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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康宝莱带着价值
15 万元的“移动医院设备包”走
进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卫生
院。 当天，简单的捐赠仪式结束
后， 现场即为当地村民举办了
义诊活动， 康宝莱的爱心服务
商志愿者也协助村医为村民进
行健康体测， 耐心为村民讲解
健康营养知识、进行膳食指导，
让科学的营养健康理念走进村
民的心中。

据了解，“移动医院设备包”
包含了血糖仪、血压计、血氧仪、
血脂和血红蛋白分析仪、尿酸胆
固醇分析仪、心电、超声、电刺激
治疗等十余种终端仪器设备。这
些设备能够有效应对多种常见
疾病的初步诊疗，并为后续就医
过程提供指导，给入户巡诊工作
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切实提升乡

村医疗服务能力。康宝莱中国区
法务副总裁陈巧竹表示：“此次
捐赠是今年以来的第五站。作为
康宝莱‘营养零饥饿———乡村医

生’项目的一部分，将依托全面、
先进的医疗检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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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希望

通过设备包的捐赠能更便捷的
帮助居民进行诊疗，解决他们的
每一次燃眉之急。 ”

佛子庄乡地处北京市房山
西北深山区， 当地卫生院目前
已经完成了家庭医生签约履约
服务，辖区 18 个行政村的 6183
人常住人口中有 5779 人建立
了电子健康档案。从 2021 年 11
月起， 家庭医生巡诊工作与医
保一站式结算相结合， 让村民
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就医的便利
性。 而超高的建档率和巡诊频
次，对卫生院提出了更高、更完
善的设备需求。

与以往的捐赠不同，之所以
选择佛子庄乡，康宝莱中国区对
外事务副总裁董瑞萍解释了原
因：“‘移动医院设备包’ 以往的
捐赠主要致力于为偏远地区提

升医疗设备水平和乡医诊疗能
力。 除此之外，设备包所具有的
简易便携、快速互联、综合集成
等优势，也是提升大中型城市周
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医生定
期巡诊效率的有效工具。通过此
次在房山的捐赠， 希望挖掘出

‘移动医院设备包’ 更广泛应用
场景，也听到更多来自乡村医疗
机构的使用反馈。 ”

据悉，“营养零饥饿-乡村
医生” 项目由康宝莱中国携手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 2019 年
发起，三年为一个周期。 截至目
前， 康宝莱联合其服务提供商
捐资近 660 万元， 用于培训
1500 名乡村医生，援建 10 个博
爱卫生站，捐助 20 个“移动医
院设备包”， 预计惠及超 50 万
农村居民。 （于俊如）

康宝莱捐赠“移动医院设备包”
提升乡村就医便利性

� � 2022 年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知识大学生竞赛日前在京
正式启动。作为 2022 年全国食
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本届竞赛活动提出
“以赛促学 以学促行” 口号，
围绕大学生这一重点人群，紧
密呼应食安周“共创食安新发
展 共享美好新生活”的主题。

今年的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知识大学生竞赛由百胜中
国、中国市场监管报社、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和支付宝“答
答星球”共同举办。

本届大赛分为练习赛、分
站赛及总决赛 3 个阶段， 以线
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活动将持续至 12 月。今年将有
18 个省、区、市的高校参加分
站赛环节， 以争夺参加全国总
决赛的机会。

据主办方介绍， 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知识大学生竞赛已
举办多年。 和往年相比全面升
级。 练习赛阶段是全民参与环
节，参与者通过支付宝“答答星
球”平台进入相关答题模块，可

在线上进行
比拼。

针对分
站赛， 今年
活动增设了
分站赛小程
序， 拥有答
题、计时、计
分等功能，
综合检验在
校大学生们
对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知识的掌握和理
解。 由于距离或疫情防控要求
等客观因素无法线下比赛的大
学生，可以选择在云端与同省、
区、市内的高校学生比赛对决。
分站赛阶段产生的 18 支冠军
队伍， 将在最后的总决赛中一
决胜负。

经过多年的发展， 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知识大学生竞赛
让众多大学生受益， 仅 2021
年， 全国就有 142 所高校、300
余万大学生参与。 同学们通过
比赛，不但检验自身能力，丰富
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也

理解了科普宣传的意义， 并能
在赛事期间了解企业如何建立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
大学校长、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理事长孙宝国表示， 大学
生处于养成饮食健康安全习惯
的关键时期， 这一群体对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的理解与践
行， 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
要依托； 希望各合作方通过举
办专业型知识竞赛， 继续为倡
导在大学生群体培养健康、科学
的生活方式做出贡献。 （徐辉）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知识大学生竞赛展开
倡导大学生健康生活

� � 近日，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
会公益未来·智联招聘青年就
业支持计划收官 。 该计划于
2021 年底携手智联招聘共同发
起，聚焦青年群体就业需求，通
过职业测评、空中双选会、暑期
企业参访营等方式赋能青年，
为其对接就业资源， 搭建个性
化就业服务平台。

青年就业问题牵动万千家
庭的心， 关乎千万青年的发展。
2022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
破 1000 万， 毕业生就业工作广
受社会关注。根据智联招聘发布
的《2022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
告》显示，仅有 50.4%毕业生选
择单位就业， 在当下的就业环
境，对于即将毕业的青年群体而
言，走出校园象牙塔，迈进职场
新台阶，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
变。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家庭经济
困难青年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
场中脱颖而出， 是公益未来·智
联招聘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的初
心和使命。

为此， 项目根据学生需求，
用多把“钥匙”来解锁，通过三大
方式为高校大学生赋能。

针对大学生自身定位及职
业规划， 公益未来·智联招聘青
年就业计划为大学生提供定制

的职业测评工具， 包括 3 个方
面：职业性格测验、心理复原力
测验、职业动机测验。 利用职业
测评工具，大学生可以明晰自身
职业性格、 测试心理承压级、了
解职业动机及就业价值观。不仅
如此，智联招聘动员雇主企业参
加并组织空中双选会，上千岗位
给予青年历练的平台，拓宽大学
生就业通道；由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联系公益领域指导老师进
行免费就业指导，为大学生迈入
职场提供导向标。

从 7 月至 8 月， 项目支持
20 名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的高
校青年开展为期 5 天的暑期企
业参访。大学生走进各大企业进
行参观、沟通、学习，了解职场技
能需求， 丰富青年就业视野，明
晰专业发展前景。

在企业参访的过程中，很多
大学生表示受益良多。北京交通
大学的吴迎众在参观了北京北
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后
感叹：“第一次参观生产车间，给
了我极大的震撼，提升了我对国
企的认知， 也激发了我的向往，
访问企业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即
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了解了不
同企业的特点、优势，为我们择
业提供了帮助。 ” （李庆）

智联招聘为青年就业铺路

9月 2日， 腾讯云联合中国
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上线“施予
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电子签功
能，用户登录“腾讯电子签”小程
序，可快速完成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并得到一枚腾讯公益“小红
花”和专属联名徽章。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
会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管，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全国性慈
善组织，负责运维管理“施予
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网，
现已与 100 余家政府单位、高

校、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企业
合作，推进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工作落地。 此次基金会与腾讯
合作，是希望借助腾讯云可靠
的底层能力，以及腾讯电子签
一站式验证的便捷性，简化传
统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流程，激
发社会参与器官捐献事业的
积极性，为更多生命传递希望
火种。

“器官志愿捐献登记”功能
上线后， 用户进入“腾讯电子
签”微信小程序，点击“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 页面， 录入身份

证、联系方式等实名信息，阅读
并同意志愿登记、 隐私保护等
相关协议，最后签署个人姓名，
就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登记完成后，可随时取消，也可
再次签署。

目前， 施予受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数据实时汇总到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数据库，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人数超过 499 万，与 2016 年
不足 10 万人的登记数量相比，
增长近 50 倍。 （张明敏）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功能电子签上线


