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中，范保群对公益委员
会成立以来的工作以及公益委
员会的品牌公益项目———“村长
工作坊”给予肯定。 范保群表示，
公益委员会在北大国发院是一
个特别的组织， 学院给予了厚
望，公益委员会在乡村振兴这一
命题上脚踏实地探索出了一条
创新路径。“将乡村与城市拉近，
将学术与现实结合，通过包括组
织形式创新在内的全方位探索，
切实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
力量。 ”

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会会
长、北大国发院 EMBA2000 级校
友、《公益时报》社创始社长刘京
在致辞中表示，新委员的加入进
一步壮大了公益委员会的队伍，
更提升了公益价值。 刘京谈道，
公益对于社会的贡献在于三个
方面，即解决社会矛盾、预防社
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 公益委
员会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己
任， 品牌公益项目———“村长工
作坊”的目标就是要把资源用到
乡村，解决乡村发展最核心的问

题，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可借鉴
的思路。

公益委员会秘书长余毅代表
秘书处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报告
介绍了公益委员会的发展现状以
及未来计划与发展方向。 余毅表
示， 公益委员会是在北大国发院
院领导的支持与关爱下、 在校友
部的全程陪伴与倾力相助下诞生

与发展起来的组织， 也是塑
造北大国发院品牌的重要元
素。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与探
索， 公益委员会目前拥有由
国发院杰出校友选拔而成的
66 位公益委员，构建起更为
广阔的资源图谱， 拥有完善
的组织管理体系与专业的执
行团队， 建立起品牌公益项

目———“村长工作坊”， 并完成了
1.0 版本到 2.0 版本的全面提升。
未来， 公益委员会将在进一步做
强“村长工作坊”品牌的同时，在
基础教育、 公益体验领域开展更
多探索与实践。

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社
会创新与行动实验室（SAIL）创
始人、公益委员会学术会长王超
发表了“价值共创与新公益———
国发公益的创新探索” 主题演
讲。 他表示，公益委员会要激发
集体创造力，构建共创式生态系
统，并最终形成基于觉察的集体
行动。“我们必须把握剧变时代
所具有的多变性、 不确定性、超
级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以欣赏
式探寻的方式，营造共创的生态

系统，通过‘原型-试验-反思-
迭代’ 螺旋式创新实践过程，探
索公益新途径。 ”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
发院教授张维迎以“企业家精神
与公益活动” 为主题进行了演
讲，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商业与公
益的关系，以及企业家精神对于
做好公益事业的意义与价值。

人类的进步依赖于企业家
精神的发挥，也就是每个人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依托北大
国发院以及国发院校友资源成
立的公益委员会，将凭借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整合知识与企业
家精神的力量，营造共创的生态
系统，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做出探索和努力。

创新发展 公益同行
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会持续探索公益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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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由北京当代艺术
基金会发起的“2022 可持续设
计资助计划”征集正式启动。 年
度主题设定为“公共参与”，倡
导设计行业关注公众生活的真
实需求与精神健康。

征集资助类型包括公共空
间设计、公共产品设计、公共平
面设计、科技与新媒体设计、青
少年创意设计。 面向设计专业
人员的征集之外， 还首次设立
了“青少年创意设计”方向，鼓
励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关注并
参与可持续设计。

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人
类创造力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共
存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 推动
“可持续设计”的开放合作是北
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的
核心战略领域之一。

2021 年 2 月至 9 月， 北京
当代艺术基金会携手 40 余家
杰出机构以及 50 余位专业评
审，共同发起第一届“中国 ECO
DESIGN 可持续设计”征集。 以

“社区营造”为主题，最终从 774
份申请项目中评选出 8 个最佳
作品案例， 涉及城市与乡村两
个大类的空间设计、视觉设计、
产品设计、青年创新等类别。

2022年，北京当代艺术基金
会进一步成立了“BCAF可持续

设计公益创投专项基金”，助力中
国创意行业的孵化升级。 专项基
金支持儿童自然艺术乐园、 绿色
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旅行、科技
可持续设计等领域的创新型跨界
合作， 在提供创投资助金与全方
位合作资源的同时， 致力于增强
项目应对社会问题的公共性。

“BCAF 可持续设计公益创
投专项基金”将携手 70 余家行
业领军级合作伙伴、 媒体、评
审， 全方位升级青年人才的支
持权益：公益创投资助金、国际
合作、创业孵化、供应链落地、
行业峰会、 社区应用、 导师辅
导、专题展览、研习行程、专业
资源、公关宣传等。

公益创投资助金方面，公共
空间设计、公共产品设计、公共
平面设计、科技与新媒体设计的
最佳作品将获得 5 万元的资助
金，优秀作品将获得 1 万元的资
助金；青少年创意设计最佳作品
将获得 1万元的资助金，优秀作
品将获得 3000元的资助金。

BCAF 还将携手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
展中心，面向全球 295 个 UN－
ESCO 创意城市网络进行国际
推广， 升级优秀人才案例的国
际传播影响力， 垒实国际可持
续设计的合作平台网络。

合作机构来自多元行业背
景，包括国际组织、国家级设计
节、行业协会、城市更新、乡村建
设、学术研究、文化机构、设计工
作室、博物馆、环保机构、国际品
牌、设计电商、米其林餐厅品牌、
可持续旅行、社区改建、基金会、
非营利机构、人文媒体等。

自 8 月 8 日至 10 月 8 日，
“2022 可持续设计资助计划”面
向全国征集作品。 投稿作品需
为投稿者本人原创， 投稿者本
人为投稿作品的作者。

作品包括公共空间的可持
续设计（公园、社区、广场、图书
馆、车站等）；日用可持续产品设
计（节能装置、公用设施、共享产
品等）； 向公众倡导可持续设计
的平面设计（可持续设计项目的
宣传材料、海报等）；可持续设计
项目的数字影像、虚拟、混合、增
强现实技术、AI 人工智能设计
等；青少年（18周岁以下）推动可
持续生活方式及公共宣传的闪
光创意及设计方案。

10 月 9 日至 11 月 19 日为
评审阶段，评选标准包括设计、
材料、功能、公益四个维度；资
助结果将于 12 月 12 日通过组
委会书面及电话通知， 主办机
构及合作媒体的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渠道予以公布。

“2022 可持续设计资助计划”征集启动

8月4 日，以‘创新发展 公益同行’为主题的第二届北大国发院公益委员
会全体大会在北大承泽园举行。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

长兼 BiMBA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保群，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
迎，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社会创新与行动实验室（SAIL）创始人、公益委员会学
术会长王超，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助理院长、校友部主任程军慧以及 40 余位
公益委员会委员出席此次活动。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以视频的
方式发表致辞。 会议由公益委员会秘书长、 北大国发院 EMBA2012 级校友余毅主
持。 此次活动是公益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增容扩选后的首次全体会议， 也是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及 2022 年北京疫情反复以来的首次线下活动。

近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移动医院设备包” 在山东省枣
庄市薛城区张桥村落地启用。 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健康促进部副
部长贾鑫、基础医疗服务项目中
心主任朱思琪，康宝莱中国对外
事务副总裁董瑞萍，康宝莱鲁豫
大区外事经理勾文红以及张桥
村村民代表等出席仪式。

贾鑫表示，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与康宝莱开展合作以来，携手
在乡村医生培训、支持提升乡村
居民健康素养及生活质量、助力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次捐赠的

“移动医院设备包” 将助力提升
乡村医疗设施水平和医护诊治
能力，改善就医环境，让村民就
医更加及时、方便。

董瑞萍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
捐赠“移动医院设备包”为当地村
民提供优质医疗资源， 企业将一
如既往以实际行动助力改善基层
医疗机构的基础医疗设施水平和
卫生服务能力， 助力健康扶贫工
作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此次捐赠的“移动医院设备
包”价值 15万元，内含血糖仪、血
压计、尿液分析仪、血氧仪、血脂分
析仪、快速心电检测仪、掌上超声、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二代身份
证阅读机具等全面的医疗检测设
备，具有简易便携、快速互联、综合
集成等优势，能够有效应对多种常
见疾病的初步诊疗需求，帮助医务
人员提供上门检查服务以及抓住
救治的“黄金半小时”，提高基层基
本卫生服务能力。

据悉， 为积极落实“健康中
国”战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与康
宝莱中国于 2020年合作推出“营
养零饥饿———乡村医生” 公益项
目， 通过开展乡村医生在线培训
课程、捐赠移动医院设备包、援建
博爱卫生站等多种方式， 从能力
提升和设施改善两方面入手，切
实帮助当地村民解决基础诊疗需
求，助力乡村公共卫生事业振兴。
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捐赠总价值
超过 1220万元的款物，助力多地
缓解村民就医难题， 为健康乡村
事业提供助力。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移动医院
设备包”在山东枣庄落地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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