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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联合中国青基会成立未成年网络保护公益基金
2018 年 5 月 30 日， 在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
“中国青基会”）总部，快手科技
携中国青基会成立“快手科技青
少年幸福成长公益基金”（以下
简称“快手青少年公益基金”）。

快手青少年公益基金旨在
依托快手的技术、 社区优势，发
挥中国青基会的专业优势、创新
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欠发达地
区未成年网络安全意识与自我
保护能力，推动建立网络内容分
级标准，搭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体系；未来 5 年，快手将向该公
益基金持续投入 1000 万元。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党
委书记、理事长王剑，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党委副书记、常务
副秘书长杨晓禹，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希望工程事业部部长
严石， 快手科技创始人及 CEO
宿华，快手科技高级副总裁余海
波，快手科技市场副总裁陈思诺
等莅临此次发布会。

在发布会现场， 杨晓禹表
示，快手成立 7 年来，记录和分
享了数亿用户的生活点滴。 随着
青少年网络安全面临着较大风

险，如何推动互联网企业营造健
康、绿色的网络环境，是快手和
青基会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基于此，为了更好地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让互联网
成为开展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
阵地，青基会和快手科技联合发
起快手青少年公益基金，将给青
少年打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让网
络成为传递和弘扬社会主流价值
观、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谈及设立“快手青少年幸
福成长公益基金”初衷时，宿华介
绍， 中国 19 岁以下网民达 1.71
亿， 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在
90%以上。 但数据显示，46%的中
国青少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几乎
每次或者经常会接触到网络不良
信息，包括色情暴力等类型，形势
不容乐观。

“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
致的教育不公也是我们一直关
注的话题”， 宿华认为， 过去 30
年， 中国乡村基础教育发展迅
猛，但在师资分配、办学条件、教
学经费上与城市还存在巨大差
异，乡村教育滞后已经是基础教

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瓶颈 ,
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面对上述环境， 宿华表示，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逐渐稳定的重要阶段，在
这期间受教育的好坏，往往决定
了一个人接下来的命运。 快手是
一个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社区，所
以守护青少年成长是快手社区
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快手承担平
台社会责任的重中之重。 借助

“快手青少年幸福成长公益基
金”， 快手将联合希望工程的专
业性优势， 针对中国欠发达地
区， 提供优质网络安全教育内
容，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网络自
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同时结合
快手平台技术和社区优势，如大
数据、视频理解、AI 等，联合中国
青基会的优质公益资源，开展网
络内容分级专项研究，推动建立
网络内容分级体系的行业标准。

“这次合作是个历史性节
点，关乎快手行动未来 5 年的行
动方向及最终成果”，宿华称。

在活动现场，宿华称，快手
青少年公益基金将从青少年网
络安全教育、教师网络信息素养

培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未成
年人内容分级、推动教育公平五
个方面入手，以期与青基会共同
搭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共
同营造健康、绿色、公平的互联
网生态环境。

此外，宿华介绍，快手在建立
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打
造清朗社区方面一直在努力，包
括已经上线的全行业第一家“家
长控制模式”、AI 识别未成年人

人脸， 可以第一时间对未成年人
的行为进行保护。

据悉，快手行动是快手公司
内的一个具有跨领域创新特长
的社会责任部门， 成立于 2017
年秋，旨在用快手的产品、技术
与社区优势赋能每一个个体，创
造幸福生活。 快手希望用落地的
行动， 在未成年人保护及教育、
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领域产生
长远的影响力。 （高文兴）

2018年 5月 24日， 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爱心衣橱公益基
金（以下简称“爱心衣橱公益基
金”）联手互联网黄金平台“黄金
钱包”前往广西南丹拉所小学举
办“你的心愿我来完成”六一圆
梦活动， 为该校 79名在校生实
现“六一”心愿，送去服装、文具、
玩偶等节日礼物及暖心祝福。 本
次活动得到了当地县政府办、县
教育局、爱心衣橱公益基金广西
志愿者的大力支持。

据悉，拉所小学是当地政府
为了让周边贫困家庭孩子不失
学所建的村落小学，学生以白裤
瑶族居多， 现有教学班 5个，在
校学生 79名。 他们每日翻山上
学，最远步行需近 4小时。 由于
条件艰苦，人手不足，该小学的
每位老师都要同时教授多门课
程，还要为孩子们烹制午餐。 虽
然学校的运动设施和学习设施
都十分有限，但孩子们依然热爱
学习和运动。

爱心衣橱公益基金自 2016
年起设计并主办了两届“你的
心愿我来完成”六一圆梦活动。
该活动鼓励孩子们用彩笔画出

自己的心愿并由公益伙伴帮助
实现， 既解决了孩子们生活学
习的切实需求， 又在孩子们的
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 。 2018
年，黄金钱包加入此活动，为更
多的孩子实现了心愿。

此前，黄金钱包面向公司员
工及平台近 240 万用户征集儿
童画作，与拉所小学同学们的作
品共同制成明信片送给孩子们；
还征集了海量暖心祝福，由公司
员工誊写在明信片上，令孩子们
备受鼓舞。 收到明信片的孩子们
看到自己的画作变成了精致的
卡片都十分开心，纷纷大声朗读
自己收到的祝福。

黄金钱包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公司自成立至今始终坚持
公益， 此次爱心衣橱公益基金
的活动从理念内核上与公司的
公益观高度一致， 本次圆梦活
动只是双方合作的起点， 今后
还将继续发挥平台的能量，将
公益活动坚持下去。 公司将积
极鼓励员工和平台用户共同参
与， 努力带动同业伙伴共同行
动， 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落到实
处。 （张明敏）

携手黄金钱包为儿童圆梦
爱心衣橱走进广西拉所小学

快手科技青少年幸福成长公益基金启动仪式

2018 年 6 月 2 日， 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扶贫办指导，华润医
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
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举办的“健
康扶贫中国行”火炬传递暨社会
责任品牌启动仪式，在北京慕田
峪长城举行，标志着以“健康、爱
心、守护”为主题的华润医药商
业集团 2018 年全国大型慈善公
益系列活动来开序幕。该集团还
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 2017 年社
会责任报告。

今年恰逢华润成立 80 周
年。 为助力健康中国战略，践行
央企社会责任，华润医药商业集
团联合相关单位开展了“健康扶
贫中国行” 活动，“健康扶贫”是
此次活动的核心，旨在帮助贫困
地区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火炬传递是整体活动的重要
推进形式。据介绍，“健康扶贫中
国行”火炬传递活动，是从中国
革命圣地延安采集的火种。

“健康扶贫中国行系列活
动”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 火炬将从北京出发，
在华润医药商业集团业务覆盖

的 27 个省（市、区）的 80 个站点
依次传递， 重点选在山西大宁
县、永和县，陕西子洲县、清涧
县，江西于都县以及云南、四川、
河北、山东、湖北、辽宁、湖南、江
苏、黑龙江、河南等省区的国家
级贫困县、深度贫困地区和革命
老区进行传递。

第二，火炬每到一地，华润
医药商业集团都将联合当地主
管部门、 医疗机构以及上游厂
家，以药械捐赠、专项捐助、专家
义诊、乡医培训、安全用药知识
宣传、访贫问苦等为主要内容进
行健康扶贫活动。 除此之外，针
对丙肝、乙肝两个病种，进行专
项的捐助扶贫活动。

第三，创立社会责任品牌项
目，开展药品配送、保障承诺、患
者教育会与试点爱心站等活动。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向明在致
辞中表示，“健康扶贫中国行”与
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牵头
的“健康扶贫工程”相契合，与国
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相吻合，是华润医药商业集团为

提高贫困地区民众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水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油助力的一次有益尝试。从现
在起到 2020 年， 华润每年都将
开展这项活动，真正以实际行动
助力国家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副司
长樊挚敏指出， 作为健康扶贫工
作的行业主管部门，其认为，开展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是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健康中国战略最好的
贯彻落实， 是对改革开放 40 周
年、华润 80华诞最好的纪念。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副秘书长胡宁宁说，健康扶贫是
精准扶贫的一个方面，也是健康
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少
数欠发达地区，因病返贫、因病
致贫成为全民健康、全民小康的

“拦路虎”。这次活动选择在国家
级贫困县、深度贫困地区和革命
老区开展义诊、乡医培训、医药
捐赠、健康科普、扶贫帮困等活
动，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因
健康原因造成的贫困比例，推动
健康中国战略的执行具有良好
的示范作用。

当天上午 10 时， 华润集团
助理总经理、华润医药商业集团
首席执行官、华润医药商业集团
董事长王春城宣布健康扶贫中
国行火炬传递启动，并点燃主火
炬，随后将主火炬交予华润医药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李向明，两位领导带领火炬
手一同向慕田峪长城 14 号烽火
台进发。 10 时 50 分，主火炬到
达 14 号烽火台后， 传递给华润
河北医药有限公司。

（李庆）

传递“健康扶贫中国行”火炬
华润医药商业 27省开展专项捐助扶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