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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7 日，汉能薄
膜发电集团（以下简称“汉能”）
在京举办“点亮非洲”汉能 2018
汉伞公益项目启动会。作为本次
启动会的主角———“汉伞”，揭开
了它神秘的面纱。这次启动会这
是继向社会发布汉瓦系列新品
后，汉能再次重磅推出薄膜太阳
能新品，并同时发布“点亮非洲”
移动能源公益解决方案。

此次发布会上发布的“汉
伞”，是全球首款基于柔性薄膜
太阳能技术的多功能伞， 拥有
159 项专利。 它展开直径 2.7
米，重约 9 公斤，表面铺设一层
柔性薄膜， 无论晴天还是阴天
均可发电。

一把充满电的汉伞可存储
4 万毫安时的电量， 能提供长
达 10 小时的夜间照明。伞面下
可见均匀分布的 LED 灯，更人
性化的是，该 LED 灯还设置了
开关、照明、阅读三种模式，并
有电量指示，可为 8 至 10 个小

朋友提供阅读光源。 伞柄设置
的 4 个 USB 充电接口可充满
10 部 3000 毫安时容量的手
机； 伞柄还设计了可放置书本
和小型电器的托盘， 让孩子们
能一同分享学习的乐趣。

此次会上启动的“点亮非
洲” 公益项目是向全世界开放
的、长期运营的独立项目，致力
为非洲提供移动能源解决方
案，其核心理念在于光明共享，
家园共建。 作为该项目的发起
方， 汉能将向非洲国家捐赠第
一批汉伞。 这批汉伞将通过中
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
送到非洲当地的教育机构、贫
困地区儿童手中。

汉能承诺， 未来每卖出一
把汉伞， 汉能就捐赠一美元给
相关非政府组织， 用于资助该
组织更多的公益活动， 助力非
洲减贫惠民事业。汉能表示，用
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这也是
汉能的使命和信仰。 （张明敏）

业之峰张钧：做可持续的环保商业与公益

汉能启动“点亮非洲”汉伞公益项目

覆盖 100 个社区，累计铺设
近 4000 台饮料瓶智能回收机，
吸引了 55000 人参与投瓶 70 余
万次，共回收饮料瓶 500 万个。

仅用半年时间，“瓶安·中国”
项目就取得了如此不菲的成绩。
该项目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
起、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大力支
持，盈创回收承办，2017年业之峰
装饰集团捐赠 100万元助力。

项目以“安全回收、推动垃
圾减量，杜绝二次污染”为主要
内容，通过智能回收机的铺设与
推广， 搭建覆盖面更广并由公
众、企业、机构共同参与的环保
回收平台，旨在推动饮料瓶安全
回收、 培养大众绿色回收习惯、
提升全民环保意识，从而保护生
态环境、营造绿色生活。

“我们的参与对项目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和推广作用，取得这
样的成绩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
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业之峰装
饰集团董事长张钧强调。

从环保商业到环保公益

业之峰装饰集团为何要投
入到这一项目中，这与企业的发
展有着怎样的关系？

业之峰装饰集团是一家以环
保装修为特色与追求的装饰公
司。对此，张钧认为：“有特点的企
业才能够活下来， 才能做好、做
足、做深、做强。 业之峰通过对环
保的追求，在行业内进行引领，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竞争力。 ”

作为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
业之峰在很早就开始实施公益

项目，比如建设希望小学、救助
失学儿童、救灾赈灾等。

“在做的过程中，我们进行
了很多思考。 我们觉得做公益也
要有主线，这样对社会、对企业
价值的推动都会很有帮助，能够
更好推动慈善目标的达成。 ”张
钧表示。

他同时强调：“既然业之峰
是一家致力于环保装修的企业，
从社会责任感、 使命感这个角
度，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些有益
的思考，为大气节能减排、环保
事业尽微薄的力量。 ”

由此，环保公益逐渐成为业
之峰的公益主线之一。

支持“瓶安·中国”项目
100 万元

2017 年，业之峰装饰集团迎
来 20 周年。 在 20 周年庆典上，
业之峰装饰集团现场捐赠 100
万元，“瓶安·中国” 这一环保公
益项目正式启动。

如今生活中，塑料饮料瓶的
身影无处不在，然而大部分废旧
塑料却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进行
回收和再利用。 大量流向非法地
下处理工厂的废旧塑料不仅在
在加工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了
严重污染，其“变身”后的塑料制
品在重新流入市场后也危害着
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项目将通过智能回收机的
铺设与推广，搭建覆盖面更广并
由公众、企业、机构共同参与的
环保回收平台。 据介绍，每台运
行稳定的回收机一年可以回收

1.5~2 吨的废饮料瓶。
谈到为何在众多环保项目

中选择了“瓶安·中国”，张钧表
示，主要由于这一项目是可持续
的，并且可以改变人们的观点。

首先，回收机的投放可以参
与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人们
在献爱心的同时，既可以因为公
益行为得到激励，也可以通过回
收行为获利，在循环上是可以打
通的，因此是可持续的。

其次，通过考察调研，张钧
认为项目的执行方一直在扎扎
实实地推进循环经济，并非仅仅
喊口号或是作秀，其背后也有实
力雄厚的企业在支持。

“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我们
会有‘门当户对’的考量，会选择
有规模、有持续性、理念相同、价
值观契合的机构进行合作。 ”张
钧强调。

此外，张钧还表示，回收机
的存在能形成大众的广泛关注，
逐步培养人们的习惯，持续性地
把人们的观念改变过来，可以从
根源上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

做可控、持续、与企业精神
契合的公益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项目完成
京城 100个社区的覆盖，累计铺设
近 4000台饮料瓶智能回收机，吸
引了 5.5万人参与投瓶 70余万次，
共回收饮料瓶 500万个（相当于节
约石油 720吨，减排二氧化碳 360
吨，植树 5125 棵），基本形成以饮
料瓶智能回收机为点辐射社区、商
圈、地标的“城市智能回收网”。

对于这些成果， 张钧表示，
这对业之峰来说也是一个很有
成就感的事情，同时，企业的美
誉度在此过程中也获得了提升。
这也更坚定了张钧和业之峰持
续投入环保公益的决心。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企
业家， 在公益的路上首先应该知
道自己的半斤八两。 ”张钧强调。

他认为，一般而言，企业在创
业初期是无法兼顾公益事业的；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觉得应该做
一些，但怎么做不知道，只能人云
亦云跟着学； 到成熟发展稳健期
以后，企业也沉淀了一些心得，就
逐渐摸索出正确的道路。

“第一是可控的，第二是可
持续的， 第三个是围绕品牌、与
企业家精神相近的，围绕这些去

做就更容易坚持，因为你的兴奋
点在这里，你的思想境界和范围
都在这里。 ”

张钧表示：“我们更趋向于
做专注、持续、有脉络的公益，再
一个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我
们更偏向于做原创跟发起，而不
是跟随，争取自己主导，将来业
之峰可能会建立更大的环保基
金，这也在我们的谋划之中。 ”

据张钧介绍，业之峰会在每
年的预算中列入公益方面的支
出， 以保证公益投入的可持续
性。“业之峰要成为一家受人尊
重的企业。 ”张钧强调。对于企业
来说， 要做到受人尊重并不容
易，但以此为目标的企业只要坚
持下去，一定可以推动社会越来
越好！ （王勇）

业之峰捐赠 100 万元支持“瓶安·中国”项目

2018 年 5 月 3 日， 初夏未
至，细雨泼洒在了云南省楚雄武
定县的山林里，为山区带来一丝
清凉。 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公
路上， 一组车队缓缓的驶入了

“石蜡它小学”———这所距离武
定县 53 公里， 建立在山区中的

“森林学校”。 车队里所承载的是
来自连连支付与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上学路上专项
基金（以下简称“上学路上基
金”）为学生们带来的礼物，以及
社会各界慈善人士对学生们的
关爱，为初夏的山区开启了一道
温暖的大门， 也在儿童节之前，
给山区的孩子们送去了陪伴和
暖心的故事。

石蜡它小学共有学生三百
余名， 家长大多在外地打工，多
数一年才能回家一次，孩子们跟
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由于学校
地处偏远，学生们平日只能住宿
在学校里，逢节假日才能有机会
回家。 这样与家人长期的不能相
聚，使学生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
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
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缺少了
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

对于全国各地类似的儿童
群体，2013 年 5 月，“北京上学路
上公益促进中心”发起了针对儿

童心理疏导、情感抚慰、人格养
成和视野拓展的公益项目，采用
儿童心理学“故事疗法”，通过大
量的调查并求教于国内的心理
研究机构和学者， 把精选的、有
心理暗示效果的读物朗读并录
制下来， 剪辑配乐后灌入 MP3，
制成并给留守儿童发放“故事盒
子”， 弥补孩子们没有机会听父
母讲故事的成长真空，并疗育他
们爱缺失下的心灵。 截至去年上
半年，“上学路上”已经为全国 11
个省份 31 所学校的 9394 位学生
送去了“故事盒子”，根据反馈数
据显示，在接受到“故事疗法”的
孩子中，64%的孩子心理状况有

了显著提升。
本次连连支付与上学路上基

金合作， 为石蜡它小学的 300 多
名学生送去关爱， 让 300 多个孩
子在没有父母陪伴的夜晚， 仍然
能有温暖的故事与其相伴。

这已经不是连连支付第一
次走进偏远地区关爱留守儿童。
自 2016 年开始， 连连支付便与
中华儿慈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相继走进宁夏、甘肃、青海等
地的山区，给当地贫困学生送去
文、体用品及运动鞋，以抚平偏
远山区学子的求学之路，并通过
各种载体不断号召社会各界对
留守儿童的关注。 （张明敏）

连连支付点亮云南留守儿童心灵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