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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金融获中国残基会点赞
合作践行科技助残

2018 年 5 月 20 日是全国
助残日。 当天，京东金融科技助
残就业基地———山东淄博站挂
牌仪式在山东省淄博市举办。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助理刘亚衡偕同山东省残联、
山东省残基会、 淄博市残联相
关领导以及京东众智负责人出
席活动。 此次挂牌仪式，由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京东金融
共同举办。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与京东金融集团合作开展残
疾人网络就业扶贫公益项目，
鉴于淄博市在残疾人网络就
业方面做出的成绩，淄博市被
列为全国第三个项目试点基
地。 集善乐业（北京）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残疾
人承接京东众智平台的数据
标注业务，让残疾人士通过平
台实现灵活就业。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于
2017 年发起“集善工程-互联乐
业”残疾人网络就业项目。 目前
京东金融已与其签订公益战略
合作协议，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
积极开展集善乐业残疾人网络
就业项目，并首先通过众智平台
为山东淄博的一批残疾人士提
供互联网就业机会。

科技力量帮助残疾人士提
高生活质量

今年 1 月 12 日，京东金融发
布国内首个聚焦人工智能领域
的数据众包平台———京东众智。
京东众智是一个智能数据采集
标注处理平台，通过对数据进行
清洗、提取以及特殊信息标注等
工作，把生涩的代码转化为每个
人都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让普通
人可以熟悉数据如何运转、机器
如何学习， 让每个人亲手打磨、
制作一个样本，把本无用的碎片
和闲暇时间转化为一种对高科
技、对人工智能的推动力。

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京东金融在京东众智平台
建立之初，就考虑到了残疾人士
的就业需求，主动联合了各地组
织，向他们提供大数据标记任务
和技能培训服务，并设立了相应
的组织管理体系。 截至目前，在
京东众智平台上从事数据标注
工作的总人数已达到 30000 人，
其中残疾人士 1000 人左右，部
分专职残疾人士的平均月收入
可以实现 3800 元至 4500 元，足
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

网显示，截至 2017 年，全国残疾
人人口基础数据库持证残疾人
3404 万人，但全国城乡持证残疾
人就业人数仅为 942 万余人，约
70%的残疾人士长期处于失业状
态。 而京东众智不但为残疾人士
提供了“足不出户”的就业机会，
还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通
过这样的方式“授人以渔”，给他
们以更多帮助。

给残疾人士创造平台体现
自身价值

京东众智负责人表示：“我
们希望京东众智平台不仅能为
残疾人士解决生活和就业问
题，更能让他们有价值感。 ”

聋哑人小袁由于先天的生
理缺陷频繁被用人单位拒之门
外， 在经历了 39 份工作失败之
后，他得到了京东众智平台一位
工会负责人的帮助。 在京东众智
的专业培训下，小袁经过一个月
的刻苦训练，学会了用模板做数
据标注，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了
稳定收入。

对于残疾人士来说，一方面
需要社会给予关注和帮助，在适
当的就业和工作方面给予均等
的竞争机会；另一方面，残疾人

士虽然身体某处有些不便，但是
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其实完全可
以胜任。 京东众智平台推出的
Pre-A.I.解决方案，本身是一种
人工和智能的结合， 通过离线+
准实时数据标注处理，最大程度
提升标注数据准确率和安全性。
事实证明，很多残疾人士在这个
工作岗位上完全能胜任，实现了
自我价值。

京东众智负责人表示，京东
金融期望在 2018 年能够大幅度

提高在众智工作的残疾人士比
例，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
理解和鼓励。

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
也不能少”，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努力。 京东
金融始终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无论是普惠金融、精准扶贫还
是暖东公益， 都以此为一个重要
目标， 为全社会创造美好未来贡
献自己的力量。 （高文兴）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全面履行企业责任
助力产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8 年 5 月 16 日， 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在北京举行企业
责任媒体沟通会。 大众汽车集团
管理董事会成员、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教授
介绍了集团在道路安全、环境保
护、体育促进和文化交流四大企
业责任领域取得的进展，同时还
介绍了在员工发展、绿色生产和
未来移动出行解决方案等领域
进行的努力。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责
任不止于造车。 ”海兹曼教授强
调，“作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国
际汽车企业，大众汽车集团扎根
中国三十余年，早已视自己为中

国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将可持续
发展与核心业务紧密结合，把责
任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努
力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
出贡献。 ”在集团企业责任战略
下，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推进着
多个企业社会责任公益项目。

自 2014 年起，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共宣布投入人民币 1 亿
元成立企业责任基金，用于支持
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助力解决中
国重要的社会议题。 集团根据自
身资源和优势，选择了四大核心
领域，包括：道路安全、环境保
护、体育促进和文化交流。

作为一家汽车企业，大众汽

车集团（中国）一直以倡导道路
安全为己任，尤其重视保护儿童
道路安全。 2013 年，大众汽车集
团 （中国） 联合两家合资企
业———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
携同旗下 6 大品牌， 共同发起

“儿童安全行动”。 至 2017 年底，
该项目已在全国 13 个建有大众
工厂的城市设立儿童道路安全
体验中心，累计直接受益人次超
过 36 万。

2016 年 6 月，在中国总理李
克强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共同
见证下，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与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签署了基
金合作协议， 首批 1000 万捐款
用于支持“千名教师环境友好使
者—播种绿色未来”项目。 这一
环境教育项目以 3 年为规划，希
望通过针对教师的环境教育培
训，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的环保意
识，进而带动更多家庭和社区进
行正向改变。 截至目前共培训近
6000 名教师， 惠及 292 万名学
生。

大众汽车集团一直致力于
在全球推广足球运动，拥有丰富
的足球资源。 大众汽车集团（中
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希望在
中国青少年中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足球文化。 于 2015 年发起为
期三年的“大众汽车青少年足球
发展项目”， 包括青少年足球训

练营、青少年足球夏令营、青少
年足球教练员培训班、青少年足
球运动伤害预防与营养膳食、沃
尔夫斯堡足球学校训练营等为
青少年量身打造的青训体系。 该
项目直接培训超过 5000 人，并
间接惠益 45000 多名青少年球
员及教练员。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认为
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也
是深入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最好
途径，并于 2016 年提出“PACE”
文化项目。“PACE” 意为参与
（Participation）、 互 联（Connec－
tion）、教育（Education）和 交 流
（Exchange）。 在这一文化战略的
架构下，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联合上海交响乐团创办“中国
艺术拓展计划”（AEP-China），
该计划聚焦“年轻人”、“音乐艺
术”及“拓展全国”，旨在通过为
期两年的音乐项目， 聚集和连
接起全国的年轻人， 截至 2018
年 4 月， 直接受益者已达到 5
万人。 同时在 2017 年将“德国
8” 德国艺术展成功带到中国，
促成了这场在华最大规模的德
国当代艺术盛事。

除了这些全国范围的公益
项目，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还积
极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为新疆
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在新疆建立工厂，为当地创造就

业机会与先进技术的同时，还赞
助多个教育、体育、文化和环保
公益项目，包括与歌德学院合作
发起“青少年环保大使行动和教
育计划”（YEAAEP），将环保教育
融入到德语学习之中。

在大众汽车集团（中国），
“责任”是企业运营的日常：通过
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
中国客户的需求；为十万余名在
华员工提供丰富的职业培训项
目和福利保障，积极促进员工的
个人发展； 在日常生产和运营
中，所有工厂均遵循绿色生产理
念，致力于减少生产每辆汽车和
每个零部件所产生的能耗、水
耗、废弃物、二氧化碳和挥发性
有机物的排放； 不断开拓未来，
联合合资企业伙伴，计划到 2022
年前投入约 150 亿欧元，推进电
动汽车、自动驾驶、数字化和全
新移动出行服务的发展，提供智
能化、以用户为导向、可持续的
移动出行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通过履行企业责
任，为行业与社会的的可持续发
展和进步做出努力。 ”大众汽车
集团（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
教授强调，“众行以致远，我们期
待与广大消费者、员工和合作伙
伴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创造更美
好的中国社会而努力。 ”

（王心怡）

京东众智科技助残基地揭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