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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慈善家共聚 多元声音汇聚交融

“2019人类可持续发展慈善高端对话”在京举行
2019 年 11 月 23 日， 宁夏

燕宝慈善基金会在北京与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签署合作，
支持全球 70 亿人口粮食安全
及营养问题的高端研究人才项
目， 彰显中国慈善机构参与全
球公共事务的责任与使命。 此
次合作见证及研讨宝丰集团推
出太阳能发电制氢模式进行了
分享。 来自联合国的官员、各国
知名慈善家以及中国政府机构
和权威研究机构专家等百余嘉
宾出席会议。

多元声音汇聚交融
聚焦可持续发展

与会嘉宾就“应对气候变
化的社会创新实践： 新能源替
代化石能源战略”和“慈善家的
使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题
展开讨论。

能源和气侯变化领域的影
响力投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机
遇和挑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
实践问题，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
过程。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
创新实践：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战略”讨论环节，嘉宾们阐述了
前进的方向和需要填补的空缺，
认为应秉承“合作、创新、实践”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
变化项目执行总监梅迪娜表示：

“首先需要把儿童的健康和气候
关系建立起来，还有能源关系建
立起来。 同时需要利益有关方们
一道努力、合作，做好工作。 同时
政府、慈善家还有企业等都能够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 ”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
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
提出，应建立能源互联网，让世
界各地能源互联互通，同时需要
联合国和各国制定可以接受、通
用的规则。 国内的慈善基金投入
国际视角很少，应多关注人类命
运共同体。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
国区总裁邹骥认为， 在新能源应
对气候变化中， 慈善界要发挥启
蒙、孵化和催化作用，帮助大家接
受绿色发展的理念， 孵化成熟产
品。逐渐深入重大的发展战略，提
高专业水平，树立目标，激发民间
创造活力并倡导国际合作。

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
北京代表处高倩倩认为， 作为一
个捐赠者需要跟其他捐赠者一道
把资金放在一起， 给共同的战略
所支持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尤
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 我们
的确可以在投资的时候做出对气
候变化、 对社会有利的投资。 同
时，带来一定的投资回报。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
表解振华认为，各国政府应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
取积极行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自主贡献，转变高消耗、高污染、
高排放的传统发展方式、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走绿色、低碳、循
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日本福武财团创始人福武
总一郎提出，如今资本主义似乎
只关注逐利， 我们必须改变逐
利，为公共利益所服务。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高皓
认为，“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是
需要金融力量、实业力量、慈善
力量形成合力方可实现的宏大
目标。

发起联合行动倡议
推进新能源产业

党彦宝在活动现场发表演
讲，并发起“促进人类可持续发
展———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联
合行动”倡议，得到了现场 11 家
基金会领导人签字响应。

党彦宝在倡议中提出，促
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是 21 世纪
面临的最紧迫挑战， 它关乎人
类赖以生存的清洁空气、 安全
粮食等人类健康文明发展的重
要内容。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
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威
胁，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
类亟需破解的关键课题。“因
此，我们愿意担负使命，践行承
诺， 联合世界具有影响力的慈
善家和志同道合者， 在全球共
同推动新能源产业创新与发
展，互享实践经验，共促多边合
作，以实际行动，加快新能源替
代化石能源进程， 提高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能力， 为推
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及促进人类可持
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据了解， 宝丰集团正在新建
太阳能发电制氢项目， 为新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提供了更广阔的路
径。 项目将开创可再生能源制氢
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示范应用，

在有效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的同
时， 切实促进新能源全产业链可
持续发展， 引领清洁能源高质量
发展，为推动国家能源战略、应对
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出资 1 亿设立人才基金
支持农业建设

粮食安全是影响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政府
始终坚持把农业作为全部工作
的重中之重，把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为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用占全球 7%的耕地，
养活了占全球 22%以上的人口，
而且，正由“吃得饱”向“吃得好、
吃得安全”升级。 中国经验无疑
对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具有
重要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中国
的慈善家和企业家也将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担当相结合,
大力支持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
农业发展。

宁夏宝丰集团·燕宝慈善基
金会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和民间慈
善组织的先进代表， 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倡议，
在活动中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签订了合作协议， 由燕宝慈善
基金会出资 1亿元人民币， 双方
共同设立粮农组织燕宝农业人才
基金。 该基金将主要用于支持粮
农组织确保获得国际公认高质量
外部专家提供的服务， 利用全球
科技创新和关键性研究成果推动
全球农业发展实践， 推动减贫尤
其是贫困国家、贫困地区、贫困人
群的减贫， 真正为世界粮食安全

和营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努力
实现“没有饥饿、没有营养不良的
世界”这一目标。

据悉，粮农组织燕宝农业人
才基金是首个由中国民间慈善
基金会发起设立的人才发展基
金，体现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
参与全球公共事务中强烈社会
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为更好地
补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农业技
术、 人才缺乏短板提供助力，也
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
份力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
冬玉说：“感谢燕宝慈善基金会
对粮农组织的大力支持， 此次
合作也响应了粮农组织的‘手
拉手’倡议，相信我们的合作能
够为培养人才、 推动研究贡献
力量。 ”

据了解，宁夏宝丰集团是一
家集“现代化工、农业枸杞、新能
源”等产业一体化综合性企业集
团，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产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树立了行业标杆。 同
时，企业成立宁夏燕宝慈善基金
会，长期在教育、人才、环境保
护、医疗养老等领域开展公益慈
善行动，成为助力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脱贫攻坚、社会文明进步
的中坚力量。

党彦宝表示，未来将继续秉
承公益慈善精神和促进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光荣使命，愿与各国
慈善家和企业家共同携手、深化
合作， 持续为应对气候变化、建
设清洁美丽的新世界不懈奋斗。

（武胜男）

2019 年 11 月 20 日， 由北
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市民服
务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睦友社
会工作事务所联合举办，以“冬
蕴金辉梦·奋进新时代”为主题
的第五届新街口街道社会化退
休人员风采展活动在西城区缤
纷剧场举行。

北京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
社会化管理处、西城区劳动服务
管理中心相关领导，新街口街道
市民服务中心领导及相关科室
人员，以及兄弟街道代表出席此
次汇演。新街口辖区社会化退休
居民代表、自管组织服务队以及
月坛街道社会化退休文体团队
共计 440余人参与活动。

新街口街道市民服务中心
主任李会军谈道， 新街口街道
始终以党建引领为指导， 以做
好社会化退休人员服务管理为
核心，经过 6 年政社合作，运营
发展“悦动生活项目”，逐渐形
成了社会化退休人员社会服务

平台打造和自管服务辅助支持
相结合的专业服务体系， 到今
年已累积服务辖内社会化退休
人员超过 20000 人次。“金辉四
季” 作为项目重要的品牌服务
之一， 成为新街口社会化退休
服务的一张名片。

今年，“金辉四季” 首次突
破汇演形式， 融合沉浸式创意
秀，以舞台讲述、艺术歌舞和表
演互动相结合的形式， 多角度
向社会展示了社会化退休人员
如何在政府与社工的支持与推
动下，参与建设“自我服务、自
我管理、自我实现、向心归属”
的退休之家。

主办方表示， 未来新街口
社退服务将持续策动自管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 公益服务的积
极性，壮大基层服务力量，建设
以“党建引领”为中心，思想建
设、资源整合、精准惠民和系统
服务四位一体的“一轴四轮”的
社退服务管理新模式。 （皮磊）

探索社退服务管理新模式
“金辉四季”品牌服务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