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2月 27日，2018首
届中国好教练颁奖盛典在北京举
行。 车轮发挥行业标杆作用，赋能
驾培生态圈，通过发布《2018中国
驾驶教练员生存状态大数据报
告》，全面助力驾培行业健康发展。

驾培行业不同于一般的教
育行业， 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
和道路交通的顺畅。 近几年，经
媒体报道的马路杀手层出不
穷， 不规范驾驶造成的危害引
起了社会关注。 教练员团队的
规范化、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直
接影响合格的驾驶人员的培
养， 乃至整个汽车产业的健康
发展。 此次盛典把教练员在平
凡岗位上表现出来的敬业、坚
韧、奉献、热衷公益、见义勇为
等高尚精神与正能量传递给更
多的教练群体、 学员以及全社
会， 通过颁发十项个人事迹奖
项，及全国百强教练奖，旨在通
过优选教练员光荣事迹， 用榜
样的力量带动全国教练服务质

量的提升， 全面推动驾培行业
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车轮副总裁兼 CMO 赵凯
表示， 希望未来能继续为共建
良好的行业环境， 助力行业健
康发展，让有车生活更美好，贡
献一份力量。

车轮作为驾培领域的深耕
者，多年来通过将驾培机构、教
练员、学员三大平台连接起来，
赋能驾培行业生态圈健康发
展， 为更好地完善驾培综合服

务， 促进驾培行业进一步规范
化尽绵薄之力。 车轮意识到，只
有提升教练队伍的整体素质和
服务品质， 使培训质量得到有
效保证， 才能使驾培机构得到
良性的发展。 未来，车轮将继续
助力驾培行业， 主张让市场与
政策同向，创新与改革同步，行
业与社会同心， 和社会各界一
起构筑起驾培行业新格局，塑
造“新驾培”行业的崭新气质。

（王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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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京冀手牵手 温暖心贴
心———2018 英皇集团义工行”
活动成功举办。 英皇集团义工
一行 20 余人，先后前往北京市
朝阳区建外街道永安里社区及
位于河北省的“杨受成（中国·
顺平）关爱老年中心”开展义工
志愿服务， 为老人们送去新年
祝福。

本次活动， 英皇集团协同
建外街道永安里社区及无国界
社工， 不仅对永安里社区困难
老人进行探访，还共同前往“杨
受成（中国·顺平）关爱老年中
心” 组织“京冀老人新年大联
欢”，与中心 700 余名高龄老人
共庆佳节。

联欢会上，到场义工为老人
们带去了欢声笑语。 同时，英皇
娱乐艺人麦亨利、秦鸣悦也来到
现场， 亲切地与老人们游戏互
动。曾出演过电影《红海行动》的

麦亨利，还为老人们演唱了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掀起了联欢
会的高潮。 同时，参演过多部影
视作品的新晋小花秦鸣悦，也和
英皇集团其他义工一起，将新年
礼物送到了老人们手中，受到老
人们的一致欢迎。

顺平县政协副主席、 民政
局局长孙洪江也参加了本次活
动。孙洪江对英皇集团及建外街
道永安里社区表示感谢，对义工
们不辞严寒来到顺平开展慈善
服务活动表达了敬意，同时希望
社会各界能够更多地关心、关爱
老年人， 让老年人能够度过欢
乐、安详、幸福的晚年生活。

据悉， 英皇集团在集团主
席杨受成博士的带领下， 多年
来始终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先
后成立“英皇慈善基金”及“杨
受成慈善基金”，并经由慈善基
金举办多项义工活动， 推动员
工身体力行， 向有需要的人伸

出援助之手。
截至目前， 英皇集团共捐

助兴建九家老年中心及一家儿
童福利院， 分别是位于河北省
的“杨受成慈善基金保定老年
公寓”、“杨受成慈善基金（顺
平）老年服务中心”、“杨受成慈
善基金（雄州）老年服务中心”、

“杨受成（中国·顺平）关爱老年
中心”以及“杨受成（中国·昌
黎）关爱老年中心”，位于广西
省尚在兴建之中的“杨受成（中
国·永福） 关爱老年中心”、“杨
受成（中国·扶绥）关爱老年中
心”，还有早年已经投入的香港

“东华三院杨成纪念长期护理
院”及湖北“湖北慈善香港英皇
关爱老人护养中心”，另有河北

“杨受成慈善基金保定儿童福
利院”。

未来， 英皇集团会举办更
多义工服务活动， 坚定地在公
益慈善之路上走下去。 （王勇）

英皇集团义工行
京冀老人共联欢

致敬平凡的伟大
首届“中国好教练”奖在京颁发

东风公司获评“2018中国社会
责任特别贡献奖”等多项荣誉

近日，东风凭借在履行社会责
任和精准扶贫方面的积极作为，连
续荣获多项相关荣誉。 2018年 12
月 27日，在《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
皮书（2018）》发布会上，东风“精准
扶贫案例”入选蓝皮书，并在发布
会上进行专项介绍。 同时，东风荣
获“卓越责任企业奖”,东风公益项
目案例、消费扶贫案例等分别入选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鉴（2018）》
“十大责任国企”、“十大责任创
新”、“十大公益项目”。12月 28日，
在第十一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
会上，东风荣获“2018中国社会责
任特别贡献奖”、“2018中国社会责
任精准扶贫奖”。

近些年来，东风公司以“润”
计划 2.0 作为行动指引， 将企业
创新发展和践行社会责任有机
融合，通过履行政治责任、经济
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环境责
任、公益责任等五大责任，创建
责任东风良好企业形象。

致力于成为卓越的汽车企
业公民。 2018 年，东风公司第九
次党代会提出，努力实现“三个
领先、一个率先”，即经营质量行
业领先、 自主事业行业领先、新
兴业务行业领先；东风员工高质
量跨越小康，率先享有新时代美
好生活，最终实现成为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汽车企业。

科技创新铸造卓越品质。 东
风公司通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在科技创新方面硕果

累累。 东风自主乘用车产品和动
力总成研发取得积极成果，商用
车商品竞争力持续提升，新能源
汽车研发及“三电”工业化进程
不断加快，科技创新铸就了东风
品质和品牌。

绿色发展彰显卓越智慧。 截
至 2017 年，东风公司研发的新能
源汽车，其中 6 款主力车型销量
达 33769 辆，占总销量的 60%。公
司启动绿色工厂试点示范工作，
固体废物整体循环利用率达到
82.4% ， 共有 32 家企 业 推 行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公
司共实施节能改造项目 114 项，
与 2014 年相比，实现产值节能量
36.8 万吨标煤，多次荣获“节能减
排优秀企业”奖。

和谐共赢创建卓越未来。 东
风公司不断完善利益相关方责
任体系和沟通机制，通过建立全
价值链的质量管理体系、提供全
方位优质服务的制度建设、完善
公司章程、 关注员工成长等，致
力于与客户、合作伙伴、股东、员
工建立良好的信赖关系。

投身公益体现卓越担当。 东
风公司通过积极承担 5 省 9 市县
的扶贫工作，为推进西藏、新疆、
广西、湖北、河北的脱贫工作起
了积极作用，并通过成立“东风
公益基金会”，打造“东风润苗行
动”“益路平安”“心语心愿”等系
列品牌服务项目，推动公益事业
的发展。 （于俊如）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
称“红河州”） 位于云南省东南
部。 目前， 该州尚有 540 个贫困
村，44 万余未脱贫人口。

近日，红河州的最低气温已降
至 10℃以下。红河州爱心传递协会
的工作人员正忙着给当地的贫困
儿童分发冬衣。这批冬衣来自千里
之外的首都北京，由北师大三帆朝
阳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定向捐赠
予红河州爱心传递协会。

此次定向捐衣公益活动由
北师大三帆朝阳学校四（五）班
发起倡议，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
烈响应。 四（五）班班主任王利平
表示， 通过小小的捐衣活动，既
让学生们参与了国家精准扶贫
的大事，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带
去温暖，又让三帆的孩子们感受
到了助人之乐，通过公益活动培

养学生们的家国情怀。
为让学生们完整深入地了解

并参与公益活动，此次定向捐衣公
益活动实现了全程跟踪可查询。学
生们把带有爱心卡片且独立包装
的衣服交给老师，并亲自进行登记
编号， 由顺丰速运负责物流运送。
包裹到达红河州爱心协会后，由协
会工作人员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分
配发放，保证每一件衣服都能准确
送到贫困儿童手中。

据了解， 去年此时， 还是三
（五） 班班主任的王利平就和同学
们一起，向全校发起了为贵州乡村
幼儿园捐建图书馆的活动，短短一
中午，就收到了 3600多本共 19箱
图书。三帆朝阳学校每年都让学生
深度参与公益实践，这已成为该校
让学生们了解祖国、参与祖国建设
的最好方式。 （徐辉）

践行公益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东风公司荣获“2018 中国社会责任特别贡献奖”

义工与老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