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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中小银行联盟
携手多家机构上线公益项目数
十个， 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活动
十余场， 募集善款及物资价值
数百万元。 从‘汇金暖冬公益行
动’的冬日送暖，到‘壹乐园·音
乐教室’的点亮梦想，从共同战
疫到科技兴教， 努力践行社会
责任。 ”

据介绍， 经深圳市社会组
织管理局注册登记，2017 年平
安集团联合各地中小银行于深
圳发起成立中小银行互联网金
融（深圳）联盟（以下简称“中小
银行联盟”）， 是中国银行业协
会成员单位。 成立至今，中小银
行联盟始终以“协同发展，互惠
共赢”为宗旨，积极开展中小银
行战略转型的推动工作， 充分
发挥组织协同作用为会员搭建
技术共享平台， 助力中小银行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规划与推

广。 经过五年的探索，中小银行
联盟目前已拥有 260 余家会
员，辐射全国 31 个省份，会员
总资产规模达 74 万亿元。

近年来，中小银行联盟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持续用公益回馈
社会，同时号召会员银行加入中
小银行联盟开展的公益计划中。
2018 年，中小银行联盟发起“微
笑公益计划”， 会员银行中原银
行、 黑龙江省联社积极参与其
中。 2020年，中小银行联盟制定
会员防疫和关怀措施，为各会员
单位复工复产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此期间，联盟以实际行动多方
面支持各地防疫工作。

乡村教育也是中小银行联
盟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为了贫
困地区的孩子们温暖度过寒冬，
中小银行联盟携手金融壹账通
发起“汇金暖冬公益行动”，给火
地平安希望小学学生和教职工

捐赠暖冬物资；为帮助山区学子
开眼看世界，志愿者积极参与课
堂教学，给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往
梦想的窗；为了让贫困地区儿童
的教育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发起
并参与了大型公益徒步活动“一
个鸡蛋的暴走”， 实现了个人挑
战和公益参与的双重价值；为了
留守儿童可以离音乐梦想更近
一步，联合壹基金建成了全国第
590间“音乐教室”……

与此同时，中小银行联盟除
了积极号召捐赠外，也在积极探
索创新的公益模式，如志愿支教
活动，游戏公益活动以及科技助
力公益等，其中，“跳一跳”公益
小游戏的上线为留守儿童的音
乐梦想增添了更多色彩。 2021
年，中小银行联盟还走进江西省
吉安市遂川县堆子前镇平安希
望小学，举办“爱与科技，壹起成
长”百校点亮公益活动。 （李庆）

中小银行联盟多方位践行公益事业

8 月 28 日，由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会和中国电力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微能源网协
同创新平台、碳中和绿色发展创
新平台、新源劲吾（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工信通力绿色技术研究
院联合承办的“低碳能源 零废
未来”论坛暨微能源网协同创新
平台与碳中和绿色发展创新平
台 2022 年度峰会在北京举行。

此前，科技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联合
印发《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
施方案（2022~2030 年）》，其中特
别提到“要深入推进跨专业、跨
领域深度协同、融合创新，构建
适应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能源
科技创新体系”。 此次会议便是
对“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低碳经
济与绿色发展协同创新模式的
有益探索。

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
主要有四个方面：低碳技术发展
和支撑能力、完善的低碳发展标
准和规范、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
相关制度及准备、健全的碳排放
强度考核制度。 从现有的国情
看，我国在这四方面上都略显不
足。 其中，低碳技术发展和支撑
能力建设的短板效应明显，总体
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一些发达

国家。 低碳技术相对落后，已成
为现阶段制约我国发展低碳经
济的主要因素。

就此，全国政协常委、农业
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
副主席吴晓青认为，低碳经济已
被看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
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在
未来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当前必须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
低碳技术发展的创新，组织产学
研各方力量， 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 开发低碳技术与低碳产品，
研究化石能源低碳技术与方案，
解决经济型储能技术等问题，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改善优化能源技术。

会议期间，微能源网协同创
新平台与中国碳中和绿色发展
创新平台分别进行揭牌仪式。 作
为两平台主席的赵华林表示，碳
中和与绿色发展需要形成全社
会的协同合力，应开展碳达峰碳
中和创新项目、基地、人才协同
增效行动，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对
低碳科技创新的系统部署，推动
国家绿色低碳创新基地建设和
人才培养，加强项目、基地和人
才协同，提升创新驱动合力和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张明敏）

探索低碳经济科技路径
两大创新平台在京揭牌

“新氧公益基金会愿意成为
整个医美行业公益救助行动的
基础设施。 ”新氧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于敏告诉记者。

新氧公益基金会方面介绍，
每一年因存在面部缺陷而等待
被公益救助的人群高达 6000
万， 拥有医美行业大量资源的
新氧公益基金会， 成立一年来
倾尽全力也只能救助 160 人 。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体表缺陷
患者的生存困境， 以及解决他
们存在的现实问题，新氧公益进

行了进一步探索，不仅聚焦于患
者的医疗救助，也对患者尝试进
行术后关怀。

新氧公益基金会希望借此
让更多人关注公益，全方位参与
体表缺陷的公益救助行动。 即便
如此，面对数千万的急需救助的
体表缺陷人群，新氧公益的力量
依然是杯水车薪，体表缺陷人群
的公益救助亟待破局。

在此背景下， 新氧公益宣
布开启“公益宝贝·为爱加倍”
行动，通过新氧公益平台，联合

多方资源， 为更多体表存在缺
陷， 却缺乏救治资金的人群提
供支持。 据此，新氧公益基金会
下的“新氧美丽计划”“联合公
益救助行动”和“公益宝贝·为

爱加倍”三大行动，成为公益救
助领域一种创新形式。

新氧科技高级副总裁郭俊
文介绍，“新氧平台上的认证机
构，都可以自选商品成为公益宝

贝，捐赠订单金额的 5‰，同时新
氧进行 1∶1 配捐， 产生的全部善
款都将捐赠于新氧公益基金会，
用于‘新氧美丽计划’项目。 新氧
公益将借此实现医疗救助的良
性闭环。 ”

新氧公益救助项目于 2020
年 5 月启动，新氧科技首期捐赠
1000 万元，这是国内首个互联网
医美修复的公益救助项目，主要
用于完成包括黑医美等意外事
故受害者、先天面部畸形患者的
救助。

新氧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艾
晓宇则对项目有更大的期待，他
表示，“一家企业的力量是有限
的， 而一个行业的力量是无限
的，新氧公益将继续发挥平台力
量整合资源，以正向的价值观引
导行业伙伴，共同为体表缺陷患
者构筑美好生活。 ” （武胜男）

新氧公益基金会启动公益宝贝计划
号召医美行业联合救助体表缺陷人群

公益资讯 INFOS

对于企业来说， 能够将公
益融入企业文化， 并通过各种
公益活动助力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 是企业实现自我价值的
方式。 作为企业家、社会公益人
士， 二三四五集团董事长陈于
冰将慈善公益理念融入企业发
展， 并带领二三四五积极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

据统计，二三四五自成立以
来共参加了 100 余次公益慈善
活动，累计向社会各界捐款 7000
余万元。二三四五的公益足迹已
跨越全国 20 余个省、 市、 自治
区， 惠及来自包括欠发达地区、
灾区、 学校等在内的百万人次。
其中，二三四五向宁波大学捐款
3000 万元用于建设宁波大学图
书馆和成立真诚读书基金；向同
济大学捐赠 3000 万元设立“同

济大学 2345.com 基金”，助力高
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资源分
配；连续 6年向上海市浦东新区
高桥镇“慈善公益联合捐”进行
捐款，善款全部用于高桥镇弱势
群体的扶贫济困。

2020年 12月， 二三四五联
合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光华基金
会，发起了夜班媒体人专项援助
项目， 目前共计 37 名受援助对
象获得援助审批， 发放援助金
150 万元；2021 年 6 月， 陈于冰
推动二三四五和岩山资本联合
华山医院专家及爱心机构等共
同发起成立上海市岩华公益基
金会， 发起捐赠金额达到 1000
万元。该基金会前身是中华儿慈
会王正昕-岩山/沣石联合救助
基金，自 2015 年成立至今，该团
队已累计向企业、社会爱心人士

募捐超过 2000万元。2018年，陈
于冰担任创始合伙人的岩山资
本向该项目捐款 500万元。

此外， 二三四五还通过各
项青少年公益项目的开展，持
续聚焦创新素质教育， 让公益
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 例如，
联合上海团市委发起“国学达
人”项目活动，以地方性乡村小
学为据点实地考察， 开展各项
青少年公益活动项目， 开启国
学的推广与探索。

公益行动贵在专注与坚
持，陈于冰表示，未来会将公益
活动坚持做下去， 将凝聚更多
社会各界力量， 进一步提升公
益事业的影响力， 彰显企业担
当， 把通过公益事业回报社会
的正能量， 转化为企业的资源
和核心竞争力。 （张雪弢）

二三四五推动企业公益可持续发展

8月30 日，由新氧公益基金会举办，丽格慈善基金会、中整
协互联网医美分会参与的‘一起让美好发生’发布会在

北京举办。在这场发布会上，新氧公益宣布正式启动“公益宝贝·为爱
加倍”行动，意在号召医美行业通过新氧公益基金会面向中国体表缺
陷人群开展联合公益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