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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网络扶贫论坛发布创新优秀案例
2018 年 11 月 30 日，以“网

络扶贫， 创新引领” 为主题的
2018 网络扶贫论坛暨创新优秀
案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政
府机构、网络社会组织、互联网
企业、专家学者和知名媒体等百
余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分享网
络扶贫实践经验，探讨网络扶贫
创新举措，推进网络扶贫再上新
台阶， 为贫困地区脱贫工作助
力。 同时，会上发布了 2018 网络
扶贫创新优秀案例及优秀组织
单位。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会长任贤良出席论坛并
发表致辞。 任贤良指出，本次网
络扶贫论坛和网络扶贫创新优
秀案例征集发布活动，是中网联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进网络扶
贫工作的又一项具体举措。

任贤良表示，下一步中网联
将认真落实中央网信办要求，充
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从四方面
继续做好网络扶贫工作。 一是继
续办好网络扶贫论坛和创新优
秀案例征集发布活动；二是大力
做好网络扶贫宣传工作；三是注

重做好网络扶贫精准对接，推动
落地见效；四是积极培育中网联
自有网络扶贫品牌项目。 任贤良
希望网络社会组织及互联网企
业进一步加大网络扶贫工作力
度，把好的项目办得更好。 同时
加强创新，不断培育新的创新优
秀案例， 丰富网络扶贫工作，让
贫困地区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以
实际行动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发挥更大作用。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
巡视员兼副局长秦海在致辞中
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社
会组织、 有关企业以及社会各
界， 要从三个方面共同努力，进
一步挖掘互联网和信息化在脱
贫攻坚中的潜力，继续深入推进
网络扶贫。 一是贯彻精准方略，
咬定目标加油干；二是聚焦深度
贫困地区， 聚焦建档立卡贫困
户；三是广泛调动力量，积极引
导网信企业参与网络扶贫。

新华网党组书记、 董事长、
总裁，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
副会长田舒斌在致辞中表示，一
直以来， 新华网坚持用权威、丰
富的新闻报道，大力宣传脱贫攻

坚的政策措施、成就经验、先进
典型， 广泛动员全社会重视扶
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努力为
脱贫攻坚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
氛围。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
作局副局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秘书长赵晖介绍，网络扶
贫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于 7 月 30
日在西藏拉萨正式启动，截止到
10 月 31 日，共收到 80 余家单位
报送的 160 余份案例。 经过初
选、 专家评审及网上公示等环
节，腾讯为村项目、京东科技赋
能精准扶贫项目、阿里巴巴农村
淘宝电商脱贫案例———巴楚留
香瓜项目等 8 个项目入选网络
扶贫最佳创新案例；中国电信运
城分公司普遍服务试点项目、云
南省茶叶电子商务协会爱心茶
园扶贫项目等 30 个项目入选网
络扶贫优秀案例； 吉林省网信
办、广东省网信办、福建省网信
办、云南省网信办、山西省互联
网协会获得“案例征集活动优秀
组织单位”称号。

本次论坛由中央网信办信
息化发展局指导，中国网络社会

组织联合会主办， 新华网承办，
蓝光公益和《公益时报》社协办。
论坛旨在积极推动和落实中央
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
贫办联合发布的《网络扶贫行动
计划》， 发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

联合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统筹协
调社会各方资源积极参与网络
扶贫、网络公益等活动，加快集
聚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
资源，构建网络扶贫新生态。

（李庆）

2018 年 11 月 27 日，2017 年
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结果
公布，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获评为
全国 5A 级基金会，这是中国基金
会等级评估中的最高级别。 这也
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三次获得
全国 5A 级基金会称号。

据悉，此次评估根据《社会组
织评估管理办法》 和《关于开展
2017 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工
作的通知》要求，自 2017 年年底至
2018年 11月，经第三方机构初评、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终评、
公示后确定评估结果。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三家基金会
获评为全国 5A级基金会。

据了解， 全国性社会组织评
估活动每五年开展一次。 自民政
部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以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 2008 年首
次评估和 2013 年的评估中，已经
连续两次获评全国 5A 级基金会。
此次评估工作是对全国性社会组
织的管理和运行情况进行的全方
位评估。

按照《民政部关于开展基金
会评估工作的通知》要求，符合评
估条件的基金会需报送评估材
料，由第三方机构初评，评估专家
组进行实地综合考察评估和抽
检， 之后经历全国性社会组织评
估委员会终审、 媒体公示等阶段
后， 由民政部公布全国性社会组
织评估等级结果。 最终，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在基础条件、内部治理、
工作绩效、 社会评价四大评估项
中均获得高分， 以突出表现三度
获评 5A 级基金会。 （皮磊）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
会会长任贤良出席论坛并致辞。

罗氏制药中国荣膺双料大奖
同期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近日，“改革与发展： 跨国
企业在上海” 主题论坛在上海
举行， 业界领袖及近百家跨国
企业代表共襄盛举。 罗氏制药
中国一举荣获两项大奖：“改革
开放 40 周年———跨国企业在
上海优秀案例”以及“2018 可持
续发展杰出贡献奖”。 同时，罗
氏制药中国还正式发布了《可
持续发展报告 2017-2018》，分
享在华成就的同时， 进一步彰
显其通过持续创新提升全民健
康， 并助力中国健康事业长足
发展。

本届论坛由上海日报社主
办，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外
商投资协会共同支持， 旨在评
选积极实践改革与创新的各项
举措， 并关注可持续发展的优

秀案例。“非常荣幸获得这两份
意义非凡的殊荣， 一方面不仅
是对我们‘扎根上海， 立足中
国’的鼓励与认可 ，另一方面
也更加坚定了罗氏坚持可持
续发展之路的决心与信念。 ”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虹表示：“健康是人类生
活的前提与保障 ， 我们秉承
‘先患者之需而行’的理念，致
力于通过创新寻求突破性的
药物和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延
长生命、 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引
领创新，让创新药品惠及更多
的患者， 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
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 ”

一直以来，“通过改善人类
生活，为社会创造价值”是罗氏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就在包揽

双料大奖的当天， 罗氏制药中
国还对外发布了《可持续发展
报告 2017-2018》， 以可持续发
展方针为导向，从患者、伙伴、
员工、 社区及环境等维度传递
价值， 分享其行业领先的可持
续发展经验与成果。 该报告遵
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最新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并通
过了国际权威技术监督服务公
司德国汉德公司 TUV Nord 的
审验。

创新不仅是罗氏的战略支
柱，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24
年来， 罗氏制药中国对于研发
创新的投入从未止步。 作为入
驻上海张江的首批跨国药企之
一， 罗氏率先于中国建立了包
括研究、开发、生产、营销等环
节在内的完整医药价值产业

链。 2004 年，罗
氏拥有了跨国药
企在上海张江高
科技园区独资建
立的第一个研发
中心， 专注于药
品的研究和早期
开发。 2014 年，
罗氏根据中国国
情特点， 将乙肝
定为罗氏研发中
心主要的研究课
题， 也是罗氏全
球唯一针对乙肝
的 研 发 中 心 。
2015 年，罗氏还
增资 8.63 亿元

打造罗氏创新中心上海， 聚焦
研究与早期开发免疫、 炎症及
抗感染疾病领域的创新型药
物， 不断满足中国乃至全世界
患者的未尽需求。

为了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
得到一流差异化的药物，罗氏制
药中国还积极与社会各界合作，
帮助更多中国患者提高对创新
产品的支付能力，提高药品可及
性。 目前，罗氏制药的五个靶向
药，包括赫赛汀R、安维汀 R、美
罗华R、特罗凯R以及佐博伏R全
部被列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更
多中国肿瘤患者得以通过这些
创新药延长生命， 提高生活质
量。 同时，罗氏制药已在全国约
170 个城市支持建设了 250 多
个 DTP专业特药药房， 提升药
品可及性，令成千上万的中国肿
瘤患者从中受益。

罗氏制药中国在自身发
展的同时也不忘企业社会责
任，通过对公益事业的大力支
持，持续关注患者诉求和公共
健康。 罗氏开展了一系列公益
活动，包括呼吁全社会关注乳
腺健康的“Run for Her Fami－
ly”、推动器官捐献认知的“全
国器官捐献宣教系列活动”、
帮助弱势儿童重拾希望的“儿
童义走”， 以及员工志愿者联
盟等。 此外，罗氏制药中国还
积极参与各类人道主义灾害
救助和支持，通过捐助现金及
药品的方式，已累计捐赠金额
近 3000 万元。 （徐辉 ）

中国红基会三度蝉联
全国 5A级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