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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绿色行动启动物流生态专属林种植计划

2018 年 3 月 30 日，“慈爱
嘉·新动力杯”京津冀高校养老
护理技能大赛在京举行， 这项
赛事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
起， 慈爱嘉联合摩根大通（JP
Morgan）共同支持，由北京劳动
保障职业学院承办， 京津冀 7
所高校的学生参加。

据慈爱嘉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负责人刁文介绍， 此次支持
京津冀高校养老护理技能大赛
是希望通过比赛让年轻人看到
养老服务产业也是高大上，最
终成为养老服务行业的新动
力。

目前， 我国养老专业相关
院校招生数有限， 并且由于对
养老服务行业的认知有限，养
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社会地位
不高等因素影响， 年轻人不愿
将从事养老服务作为主要就业
目标。

“中国走向老龄化已经成
为基本国情， 围绕老龄化社会

所需的人才缺口是十分巨大
的。 与此同时，对于很多年轻的
非优势大学生， 一方面需要就
业机会， 另一方面并没有意识
到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发展机
遇， 这是目前的一个社会问
题。 ”刁文强调。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
长期在居家专业养老服务一线
的社会企业慈爱嘉， 在摩根大
通公益资金的支持下， 创新在
国内开展了“新动力：中国老龄
化社会人才培养公益项目”。

据刁文介绍， 项目旨在通
过对相关专业的弱势大学生开
展极具针对性和实操性的养老
行业专业技能培训和宣讲，引
导技能人才进入该行业来帮助
应对其面临的严峻技能人才缺
口问题。 自 2016 年项目启动以
来， 有超过 200 名非优势大学
生通过专业化培训走入养老行
业， 为养老服务提供了新鲜血
液。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李一表示。“摩根大通
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到新动力培
训这一创新性项目中来， 与我
们的公益机构合作伙伴共同探
索养老和青年就业这两大问题
的解决方案。 ”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更
多年轻人通过在学院的学习，
选择和热爱养老行业， 留在这
一领域。 此次大赛让我们的学
生有了技能上的跨区域交流，
同时让他们通过大赛更加了解
知识对行业的所能做出的贡
献， 为他们以后走向养老服务
奠定了基础和信心！ ” 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主
任王建民教授表示。

此次举办京津冀高校之间
养老护理技能的推动和交流，
基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基础上，
扩大行业人才的输送， 正是让
学生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动力。
竞赛内容包括老年人生活照
料、基础护理、康复护理、心理
护理、应急急救技能等。 通过真
实情境的现场操作， 展示高等
职业院校学生为老年人开展生
活照料、基础护理、康复护理、
心理护理、 处理紧急突发事件
等养老护理的实践应用能力和
职业素养。

“服务老人不是凭经验和
力气就可以， 既要老人身心受
益， 同时作为照护者也要避免
自伤， 这就是专业养老服务技
术的体现。 ”北京劳动保障学院
养老护理专业的王岩强调。

（王勇）

近日， 湖北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鄂办文
（2018）7 号《关于 2017 年度省驻
农村工作队（扶贫工作队）考核
情况的通报》文件，对 2017 年度
湖北省驻农村工作队中涌现出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通
报表彰。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获评“湖北省驻村扶贫工作突出
的支持单位”， 东风公司驻村干
部边焕新和张文涛分别被评为

“工作突出的第一书记”及“工作
突出的工作队员”。

1996 年，东风公司启动对国
家级贫困县十堰房县的帮扶工
作，积极以自身产业优势带动当
地经济发展。 2013 年至 2015 年，
东风公司在房县红塔镇开展“万
名干部进万村惠万民” 活动，通
过改善民生、兴办实事，增进了
与当地群众的感情，促进了地方

“三农”工作的开展。
2015 年 10 月， 东风公司党

委积极响应湖北省委、省政府的
号召，正式启动驻村帮扶精准扶
贫工作，选派东风公司铁路运输
处的边焕新和十堰管理部的张
文涛组成东风公司扶贫工作队，
深入房县五台乡金牛寺村开展
驻村帮扶。 自驻村以来，扶贫工
作队发扬东风公司艰苦创业的

“马灯”精神，走村串户了解民情
民意，制定具有东风特色的精准
扶贫规划，引导村民开展“跑跑
鸡”和黑山羊养殖，培养当地村
民自主“造血”能力。 经过多方努

力，2016 年， 金牛寺村整村脱贫
出列。

2017 年，东风公司进一步加
强对房县五台乡的援助力度，巩
固扶贫成果。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何伟深入
受援地开展工作调研，公司社会
责任办多次实地督导项目开展，
和扶贫工作队一道制定脱贫“攻
略”，稳步推进“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建设。 2017 年，通过深入推
进“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发展模式，推进了金牛寺村黑山
羊等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养殖
种植一体化的循环发展模式也
正在逐步建立，加快了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步伐，金牛寺村还被列
为房县山羊产业扶贫示范村。

驻村帮扶的三年时间里，东
风公司扶贫工作队和当地政府
一起真抓实干， 为百姓谋福利，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生活
幸福指数也日渐提升。

“在东风公司的帮扶下，金
牛寺村已经成为我乡变化最大、
村容村貌最好、产业扶贫最突出
的村。 目前，一个以五台乡为中
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土鸡
和黑山羊的良好态势已经形
成。 ”房县五台乡党委书记马宗
敏说，“我们相信，有东风公司的
高度重视，有工作队与我们一道
下足绣花功夫，‘五台 2020 年同
步小康’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
现。 ”

（于俊如）

东风公司获评“2017 年度湖北省
驻村扶贫工作突出支持单位”

京津冀三地高校联动
慈爱嘉携手摩根大通开展养老护理技能大赛

菜鸟联合多家快递公司在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种植“绿色物流
行动”专属生态林

2018 年 3 月 29 日， 中国最
大的物流环保行动联盟———菜
鸟绿色行动联盟宣布在敦煌启
动“物流生态专属林种植计划”。
菜鸟将联合申通、圆通、中通、百
世、天天、韵达等快递公司，在敦
煌阳关自然保护区种植“绿色物
流行动”专属生态林，首期造林
近 1000 亩。 目前首批 25 万棵绿
树已经开种，面积相当于半个西
湖。

同时，菜鸟绿色行动联盟向
敦煌市民捐赠 20 万个环保快递
袋。 这些印有敦煌独特文化标志
的生物降解快递袋将满足敦煌
市民一年的快递包装用量，加速
绿色包装在当地的普及。

据了解，敦煌市位于甘肃省
西北部，有“沙都”之称，绿洲面
积仅占总面积的 4.5%，地处极端
干旱区，常年少雨，地表水资源
匮乏。 敦煌市副市长张诚在启动
发布会上表示，植树造林、防沙
固沙、湿地恢复将利于敦煌筑起
一道绿色保护屏障。 他谈道，菜
鸟绿色行动专属林将造福敦煌，
并唤起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敦煌
的生态保护。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此
次行动的共同发起者，基金会秘
书长徐光坦言，菜鸟绿色行动联
盟在敦煌建专属林，是希望以实
际行动唤起全社会对于环保和
敦煌文化遗产的关注。

早在 2016 年， 菜鸟就联合
30 多家物流合作伙伴发起了业
内最大规模的联合环保行动，通
过绿色包裹、绿色回收、绿色智
能、绿色配送四大具体措施推动
绿色物流发展。

截至目前，菜鸟已将 2000 万
个绿色包裹送到消费者手中，其
推广的可降解绿色包装升级方
案也被写入国家标准，绿色回收
行动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参与。
在绿色智能方面，通过智能箱型
设计与切箱算法，可以减少 15%
的包材使用，这项算法已经被累
计使用在超过 1 亿个包装箱和
快递袋上。

2017 年“双 11”期间，菜鸟在
北京、 上海等主要城市开展了

“回箱计划”，数千万个废旧纸箱
得到循环使用，这也是物流业第
一次大规模开展线下回收行动。
在敦煌活动现场，菜鸟绿色行动

联盟同时宣布推出“回箱计划
2.0”。 回箱计划将从十个城市扩
展到全国近百城， 覆盖 3000 所
菜鸟驿站，将有利地促进快递包
装循环使用。

不仅如此，今年 2 月，经过
两个月的测试，菜鸟“绿箱”投入
使用，100 万零售小店年内将用
上环保循环箱，预计使用量将超
过 1000 万个，覆盖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等数百个城市。 这项
环保行动将每年节省超过 2400
万个纸箱，相当于拯救数百万棵
绿树。

一个月前，菜鸟联合阿里巴
巴公益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以及中通、 圆通、 申通、天
天、百世快递、韵达等主要快递
公司，共同发布了“中国绿色物
流研发资助计划”， 将投入 1000
万元， 从物流包装的轻量化、循
环利用、 创新替代等领域着手，
在研发新材料、新技术等方面增
加投入，促进绿色包装升级。

菜鸟绿色行动联盟负责人
牛智敬谈道，2017 年我国快递行
业包装使用量达 400 亿件，其中
塑料快递袋 80 亿个， 快递包装

箱 40 亿个， 对生态环境造成巨
大压力。

牛智敬表示，4 月中旬起菜
鸟裹裹将为消费者增加一种支
持环保的方式，即在菜鸟驿站捐
赠纸箱后，捐赠人可以在菜鸟裹
裹积累绿色能量种树，让更多人
实现绿色消费。

这项环保行动也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支持，马丽、叶祖新、罗
海琼、蒋梦婕、高至霆、徐晓璐和
杨綋堃等 7 位人气明星作为“菜

鸟绿色行动”公益大使，发起了
“将纸箱留在菜鸟驿站， 让资源
循环利用”的倡议。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公益
不断融合，全民公益正在线上平
台迅速实现。 菜鸟绿色行动正是
其中的“爆款”，从购买到快递包
装回收实现了整个消费链的绿
色行为，数千万人通过菜鸟参与
到环保中来， 累计减少碳排放
13.6 万吨。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