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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
杨东平指出，现阶段要深化对农
村学校的认识，一是对乡村学校
的教育功能要有新的认识，比如
对乡村儿童的教养和教育是否
应具有同样的目标； 二是认识
到什么是农村学生真正需要的
教育。 据杨东平介绍，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经过大量实证调
研，从乡村教师、乡村学生、乡
村学校、 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
系统梳理乡村教育现状和需
求，提出结合乡土资源，探索乡
村教育道路， 构建坚持基本原
则、系统推进和多方协同的乡村
教育生态行动建议。

现场，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
究总监郭婷婷发布了 2022 年乡

村教育发展需求报告。 报告以乡
村教育质量提升为导向, 对中西
部 16 个省市的 1534 位乡村教
师、 校长的问卷调研和 30 余位
乡村教师、校长、教育局专题访
谈，并对乡村教育的未来发展提
出建设性对策和建议。 报告指
出，社会力量与教育行政部门及
学校、社区紧密协作，以资源互
补、多元协作的形式，共同构建
乡村教育公益新生态。 报告也对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的未来
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包括：深
挖底蕴， 发展特色乡土教育；深
耕乡村地区， 培育内生活力；重
点激活乡村教师团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合作发
展中心主任杜文雅介绍了“协
同网络”的价值、目标，业务范

围、运营机制和工作计划。 杜文
雅表示，“协同网络” 的长期目
标是联结有志于推动乡村教
育、教育公益发展的学者、基金
会及公益机构、企业，聚焦乡村
教育的问题、现状、发展趋势及
改善方案的研究和实施， 搭建
基于研究成果的交流 、传
播、推广、复制平台，促进公
益资源方和执行方互动，提
升教育公益机构及从业人
员对乡村教育的理解和认
知，推动乡村教育公益领域

协同发展， 促进乡村教育发展
及乡村振兴。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赖佐夫指出，“协同网络”是价值
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转化对接的
平台以及协作行动的网络，是通
过网络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工

作模式。“协同网络平台是去中
心化的多元分布模式，通过大家
的协作来开展行动，而不是通过
命令控制的模式进行工作。 ”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教育
发展项目部主任韦丹丹指出，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关注整个行
业的发展，针对乡村学校教育领
域社会组织之间资源整合不足
的状况，基金会于 2018 年发起美
好学校联合公益项目，旨在通过
推动乡村教育领域社会组织联
合，整合企业、公众、社会组织及
政府等资源，更有效地推动优质
教育资源进入乡村学校，让学生

“上好学”。
韦丹丹表示， 基金会希望

联合更多关注教育议题的机
构，共同做一些研究，推动更多
人关注教育领域， 也希望通过

“协同网络”， 在县域内联合多
家公益机构， 实现县域教育整
体提升，助力乡村教育发展，推
进乡村振兴。

助力乡村教育和乡村振兴
“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开启新探索

近日，由中诚国达集团有
限公司捐赠并发起成立的北
京翰潮慈善基金会·中诚国达
诚善基金正式启动并召开了
专项基金管委会第一次会议。

该专项基金管委会主任
庞恩泽表示，中诚国达集团有
限公司秉承“共享、 共担、共
创、透明”的发展理念，设立专
项基金是集团实现企业社会
责任的又一重要突破，“我们
希望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通
过专项基金得到援助，得到支

持和成长。 也希望专项基金的
不断发展能够助推集团在实
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道路上迈
出更高的一步。 ”

北京翰潮慈善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谈道，基金会的捐助
不只是资金方面的一次性支
持，更应注重对受助人的持续
关注和改善。 为此，北京翰潮
慈善基金会特提议以专项基
金的形式助推企业社会责任
的可持续性发展。“基金会将
坚守使命，合理分配好每一笔

捐赠资金，让每一笔款项发挥
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不辜负每
一位捐赠人的期望。

基金会项目经理对专项
基金落地的第一个公益项目

“北京翰潮慈善基金会·中诚
国达诚善基金微爱益站”做了
详细汇报与讲解。 专项基金管
委会成员对基金的后续发展
提出建议，并承诺将全力支持
基金会的各项工作，确保专项
基金的稳步推进及发展。

（皮磊 ）

北京翰潮慈善基金会·中诚国达诚善基金
正式启动

近日， 由国务院国资委社
会责任局指导， 中国社会责任
百人论坛主办，国家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央企
业上市公司 ESG 培训会在京
召开。 据悉，这是国资委首次
举办的央企上市公司 ESG 专
项培训，64 家央企集团在京代
表现场参会，320 家其他央企集
团及控股上市公司代表线上参
加培训。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
书长彭华岗指出，ESG 作为一种
重要的投资理念、评价方式和企
业行动指南， 日益成为国际共
识， 在我国也进入加速发展时
期。 目前，国内 ESG 投资规模持
续增长，ESG 监管体系加速构
建，ESG 评级评价不断拓展，ESG
信息披露日益活跃。 不过，我国
上市公司在 ESG 领域仍然面临
诸多挑战， 如适应我国国情的
ESG 体系建设尚在探索阶段，国
外评级机构对中国企业 ESG 评
级结果普遍偏低，ESG 报告发布
数量和质量仍有差距，不少上市
公司 ESG 治理机制和管理体系
不够健全。

中央企业的上市公司作为
企业业务经营的重要主体，在资
本市场具有广泛影响力，要在我
国 ESG 领域切实发挥先锋示范
作用，中央企业要从集团层面进
一步加强对 ESG 的重视程度，在
董事会建立 ESG 工作的决策和
监督机制。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要
建立 ESG 工作制度、 明确 ESG

重点议题、编制发布高水平 ESG
报告，不断提高 ESG 专业治理能
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中央企业要
成为 ESG 治理的模范、ESG 实践
的标杆、ESG 体系建设的骨干，
为我国企业积累宝贵经验，提供
有益借鉴。

国投董事长、党组书记付刚
峰表示，开展中央企业上市公司
ESG 培训，对于中央企业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中进一步践行 ESG
理念、 加强 ESG 治理能力建设，
推动上市公司绿色、稳定、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
记、执行副会长柳磊就《上市公
司 ESG 发展现状、 趋势和价值》
进行了分享。 柳磊表示，上市公
司 ESG 实践应当立足于特定的
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条件，提升
长期风险防范能力、可持续发展
能力， 且 ESG 需要上市公司、投
资机构、评级机构等各方市场主
体共同参与、促进，推动形成健
全的 ESG 生态体系。

中国社科院教授、中国社会
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以
《央企 ESG 现状、挑战与行动》为
主题进行了分享，并介绍了 ESG
最新动向、央企 ESG 现状、央企
ESG 挑战、 中国 ESG 体系等内
容。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黄文生，中国移动发
展战略部总经理沈文海分别就
相关内容进行了分享。

（皮磊）

98家央企和 286家上市公司参与
ESG体系建设渐成行业共识

华龄乡振开展“关爱老兵拥军计划”
为南宁市退役老兵捐赠物资
� � 8 月 26 日， 广西华龄乡振
社会事业商务服务中心（以下
简称“华龄乡振中心”）联合南
宁市青秀区建政街道办事处退
役军人服务站开展“关爱老兵
拥军计划”物资捐赠活动。 南宁
市青秀区建政街道办事处退役
军人服务站负责人， 华龄乡振
中心主任林丹妮、 副主任马善
娥以及董事会主席廖正杰出席
捐赠仪式。

林丹妮表示， 退役军人是
国家的宝贵财富， 他们年轻时
保家卫国， 义无返顾毅然从军
戍边。 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的
老兵也已步入晚年， 身体机能
退化，导致部分老兵行动不便，
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

“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更需
要心系国防、 情系老兵的高尚
情怀， 以实际行动在全社会倡
导尊军崇军的良好风尚。 ”

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街道
办事处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
人表示，服务站积极搭建爱心
企业与退役老兵沟通的桥梁，
关心关爱困难的退役老兵；积
极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为有困
难退役老兵解难题、 办实事，
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关爱退役
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让退役
老兵切实感受到社会各界的
关怀与温暖。 （高文兴 ）

■ 本报记者 李庆

8 月25 日，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成英公益

基金会等机构共同启动‘未来乡村教育协同网络’项目(以
下简称‘协同网络’)。 据介绍，此次活动主题为‘社会力量
协同助力乡村教育发展’，希望通过‘协同网络’搭建，推
动教育公益领域发展和生态建设， 助力乡村教育发展和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