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日， 由 《公益时
报 》 社 主 办 的

‘2021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年会 ’（以下简称 ‘年会 ’）
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和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征集活动在
北京正式启动。

活动通过对企业社会
责任案例和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的征集， 将选出优质
的案例和报告 ， 并通过研
究和分析 ， 探索出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新路径 。 在
新时代形势下 ， 活动将帮
助企业在新发展的同时实
现新的责任担当。

本届年会企业社会责
任案例和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征集从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可通过填写表格
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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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下企业应如何履行责任？

2021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征集活动启动

鼓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逐步纳入全面深
化改革大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首次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立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要“增强国家意识、法
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强化社会责任
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2020 年 7 月 21 日， 习近平
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
“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
台。 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
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
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
求的企业家。 ”中国社会需要大
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推动企业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

在今年通过的《关于“十四
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决议》中，要求把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
新发展格局， 切实转变发展方
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

在“十四五”规划中，“社会
责任”出现多次。 比如，明确“鼓
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
更应主动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
题，创造并共享价值。“十四五”
规划中也多次提到“创新”，企业

作为社会中的重要成员，更需要
以创新的思维和企业社会责任
精神， 寻找企业与社会的结合
点，利用企业的专长与资源帮助
解决社会问题，创造企业与社会
的共享价值。

搭建社会责任交流平台

为弘扬先进的社会责任理
念和公益慈善文化， 促进更多
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和公

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本届年会将凝聚各界力量，以

“新发展、新担当”为主题，继续
挖掘企业社会责任案例和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的优秀内容，搭
建企业间社会责任交流平台，
加深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重要
性的认识， 协助企业和公益组
织更加科学、 高效地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 以助力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建
设美丽中国。

在本届年会上， 与会者可
以与世界 500 强企业负责人
探讨社会责任，与各大基金会
等社会组织负责人交流公益
项目。 通过对百家企业的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
案例的经典分享， 为同行业及
刚进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企
业提供可量化的参考标准和可
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解决
方案，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益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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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外
科专家们在乌海市乌达区开展
了儿童先心病筛查、 专家义诊、
专题培训等活动；河南省胸科医
院投入项目宣传启动经费 300
万元，在省内各县电视台滚动播
出，救助“两病 ”患儿 2271 名 ；
济南 960 医院与省电视台开展

“健康山东”栏目合作，救助足
迹遍布山东省 ， 已成功救治
1517 名来自全国各地低保家
庭、 贫困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
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西安高
新医院组成十多人的专家医疗
队，携带心脏彩超、心电图机等
设备，先后深入到 19 个县的小
学、 幼儿园完成近 20 万儿童的
先心病筛查；河北省儿童医院同
省内 7 个县的妇幼保健院建立
医联体，对新生儿进行先心病筛
查， 共计筛查 93901 名新生儿，
筛查出先心病阳性患儿 777 名；
越来越多的患儿被提前发现并
得到及时救治。

每一位接受救助的患儿都
有一份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纸
质档案分为申报材料和反馈材
料。 项目工作人员还将受助患儿
档案录入网络信息系统，为每一
名患儿生成一份爱心档案。 这些
档案就是一个个受助患儿获得
新生的有效见证。

“2012 年 7 月，通过项目的
资助， 在河北省儿童医院做了
手术，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护士，
我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石家庄市先心病患儿高芸芸
（化名） 已经成长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

2012 年， 在吉林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冰冰（化名），在项目
的资助下顺利完成了治疗。 她
于 2020 年考入吉林职业技术
学校， 并加入当地志愿者联合
会， 从受助者变成一名爱心志
愿者。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国
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向我伸
出了援助之手， 我都不知道怎
么报答他们！ ”与姥爷相依为命
的先心病患儿小莲 （化名）在
2013 年得到救助，如今已经有
了自己的小家，即将迎来自己
的孩子。

“在最困难的时候项目帮
助了我们，这份恩情，永远也不
会忘记，以后有机会，一定会把
这份爱意传递下去。 ”青岛受助
患儿子玉（化名）的父亲常常这
样说。

……
“项目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

运，社会效益显著，体现了中央

企业模范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
形象。 ”时任国资委主任王勇对
项目予以了高度认可和肯定。 民
政部领导也十分关心和支持项
目的开展，多次听取项目情况汇
报并做出批示。

2021 年 8 月 18 日， 随着甘
肃省甘南州的 2 岁男孩小焱（化
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
功完成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成为
了爱心行动项目救助的第 3 万
个“两病”患儿，项目再次迎来一
个新的里程碑。

研究：从救助衔接
到社工服务

作为多层次儿童重大疾病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一种有力
补充，国家能源集团爱心行动并
没有止步于资金救助。

随着医保及医疗救助政策
的不断出台，社会组织救助如何
与政府救助衔接成为一个重要
课题。 基金会、中社联及原卫生
部卫生事业发展中心的专家共
同组成课题组，以国家能源集团
爱心行动项目为典型案例，开展
了《医疗救助与慈善救助项目衔
接研究》的课题研究。 通过研究
和实践建立政府主导、社会组织
辅助，政府主体、社会组织补充

的救助机制，为国家研究医疗救
助制度与慈善援助衔接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

除此之外， 项目还依托中
社联在社会工作方面的优势，
开展了《白血病儿童及家庭医
疗社会工作介入过程研究》课
题研究， 通过开展对白血病儿
童及家庭的综合服务， 帮助白
血病儿童患者及家庭调整治疗
及生活心态， 增强治疗及康复
信念； 探讨社会工作者在面向
白血病儿童及家庭提供医疗社
会工作服务时的具体内容、具
体方法、服务手段、服务流程、
经济投入、 社会效果、 社会效
益、推广价值、可能遇到的问题
及解决方案。

2014 年，项目成功申请并获
批中央财政支持的“医务社会
工作试点项目”， 在全国 19 家
合作医院率先尝试购买专业医
务社工服务， 直接受益人数达
4735 人。

2014 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和公益时报为了支持项目医
务社会工作的开展，筹集资金 30
万元，向新生儿筛查合作医院捐
赠 2 台筛查车。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河
南省胸科医院、 华西二院血液
科、山东省立医院等在项目的支

持下，推进了医院社工部的设立
并开展了专业服务。 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病友俱乐部、主题日
活动、社区工作、健康教育等社
工服务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等全
方位开展。

在社工的引导下，来自国家
能源集团、医院等社会各界的志
愿者也积极加入对患儿的帮扶
工作。

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缓解
了患者及家属的情绪， 改善了
他们的认知和行动力， 促进了
医患关系的和谐。 同时，推动了
医务社会工作实务， 促进了医
务社工的职业发展， 梳理了医
务社会工作重点， 拓展了医务
社会工作研究。

经过 10 年的实践，国家能
源集团爱心行动项目创立了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模式， 搭建
了社会救助平台， 建立了专业
救助儿童的工作体系， 锻炼了
医疗救助工作的专业社工团
队， 创新开展了理论和实践的
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项目发
起方表示，今后将继续努力，为
更多的“两病”儿童提供救助服
务与专业支持， 积极开展精准
救助，推动医院“两病”治疗学
科发展，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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