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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汽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约 16 亿元
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周暨红旗就业梦想基金启动
� � 2019 年 9 月 5 日，以“担使
命·逐梦新征程” 为主题的中国
一汽社会责任周暨红旗就业梦
想基金启动仪式在中国第一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一汽”）总部举行。 国务院国资
委领导，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吉林省总工会等有关部门领
导， 来自公益领域的 10 余家公
益机构、 中国一汽职工代表、青
年志愿者以及多家新闻媒体代
表参加仪式。

中国一汽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奚国华， 国务院国资
委科技创新和社会责任局社会
责任处处长张晓松出席仪式并
致辞。

发布 《中国一汽可持续发
展报告》

奚国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
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的企业。 中国一汽积极践行“人·
车·社会和谐发展”理念，始终坚
持以强大中国汽车产业为己任，
社会责任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果。

2019 年，中国一汽积极应对
汽车市场下行压力，坚定发展自
信，加快转型、开放，不断提升核
心竞争力，做强自主品牌，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中国一汽在世界
500 强中由原来的 125 位跃升至
第 87 位。

张晓松对中国一汽多年来
积极履责所取得的卓越成效给
予充分肯定，并希望中国一汽能
够不断提供更多鲜活生动的实
践做法和成熟先进的经验借鉴，
积极承担，主动作为，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有效推动社会责任可
持续发展。

在活动现场， 中国一汽社
会责任周活动正式启动， 同时
发布了《中国一汽可持续发展
报告》。 据了解，在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工作中， 中国一汽 2002
年以来先后派出挂职干部 34
名，累计投入扶贫资金约 16 亿
元， 帮助 11.8 万名建档立卡群
众实现脱贫，35.5 万贫困人口
从中受益。

定点帮扶的 5 个地区中，吉
林省镇赉县、 和龙市已经脱贫
摘帽；在中央企业扶贫考核中
连续两年获得“好”的评级。 中
国一汽品牌公关部负责企业社
会责任的葛季明主任经常去贫
困一线， 和当地的农民非常熟
悉， 他们经常亲切地喊：“小葛
又来了。 ”葛季明对于贫困地区
的农民在脱贫后素质的提升
印象最深刻。“在镇赉县，当地
的妇女在唠嗑嗑瓜子时不再
乱吐瓜子皮， 而是吐到手里，
攒成一小把，扔到固定的地方。”
葛季明说。

在绿色发展方面，2018 年，
中国一汽制定低碳节能技术战
略，建立绿色发展体系，实现从
工厂到产品全面“绿色化”。 环保
投入 4.3 亿元，其中，环境污染治
理投入 1.3 亿元；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9.1 万吨， 节约能源折合
11.58 万吨标准煤， 万元产值综
合能耗同比下降 6.8%。

500 万元启动“红旗就业梦
想基金”

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
中国一汽设立“红旗扶贫梦想基
金”，开展“高举红旗、精准扶贫、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教育扶贫项
目，已在长征路沿线建设 5 所红
旗梦想智慧学校，开设 69 个“红
旗梦想自强班”，覆盖 3500 名贫
困家庭高中生；开展“红旗梦想
艺术课堂”项目，培训 791 名基
层教师， 受益乡村中小学生达
12.5 万余名。 目前该项目已经成
为一个多方参与、 初具规模、拥
有较大影响力的教育精准扶贫
公益平台。

多年来，中国一汽以实际行
动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彰显央企
担当，其中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大
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同时
还带动了集团分子公司及部门，
共同积极开展公益项目， 其中，

涵盖了儿童关爱、环保、教育、扶
贫等多个领域。 此外，在活动现
场，中国一汽为一汽红旗、一汽
解放、一汽奔腾、一汽大众、一
汽丰田、 一汽大众奥迪等分子
公司及部门， 分别颁发了优秀
公益项目奖， 以鼓舞更多的分
子公司及员工积极开展公益慈
善活动。

9月 5日是中华慈善日，为了
关注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中国一
汽携手腾讯 99 公益启动了“高
举红旗 精准扶贫 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 线上公益募捐活动，为
“红旗 99 心”、“红旗梦想自强
班”、“红旗梦想艺术课堂” 等项
目进行公益募捐， 以点滴爱心，
延续贫困地区心脏病患者的心
跳，实现自强少年对知识和未来
的渴望，为革命老区的孩子们带
去艺术的浇灌。

为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及公
益组织加入到中国一汽公益活
动中来， 中国一汽还携手中国
扶贫基金会等 10 余家公益合
作伙伴共同发起一致行动倡
议，共同搭建更大公益平台，实
现更大公益梦想。 另外，红旗品
牌投入 500 万元，正式启动“红
旗就业梦想基金”， 专注支持大
学生、退转军人、贫困地区返乡
创业青年等群体。

（徐辉）

“自己玩不转这些电子产
品， 想问孩子又怕耽误他工
作。”这应该是科技时代给大部
分老年人带来的窘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吃饭购物，连飞
机票、 火车票、 水电费都可以
在一部手机上搞定了。 这样的
操作， 为年轻人带来了便利，
但却越来越让老年人与这个
社会脱节———他们不会上网、
不会使用智能设备、不会在线
支付……老年人正在逐渐地被
边缘化， 这已成为全社会重视
的问题。

2019 年 9 月 7 日， 联想志
愿服务走进社区全国百场活动
之首场在北京天通苑举行，活
动旨在让老人更好地融入进数
字化时代， 拉近他们与年轻人
的距离。

本场活动讲解的内容是如
何使用微信，以面对面、手把
手的形式让老年人了解微信
功能，并通过颁发小奖品的形
式， 鼓励老年人现场练习教授
内容。

“闺女，我现在在社区参
加活动，这儿有工作人员教我
怎么用智能手机，一会儿我给
你发个红包试试。 ”张阿姨在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实现了跟
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微信视
频通话。

除此之外， 联想的专业技
术服务人员还指导老年人使用
其他智能设备， 为他们的手机
和计算机免费进行义诊， 开展
Lenovo Care+帮教知识课堂、
产品体验等活动。

为了能够随时随地为老人
解答电子产品使用问题， 此次
活动还组织老年人们进入联想
老年人用户群———他们在群里
能够收到有关知识点的讲解视
频， 并可随时找到联想工作人
员进行免费咨询。与此同时，老
年人们也可以在老年用户群里
找到话题相投的新伙伴， 更加
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

为了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
口， 让居民们足不出社区就能
学习到新技能。 联想积极动员
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活动， 引导
大家融入社区大家庭， 同时不
断增强社会各行业的便民服务
意识的宗旨。

据了解， 联想志愿活动以
北京天通苑为起始， 持续到
2020 年 3 月底， 将共计开展
100 场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公益
活动，覆盖全国范围。

（王心怡）

献礼祖国 “益”路相伴
联想志愿服务走进全国社区

日前，如新公益基金会参与
由腾讯公益开展的“99 公益日”
活动， 发起聚焦先心病儿童的
“一百个如‘心’人生”募捐筹款
项目，通过丰富的线上募款和线
下义卖活动，为贫困家庭先心病
儿童筹集手术费。 活动自开展伊
始便受到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
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为帮助患儿
恢复健康重获新生贡献善的力
量。 作为一家以“为儿童创造更
美好的世界”为使命的基金会，
如新公益基金会此次借力 99
公益日， 用独有的方式关注并
为贫困先心病儿童带来福音，从
而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善的
行列中。

救心十余载
撬动救助杠杆

先天性心脏病是小儿最常
见的心脏病，也是中国新生儿出
生缺陷发病率的第一位。 在中
国，目前有超过 250 万儿童正在
遭受先天性心脏病的折磨，每年
新增患儿约 20 万。 很多患儿因
家庭贫困错失治疗的最佳时机，
甚至无法获得及时的治疗，最终
失去宝贵的生命， 但事实上，对
于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只要尽早

接受手术， 都有很大机会被治
愈 。 为 此 ，2008 年 开 始 NU
SKIN 如新先后携手上海慈善基
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针
对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发起
了“如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累计捐赠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用
于先心病儿童的救助。 成立以
来的 11 年间，该基金已成功救
治近 1 万例贫困先心病患儿 。
2018 年，NU SKIN 如新更捐资
成立了如新公益基金会，将“如
新中华儿童心脏病基金” 作为
其中的重点公益项目， 努力为
更多贫困家庭创造新生的微
笑。 此次如新公益基金会发起的

“一百个如‘心’人生”筹款项目，
旨在借优质公益流量平台腾讯
99 公益日，为先心病患儿带去生
的希望。

不忘初心
任重而道远

如新集团自创立以来，在全
球范围内一直践行“凝聚善的力
量，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力
量”的企业使命。 自进入中国以
来，NU SKIN 如新在“授之以
渔，持续行善，人人参与”慈善理
念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慈善公益

事业，先后展开了众多以儿童为
主体的慈善项目， 并于 2018 年
底成立了以“点燃儿童心中的希
望，减少疾病、改善教育、消除贫
穷，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为使命
的如新公益基金会， 继续在健
康、教育、扶贫等方面贡献力量。
此次“一百个如‘心’人生”正是
基金会第一个正式对外筹款项
目， 希望能够更好地汇聚爱心，
撬动更多的社会救助资源，让更
多的贫困患儿获得救助机会。

未来，基金会将不断探索精
准公益形式和版图， 在健康领
域，有如新中华心脏病基金资助
贫困先心病患儿，全方位关注儿
童健康问题；在教育领域，有如
新小学及如新春蕾学院，着眼于
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在扶
贫领域， 集善如新创星计划，携
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旨在
资助贫困地区残疾人创业。

如新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不
仅使 NU SKIN 如新在中国十余
年积累的公益资产得以传承和
发展，还打造了一个更加专业和
可持续的公益平台，赋能公益事
业获得更多专业支持，鼓励人们
人人参与、持续行善，聚力传播
善的新生力量。

（辜哲）

如新公益基金会聚焦先心病儿童
激活爱的“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