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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由中国商业联合
会指导，中国商报社、中国商界
杂志社主办的“携手向未来、责
任勇担当”2022 新时代·中国商
界社会责任论坛在京举办。 来
自社会公益、文化传媒、乡村振
兴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齐
聚一堂，围绕“更好履行社会责
任、为公益慈善事业做贡献”相
关话题展开了交流与探讨。 论
坛通过主题演讲、 论坛交流等
形式， 探讨了如何助推中国公
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分享成功
经验。

论坛上， 中国商报社社长、
总编辑陈高宏表示， 近年来，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和自然灾害，我
国众多企业用实际行动诠释家
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与此同时，
在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下，越

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减排，加速绿
色转型，让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
的必答题。“企业的价值已经不
仅是商业模式的成功，还取决于
其社会责任的价值体现。 ”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冯并
从企业的经济责任、 公益责任、
生态建设、诚信担当四个方面探
讨了商业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
方面应如何努力。

国务院原参事胡本钢表示，
社会组织在做公益慈善时也一
定要到基层中去，真正地将爱心
落到实处，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
人，将后续的工作做好。

围绕“中国商界如何助推中
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中国
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对
外交流委员会会长孙应杰认为，
企业在享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应当承担起对员工、客户、社会
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同时也要
承担起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
发展的责任。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乡村
振兴协作部主任赵溪花认为，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就要求企业必
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
理念，要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
社会的贡献。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
基金会创始人邱莉莉分享了自
己在公益慈善领域工作的体会
和看法。 她认为公益组织要找准
自身定位，与商界企业、媒体积
极合作， 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
更好地深入基层服务。

河南省上海商会常务副会
长高众越表示， 如何在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贡献一份力量，也
成为当前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的一种体现。 知豫商城总裁
王伟、 金酱酒业北京公司总经
理李淑玲作为企业代表， 也分
享了各自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 赋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
经验与体会。

在圆桌对话环节，围绕“应
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这一话题，

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分享了各
自在社会责任、公益慈善等方面
的规划和部署。

当 天 的 论 坛 还 发 布 了
《2021—2022 年度中国商界社会
责任优秀案例》《2021—2022年度
中国商界乡村振兴优秀案例》。

（李庆）

中国商界社会责任论坛探讨
助推慈善事业路径

公益资讯 INFOS

9 月 5 日国际脊髓损伤日
之际，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
京新起点公益基金会、 全国脊
髓损伤者关爱行动及康乐保中
国共同组织的“寻找阳光力量”
脊髓损伤伤友榜样评选活动精
彩落幕。 以“你我同行，向阳新
生”为主题，本次评选旨在传递
伤友榜样的力量， 激励更多的
脊髓损伤患者以阳光的心态回
归社会、重启人生。

“阳光新青年”专属称号获
得者何华杰是一位幽默爱笑的
大男孩，24 岁时的一场车祸导
致其颈椎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何华杰也曾迷茫， 但想到在身
后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母亲，
他开始积极学习科学的膀胱管
理方法。 为了能够再次“走”出
家门， 何华杰和伤友前辈一同
奔赴“川藏线”远途旅行。 他现

在已经是抖音上拥有几十万粉
丝的自媒体博主。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脊髓损
伤患者综合保障研讨会” 上，相
关部门和专家呼吁为广大脊髓
损伤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综合保障。 全生命周期保障，迫
切需要全面落实国家的整合型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求，构建全
生命周期保障体系。医疗质量保
障，迫切需要严格遵循国家的医
疗质量安全监管要求，加快推广
临床指南及规范，普及脊髓损伤
患者正确的膀胱管理方式；经济
生计保障，迫切需要深入实施国
家的《“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
展规划》， 为失能患者创造更多
公益性岗位并开展免费技能培
训；多层次医疗保障，迫切需要
积极响应国家的《关于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大幅降

低患者的疾病负担。
另外，研讨会还建议，在脊

髓损伤患者合理就医问题上，
各地医保局尽快将脊髓损伤及
其并发症纳入门诊特殊病（“门
特”）目录；在在门诊长处方上，
各地医保局尽快将脊髓损伤及
其并发症的相关治疗药品和耗
材纳入“长处方”管理，确保门
诊可以开具间歇导尿管， 同时
适当考虑处方使用期延长到
1—4 周。

《“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
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
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 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不断
满足残疾人美好生活需要。相关
各方需携手聚力，助推改善残障
群体的生存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重塑生活希望。 （徐辉）

脊髓损伤伤友激励患者重启人生

9 月 6 日，残疾人文学作品
推介会暨 2022 年残疾人文学
创作研修班启动仪式在京举
行。“十四五”期间，中国残疾人
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联合星云
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每年举办
一期残疾人文学创作研修班。

活动现场， 中国残疾人事
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发布了《残
疾人作家作品集（2021）》，并表
示该作品集文学样式多元化，
既展示了首届研修班研习成
果， 还收录了无障碍题材文学
作品和首次仁美诗词雅集作品
以及部分关心残疾人事业的作
家诗人作品，充满仁心美意，厚
重晶莹，可观可读。 星云文化教

育公益基金会推介了林晓云的
散文集《旗杆底》，并表示该书
以细腻的心思、 游子的乡愁和
纪实的文笔， 缓缓翻开了温州
林家大院的历史画卷。

与会专家学者对《残疾人作
家作品集（2021）》和《旗杆底》开
展点评研讨。大家认为，《残疾人
作家作品集（2021）》积极地向社
会传递了残疾人自强不息、拼搏
进取、无私奉献、感恩生命、追求
理想的精神，读者能够清晰感受
到文字间跳动的真情实感；《旗
杆底》 以细腻笔调生动多角度、
多方位呈现浙江泰顺的非遗文
化、传统习俗、风土人情和意境，
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

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表
示，广大残疾人作家、文学爱好
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创作，
更新文学观念，提高创作水平。
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
思想道德修炼，提升道德品格、
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要把握
时代脉搏， 发奋学习、 博览群
书、开阔视野，用文学讴歌生命
与生活， 努力创作出更多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 体现中华文
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民审美追
求、 描写新时代中国残疾人精
神风貌的精品力作。 （王勇）

残疾人文学作品推介会举办
作品展现残疾人精神风貌 9 月 5 日至 8 日，第 38 届国

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
会在马来西亚布城举行。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资
助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共同设立
了 IBBY-iRead 爱阅人物奖，每
两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两名
对儿童阅读发展做出杰出和独
特贡献的人。 来自伊朗的佐拉·
甘妮（Zohreh Ghaeni）和来自美
国的简·库尔茨（Jane Kurtz）获得
第二届 IBBY-iRead 爱阅人物
奖，于 9 月 5 日正式颁发。

深圳市爱阅公益理事长李文
对获奖者表达了祝贺并表示：“总
有人通过自己的行动， 带给世界
和他人光明与幸福。佐拉·甘尼和
简·库尔茨推动儿童阅读的工作，
从持续性、影响力、公益性、创新

性、 启发性等多个维度都取得了
巨大的成绩。 ”

据了解，深圳市爱阅公益基
金会于 2010 年注册成立， 在 0～
12 岁儿童阅读推广领域深耕多
年，通过倡导、研究和项目实施
推动儿童阅读推广行业的发展。
10 年间，爱阅公益发起并实施汉
语儿童早期阅读干预项目———
“阅芽计划”；推出 0～6 岁儿童的
书目研制项目《爱阅早期儿童阅
读书目》，6～12 岁儿童的书目研
制项目《爱阅小学图书馆书目》
《爱阅童书 100》； 针对资源匮乏
地区开展乡村儿童阅读资助项
目；为推进全球阅读推广发展创
立的“IBBY-iRead 爱阅人物
奖”， 资助儿童阅读理论和实践
研究。 （武胜男）

第二届 IBBY-iRead爱阅人物
奖颁发

为积极响应国家发改委等
七部门印发关于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名单的
通知，积极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发
展，落实北京市城管委“零废弃”
生活倡导，加快推进海淀区垃圾
减量工作，海淀区城管委联合田
村路街道办事处和辖区首农集
团京粮广场开展垃圾“减量月”
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增强居民垃
圾分类减量意识，在全区营造理
解、支持、配合垃圾分类的良好
氛围。

近日，京粮广场迎来报名参
加活动的 34 组家庭， 大家布置
好自己的摊位， 把昔日的玩具、
看过的书籍、学习用品等拿来进
行交换和售卖，原本空旷的广场
变成了大型的“淘宝”市场。 参与

的居民忙着推销自己的商品，每
个摊位前都有小朋友在挑选自己
喜爱的物品。通过砍价或交换，参
与者可以得到自己心仪的物品。

活动现场还设有居民手工艺
品展览区， 不少小朋友带着自己
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前来展览；
京西皮影基地还开设了非遗皮影
展示区。 活动剩余的少数未置换
出的旧物在摊主的授意下捐赠给
了慈善机构。

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进一
步加深了海淀区居民对垃圾减量
的了解， 营造了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的良好氛围， 引导居民养成垃
圾减量的好习惯在从身边做起从
小事做起， 配合北京市的垃圾减
量工作， 为海淀区环境保护建设
文明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胡彬）

北京海淀城管委携手首农集团
引导居民“零废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