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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务院国资委社会
责任局、 广东省国资委指导，中
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主办，广州
市国资委、广汽集团、越秀集团、
广药集团、华发集团支持的“第
二届国企社会价值论坛”在广州
召开。 国务院国资委，广东省国
资委、江西省国资委、湖南省国
资委、云南省国资委、山西省国
资委、四川省国资委、安徽省国
资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
上海市国资委、 天津市国资委、
青岛市国资委等 11 个地方国资
委，广州市国资委、珠海市国资
委、 东莞市国资委等广东省 21
个地市国资委，南方电网、中国
宝武、南航集团等央企和央企上

市公司代表， 广东省属企业及
21 个地市国企出席会议。

会上，《粤港澳大湾区国有
企业社会价值蓝皮书（2022）》作
为湾区国资国企年度社会价值
重要研究成果正式发布。该蓝皮
书聚焦湾区国资国企责任管理
现状与五大价值的实践进展，为
各省市国资国企在新时期推进
社会价值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借鉴。其中提到的五大价
值分别为：国家价值———服务国
家战略大局，产业价值———服务
产业健康发展，环境价值———服
务生态文明建设，社区价值———
服务社会综合治理， 民生价
值———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该蓝皮书指出，湾区国资国
企聚焦国家所思、 社会所想，充
分发挥民生保障骨干作用，围绕
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养老服务、
食品安全、教育教学等基本民生
问题，集聚资源、全面发力，服务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并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为实现进一步作出
积极贡献。

据介绍，经过多轮评审，调研
组从服务湾区发展、 做强做优主
业、 抗击新冠疫情、 守护生态文
明、增进民生福祉等五大维度，分
别筛选出十佳经典案例进行剖析，
最终形成 19余万字的蓝皮书，供
决策者及社会解读参考。 （皮磊）

《粤港澳大湾区国有企业社会价值蓝皮书（2022）》在穗发布
聚焦湾区国资国企五大价值

8月 12上午，一场来自青藏
高原的儿童画展在京开幕。 现场
通过近百幅油画和水墨画作品，
让观展者深刻感受到来自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各
小学和民族中学的同学们对伟
大祖国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期
寄、对美丽家乡的热爱。

多方助力
提高学生艺术素养

2020 年 10 月，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以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
标，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以美培人，把美
育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
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曲麻莱县作为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行政管辖县之一，地
处三江源核心区，平均海拔 4500
米， 年平均气温零下 3摄氏度，
自然条件艰苦、 经济水平低、教
育资源匮乏。 国家能源集团自
2010年对口帮扶曲麻莱县，重点
做好生态帮扶的同时， 聚焦教
育、民生保障和产业发展。

为落实中央和青海省政府
对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高美
育教育工作， 在国家能源集团
的援助下，曲麻莱县自 2021 年

7 月起陆续邀请中国儿童中
心、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摄影
家协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等首
都名师赴曲麻菜县开展系列讲
座，结合曲麻菜地区资源特点，
在美术、摄影、语言表达等方面
对老师进行专业指导，深入县、
乡各学校开展互动课堂， 建立

“黄河源写生教育地”等，提高
学生文化和艺术素养， 助力学
生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健
康成长。

爱心义卖
为牧区建移动幼儿园

活动现场， 中国儿童中心
美术教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少
儿美术艺委会副主任龙念南整
体介绍了赴曲麻莱授课及作品
甄选的情况。

此次画展还设置了“爱心
义卖”区域。主办方将儿童作品
印在了帆布包和 T 恤上，前来
参展的人员可以把喜欢的作品
带回家， 义卖所有款项将直接
通过中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会
进入到“曲麻莱阳光幼儿园”项
目， 为牧区学龄前儿童建设可
移动幼儿园， 通过离网储能光
伏建设满足供暖、教学、照明等
能源需求， 促进牧区学龄前儿
童早期教育的发展。

据悉，“山水同源 曲麻莱”
儿童画展将在北京陆续开展巡
展活动，展览时间为 8 月 12 日
至 10 月下旬。 （徐辉）

“山水同源 曲麻莱”
儿童画展在京开幕

8 月 20 日上午，故宫博物院
与万科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零
废弃日”专场活动。 今年是第五
届“零废弃日”，“故宫零废弃”项
目全新升级，在暑期为公众带来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零’圾妙探
玩转故宫”双周体验活动。

2020 年， 故宫博物院与万
科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故
宫零废弃”项目，希望在观众和
公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 采用
科学精细的废弃物管理方式，
持续追求“将填埋/焚烧处理的
垃圾减少至无限趋近于零”的
目标。 2022 年，该项目将故宫生

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中， 进一
步绿色故宫内涵。

活动在故宫博物院内全新
升级的生态堆肥花坛前举行。花
坛位于箭亭广场东侧， 超过 20
种乡土植物与景石、荷花缸以及
堆肥箱、蚯蚓塔、昆虫屋等生态
设施，为故宫中的鸟类、蝴蝶、蜂
类提供食源、 水源及栖息地，体
现了故宫生态与人文紧密联结
的特点。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故
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万科
公益基金会监事万捷、万科公益
基金会秘书长陈一梅以及来自

政府、学术机构、社会组织等领
域的嘉宾出席了活动。

仪式上，嘉宾们为花坛播种，
并向到场来宾赠送了故宫堆肥福
袋， 邀请大家将这一份零废弃心
意带回家中， 提倡在日常生活中
持续践行零废弃。 仪式结束后，现
场嘉宾跟随“故宫零废弃”宣传员
和自然观察引导员， 进行了零废
弃游览及生物多样性体验。

在位于箭亭广场的故宫餐
厅中，“故宫零废弃”宣传员讲述
了道光皇帝节俭的饮食习惯，倡
导观众践行“光盘行动”，反对食
物浪费。 在前往珍宝馆的路上，

“故宫零废弃” 宣传员提到大高
玄殿的瓦片很多都是来自于其
他建筑的剩余瓦片， 说明当时，
人们已经具备节约物资、重复使
用旧物的理念。

除此以外，“故宫零废弃”宣
传员也向嘉宾们展示了“故宫零
废弃”项目升级的成果。例如，邀
请专业的工业设计师，为提高分
类效率，对垃圾分类装置进行整
体升级，精心设计了故宫分类垃
圾桶。观众在活动期间可以通过
垃圾桶“辨古字”挑战活动了解

垃圾分类的知识。而故宫博物院
的零废弃环保文创，则是由回收
的废弃塑料瓶制成的再生聚酯
纤维加工制作而成，结合故宫博
物院的瑞兽形象及建筑特色，通
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公众传播
零废弃生活理念。

在御花园的导览中，古典园
林中的生态图卷在大家眼前展
开。 这条完整的零废弃游览线
路，将零废弃的理念和生物多样
性的知识融入到景点的讲解介
绍中，让观众在参观游览过程中
大有收获。

除了以上活动之外，“零废

弃日”活动现场还准备了其它丰
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例如，参加
体验的青少年们在对堆肥花坛
进行观察后，共同绘制了一幅故
宫生物长画卷。“我在故宫观鸟”
活动也在当天揭开了帷幕，喜爱
观鸟的朋友可以通过“观鸟记录
中心”小程序参与活动。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本次
活动是故宫博物院对观众的一
次诚挚邀约，希望观众能够加入
到这场助力“碳中和”的行动中
来，共同践行绿色低碳轻生活。

（王勇）

故宫博物院与万科公益基金会举办
“零废弃日”专场活动

8月 16日， 在陕西省委文明
办的指导下， 陕西省志愿服务联
合会联合贝壳公益共同发起“我
来教您用手机” 进乡村活动。 据
悉，活动计划首先在陕西富平县、
略阳县、志丹县开展 1000个乡村
手机班，预计服务 5万人次。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不能忽视乡村老
年群体的幸福生活。 ”陕西省志愿
服务联合会副会长郑恩强表示，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老年人群体正面临着“数字鸿沟”
带给他们的巨大挑战， 乡村老年
人群体庞大，需求更加迫切。

郑恩强表示，贝壳公益已经
运营“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四
年有余，积累了丰富的助老经验
和志愿者基础，希望贝壳公益与
陕西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各界志
愿者通力合作，让乡村老人更快
追上数字化发展的脚步。

贝壳公益“我来教您用手
机”项目在全国开展以来，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已经走进 49 座
城市的 2907 个社区， 累积开展
手机课约 1.4 万节，服务老年人
超 40 万人次。

据悉，“我来教您用手机”乡
村版志愿服务将会通过“城市优
秀志愿者为乡村志愿者培训”“城
市线上志愿者微信群内提供帮
助”“优秀城市志愿者下乡组织示
范课”等形式展开，并提供专门为
乡村老年人研发的教学课本和线
上工具提供帮助。 （张明敏）

贝壳公益启动乡村手机课堂计划
预计今年开课超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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