她不遗余
力地献身贫困地区幼儿营养改
善，为降低贫血、发育迟缓率做
出卓越贡献，被授予中国反贫困
与儿童发展终身成就奖。

为感谢近年来支持儿童发
展项目的企业与机构，基金会为
汇丰银行、施耐德电气、联合利
华、 卡特彼勒基金会等授予荣
誉。 十年来，科学界、企业界、公
益组织、媒体公众都以各自的方
式支持了中国反贫困与儿童发
展的社会实验、政策推广和公众
倡导。 （张慧婧）

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克劳斯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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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分享村庄”为南峪村带来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